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4409 凝視 對望: 福爾摩莎攝影群 王雅芳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6148 墨趣 朱文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6155 漢字書藝美學與文字意象設計應用之研究 朱文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405 圓圓和她の好朋友們 林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12 我家是動物園 双美創意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29 主題樂園Let's go 双美創意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36 環遊世界冒險王 双美創意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43 神奇的花世界 双美創意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50 黃色小鴨海上大冒險 林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74 穿越時空美少女 劉素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81 Hero機器戰警 卓昆峰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1737 Proceedings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平裝 1

9789868741744 The proceedings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8741751 Proceedings of annual symposium on management,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economics 平裝 1

9789868741768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874178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neering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Higher Education Forum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5-01-05)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31001~103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892攝影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憙田企業



9789868984431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平裝 2

978986898445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平裝 2

9789869026338 Proceedings of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s, business and finance 平裝 1

978986902634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science 平裝 1

978986902635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econnomy and urban studies 平裝 1

978986902636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civil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902638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and e-busines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3647 風和日麗 艾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00 回家 顧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24 鄭森. 上卷, 大明命脈的危局 朱和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31 臺北戀人 藍博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48 冬夜繁星: 古典音樂與唱片札記 周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55 誰在暗中眨眼睛 王定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962 不在他方 陳綺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79 某某人的夢 林俊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86 寫作其實並不難: 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 廖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993 島/國 陳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11 風雨任平生: 倪匡傳 江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5118 從異鄉到異鄉: 蕭紅傳 葉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110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 陽光幼苗篇 趙偉竣, 邵建銘聯合編著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609 名為?的青春偷竊者 時宥婕, Mqas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Mqas藝術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4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906 PhotoCap操作高手 黃薰儀, 王楓興, 王俊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83559 麥克風的股市求生手冊: 教你每年穩穩賺16% 麥克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566 全圖解技術分析: 算價 董鍾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306 建國高校戀曲. 一: 我不要考試 紀展兒作; 希羅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313 建國高校戀曲. 二: 冬瓜與茶 紀展兒作; 希羅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06320 建國高校戀曲. 二: 冬瓜與茶 紀展兒作; 希羅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06337 建國高校戀曲. 三: 南極熱帶魚 紀展兒著; 希羅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544 浮游物 細倉真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4464 刑法釋論 柯耀程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4471 刑法釋論 柯耀程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4488 地政法典 林育智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495 會計審計法典 張建昭, 張清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501 財稅法典 張建昭, 張清主編 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Waterfall Ltd.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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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o喲呼即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PhotoCap團隊



9789865994518 現行考銓法典 郭如意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525 社政法典 張庭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532 一品小六法 林誠二, 林東茂監修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549 情報學 李修安, 王思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4556 會計師法典 張建昭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563 應用微積分 應立志, 應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4570 海商法與海洋法釋論 吳嘉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587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94594 行政科法典(一般行政、民政、戶政、人事專用必備)伊藤, 劉秀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600 IFRS版中級會計學 簡義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789 救命工具 高橋大輔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796 誰需要腳？我用翅膀飛翔 李怡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08 生還: 自山難中獲救 羽根田治作;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15 不揉不按不伸展,10秒治好肩膀僵硬 佐藤青兒著; Mas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22 打造理想麵包屋 中村好文, 神幸紀著; 褚炫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3439 攝影師的餐桌: 凱蒂的食譜及其飲食生活的點點滴滴凱蒂.奎恩.戴維斯(Katie Quinn Davies)著.攝影; 宋宜真,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4296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8冊 1

9789865904302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9冊 1

9789865904319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0冊 1

9789865904326 金公未來妙典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333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1冊 1

9789865904340 一貫道藏. 祖師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904357 一貫道學研究. 卷二, 文獻研究與專題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貫義理編輯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5874 紐約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著; 許懷文譯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3046 美國西海岸: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舊金山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許懷文翻譯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3473 廣島.宮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莊仲豪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80 照飛機: 世界機場攝影導覽 チャーリィ古庄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97 石垣.竹富.西表.宮古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賴惠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510 京都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張雲婷翻譯 修訂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903527 東京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賴惠鈴翻譯 修訂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903534 河口湖.山中湖小伴旅: 富士山.勝沼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541 日本JR鐵道車輛大圖鑑 江口明男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03558 名古屋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孟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565 四川旅遊完全指南 鮑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572 雲南旅遊完全指南 雲南旅遊編輯部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589 大阪.神戶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尤淑心翻譯 修訂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903596 日光.奧鬼怒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孟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602 北海道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莊仲豪翻譯 修訂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903626 臺灣鐵道經典之旅. 環島鐵路篇 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664 九州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賴惠鈴翻譯 修訂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903671 四國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張雲清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688 由布院.黑川溫泉: 阿蘇.高千穗: 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王凱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695 東北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王凱洵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701 臺灣鐵道經典之旅. 地方鐵路篇 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1146 紙真好玩 蔡叔玲, 賴玉連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007 真善美的幸福 竹心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文文教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人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19067 每天都是一個人: 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 深澤直子圖.文; 熊瑾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166 每天還是一個人: ok啦!看很開的單身生活 深澤直子作; 熊瑾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272 享受吧!一個人的生活: 好好愛自己的單身享樂日記深澤直子圖.文; 熊瑾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23 個性首爾！深訪42家特色咖啡館 Woongjin熊津出版社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91 挑戰凶靈生死鬥 帕奇那著; Huang.TT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21 OH MY GOD-SO CUTE紐約客都失控!: 可愛紐約輕旅行潘妮達.妍席莉諾帕昆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38 其實沒那麼急!有一種美好,只有慢慢來,才能看見! 給慢不下來,但真的很休息的你的27個慢活練習童格拉.奈娜著; 黃T.T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13 給我記住！超火大時看的一本書 COW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37 魔鬼的黑名單--隱藏在小說文學裡的不死惡靈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44 談判沒那麼難！用對關鍵句型就搞定：連談判專家也要偷藏的成功說話術福田健著; 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51 當我睜開雙眼,世界正在改變: 每一分鐘都是上天給的機會,52個在逆境中看見希望的人生故事i behind you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75 一個人的爆笑生活 深澤直子著; 熊瑾陵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10382 主管不用很厲害！66個帶人關鍵技巧，讓部下主動做到好阿皮查.西里琶帝著; 何其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05 不要害怕說NO！幸福的起點就是，勇敢去做你想做的事：選擇正向思考，讓自己變幸福的17件事童格拉.奈娜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12 就做這一款！手指彩繪造型圖鑑 Bontique社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0429 大海盜：發現世界盡頭的領航者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43 量子物理史話 曹天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0467 薪水這麼少,一定要做最少!: 66個輕鬆工作的省力祕技阿皮查.西里琵帝著; 何其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74 黃金比例 鮮蔬果汁300道 川野妙子著; 林芳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42 一支120元的霜淇淋，竟然可以大排長龍？：43個抓住人心的實用經濟學，讓顧客跟你買單！朱容徵, 葉冰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0580 如果,我們早一年相遇的話...... 家田莊子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03 戀愛ing p.s.複數 內野彩華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10 搞懂管理,用大老闆的腦袋做事 中野明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27 不要再說「等一下」！現在就去做，幸福正在路上等你！喬夏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34 人生很長，最重要的是自己！ 41個逆轉人生的思考法！別再為難自己，活在當下，現在就是最幸福的moment石原加受子著;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89 品味，並非「與生俱來」 時尚養成穿衣法則 青木貴子著; 羅怡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719 阿帕莎拉的怨咒森林 帕奇那著; Huang.TT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726 堅持你所堅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你的心會告訴你怎麼做最好！廖慧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733 讓未來老闆看見你的實力：被挖角到大企業的菁英都這麼做 93個黃金工作法則中山遼二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八方出版



9789865810788 一個人就能算!輕鬆一次學會塔羅牌 史帝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0795 夫源病: 太太的疾病90%是老公造成的 石藏文信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25 我家減鹽餐！減一匙鹽美味健康加倍 富野康日己, 崛越哲監修; 殷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32 即使不是別人眼中的乖乖牌，我還是喜歡做自己：不想假裝討好，只有勇敢做自己的84句話Etsuko著; 曾于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56 討厭的事，要在當天忘掉！讓明天充滿幹勁的100句話NEKOMARU編輯部編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70 給糖尿病患~安心營養食堂 村上祥子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87 旅遊書沒告訴你的世界恐怖景點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94 免費成就獲利：抓住顧客要的，微利時代也能賺不停的商業模式Cadena creative著; 許之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00 實用美甲理論與應用 楊松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17 第一次改造衣服就有型：超簡單！人氣單品大變身！潮T、背心、襯衫、洋裝、丹寧褲、配件佐佐木戶桃, 五十嵐友美著; 連雪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24 現代女子防身術 丁郁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10931 決定版！藍海策略實踐篇：別學人家都在做的事，創新價值，才能賺到錢！中野明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48 來自墳土的低語 帕奇那著; Hung.TT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79 短甲指繪 晨巳出版株式會社編集部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01 最強商用策略51：贏在這一步，今天開始就能用！中野明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32 經典童話童謠 血腥復刻版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648 Different face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陳怡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7655 飯水分離之四季體質養生法 李祥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7662 男人養腎女人養肝 胡維勤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6365 佛說: 你無法真正占有一個人 吳九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372 人性,是沒有文字的佛經 吳九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本自然文化



9789869004336 每一天，整理好心情：過簡單有質感的生活 加藤裕子著; 沈文訓, 謝函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5522 慢慢走,讓你的靈魂跟上你: 勇敢認回自己的40個日常覺醒魏棻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5515 幸福不在於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有多少在你左右: 發現幸福的11堂練習課魏棻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29359 臨床研究手冊 郭英調, 黃欣儀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929366 細菌名稱及分類鑑定 趙乃昕, 蔡文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1425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作 平裝 第1輯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37863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7870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7924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7931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7948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7955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9010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字星球創意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字星球文創社



9789863139027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7979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8341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7986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13816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13817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138181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138709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138716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13872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13873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137993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8839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8846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8006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8013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8020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8853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8860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8877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8884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8044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38051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8068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38075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38891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38907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138914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38921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38082 鬥魔傳承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138099 鬥魔傳承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138105 鬥魔傳承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138112 宋時行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8938 宋時行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8945 宋時行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8129 偷天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138136 偷天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138143 偷天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138150 偷天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138686 偷天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138693 偷天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138204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8747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8211 白銀之歌: 給愚者與無畏之人的敘事詩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8754 白銀之歌: 給愚者與無畏之人的敘事詩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8761 白銀之歌: 給愚者與無畏之人的敘事詩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8228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38235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38242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8778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38785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38792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38259 獸心仁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38808 獸心仁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38266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38273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38280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138655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38662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138679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138297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8952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8969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8976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8983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8303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8310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8327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8990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9003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8334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8358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8365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837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8389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8396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9034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041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9058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9065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8457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8464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8471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9140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9157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9164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171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9188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9195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9362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9379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9386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8488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8495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8501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8518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8525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8532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9201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9218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9225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232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9409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8549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8556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9249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9256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9393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927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928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929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944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945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946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856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857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858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858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926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8594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38624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138631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38648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139300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138600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8617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9096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102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9119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9126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9577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9584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9317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9324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9348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9355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9416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9423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9430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9478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9485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9744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9751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9768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49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9508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9515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952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9539 宋時行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9546 宋時行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9553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9560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591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139607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139614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139645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139652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39669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0027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0034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0041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0560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139676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9683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0089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0096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0102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0522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9720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9737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0393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0409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9775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9782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9799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9805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0218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0225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9812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9829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9836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0416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0423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0430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984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13985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13986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139874 雷霆之怒 齊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9881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9898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9904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9911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9928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9935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9942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9959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9966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0553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9973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9980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9997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0003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005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006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007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054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0119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0126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0133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0140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0157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0164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0171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0485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0904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0911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0928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0935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0942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0539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0188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0195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0201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0232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0249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0256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0263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0270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0287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1000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1017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1024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1031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0300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0294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0980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0997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0331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0348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0355 無法無天 乾拾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0973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0362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0379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0966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0447 宋時行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0461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0478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0959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0492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0508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0515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0577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0584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0591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0607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0614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340638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0645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0652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0621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0683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0690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0874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0881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0898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0669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0676 丹仙 南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1901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1918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1925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1932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0706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0713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0720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0737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1468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0744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0751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0768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0775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0782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0799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0805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0812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0829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0836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0843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0850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0867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1048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1055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1062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1079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1086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1093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110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110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111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112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113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114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162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163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164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165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166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1154 無法無天 乾拾著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1796 無法無天 乾拾著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341802 無法無天 乾拾著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341161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1178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1185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1192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1581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1598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1604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1611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1208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1215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1222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1239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1543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1550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1567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1574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1246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1253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1260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1758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1765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1772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1789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127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34128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34167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34168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34211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341291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1314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1321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1338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2106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1345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1352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1369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1697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1703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1710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1376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1383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1727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1734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1741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1390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1406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1413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2038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021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045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052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142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1437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1444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1451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069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07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08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209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1475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1482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1499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1505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1512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1529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1536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2472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2489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2496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1826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1833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1840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2441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2458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2465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1819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1857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341864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341871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341888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341895 造神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341949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1956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1963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1970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1987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1994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007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014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120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2137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2748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2755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214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151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762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779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2168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27冊 1

9789863342175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28冊 1

9789863342809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29冊 1

9789863342816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初版 平裝 30冊 1

978986334218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2199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2823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2205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2212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2229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2236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2830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2847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2854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2861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2243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2250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278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2793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2885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2892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2908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2267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2878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2274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2281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2298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2304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915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922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939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2946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2311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2328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2335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2953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960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977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984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3288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234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235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236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2373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2434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2380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397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403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2410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2427 D-day神啟21 何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2502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2519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2526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2533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2540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2557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3240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2564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2991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3004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3011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3387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2571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2700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2717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2724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3189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3196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2588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2595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2601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2618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3462 傻仙丹帝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2625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3479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3486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3493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2632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2649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2656 雷神霸世 寒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2663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2670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2687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2694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3523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3530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3547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3554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273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3028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3035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3042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3059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3202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4087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4094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4100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4117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3516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3066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3073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3509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308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34309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34310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3343127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3134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3141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3219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378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379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380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381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311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3264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3820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3837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3844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3158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3165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317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3684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322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374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375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376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377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3233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3561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3578 萬界永仙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3257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3400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3417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3424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3851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3868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3875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3882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3271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329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330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331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343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344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345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3325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3332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3349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370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3714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3721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3356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3363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3370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3691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4131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3394 全能超人 孟崛作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3585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3592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3608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3615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4513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4520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4537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3622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3639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4575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4582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4599 雄霸八荒 天樞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3646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3653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4308 不滅君王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3660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3677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4285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4292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3738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4698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4704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389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3905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391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4865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487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3936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3943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3950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4544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3929 武印神座 乾武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4810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4827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4834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3967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3974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3981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3998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4001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4018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4889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489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4025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403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4049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4841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4858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4056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4063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4070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4643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4650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4667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4674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4681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4124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4148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4155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4162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5022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5039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5046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4179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4186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4193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4209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5015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421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422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423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4247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499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500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507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5084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4278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5053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5060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4315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4322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5428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435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5442 火爆仙君 范提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4339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4346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4353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4360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5381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5398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5404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5411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4377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4384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4391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4407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345848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345855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345862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345879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345886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34444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445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446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447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577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578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5794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4506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567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568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569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70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4483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449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460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461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462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463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563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564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565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566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4711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4728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4735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5800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5817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5824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5831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4742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4759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476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477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5718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5725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5732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5749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575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5312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5329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5336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4780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4797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4803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5305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490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4919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4926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493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534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535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5367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5374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4940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4957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5930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5947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4988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精裝 第10冊 1

9789863345763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精裝 第11冊 1

978986334496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863344971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9789863345909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5916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5923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5091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5107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5114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5893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5121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5138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5145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5152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5169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5176 奇人 紅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5183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5190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5206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213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5220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5237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5244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5251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5268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5275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6098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6104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528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529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6111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6128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459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5466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5473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5480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549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503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6241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6258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6265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6272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6289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5510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5527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5534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6135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6142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6159 光腦風流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5565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6036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6043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6050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541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5558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607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6081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5572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5589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5596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6067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616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617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618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6197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560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561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562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595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596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597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598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5992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6005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6012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602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6203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6210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6227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6234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6296 不滅君主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6319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6326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6333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7439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7446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7453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6340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6357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6364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6968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6371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6388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6395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6401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716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717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7187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7194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643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644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702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703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704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05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641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642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645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646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647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709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34710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34711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34648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649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650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712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713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714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7156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6517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7378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6524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346531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346548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346555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347200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347217 血沖仙穹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346562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7002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7019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6579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658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7354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7361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659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6609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6616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662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7347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6630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6647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6654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6661 神鬼無赦 金馬玉堂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6678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7491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7507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7514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7521 霸主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6685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6692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6708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6715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6722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7309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7316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7323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7330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6739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6746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6753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7415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7422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6760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685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7385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739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347408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346777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6784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6791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6807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7576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7613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7620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6814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6821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683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6845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6975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6982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6999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6869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6876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6883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6890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780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781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6906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6913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7637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64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7651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04325 千江映月: 人乘金句習字帖 王勝厚書 平裝 1

9789578504332 慚愧僧文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第6集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95

送存冊數共計：922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5046 智慧的教育. 第二集, 生命的價值觀 陳明安講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3192 節約快烹食堂 溫國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08 兩代廚房 方秋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15 歡樂節慶點心 王景茹, 陳鴻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22 食色巴黎 林郁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39 臺灣詩選. 2013 向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46 飲食文選. 2013 焦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53 養胎不養肉瘦孕坐月子 黃雅慧, 陳楷曄, 何一明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60 黑白閻連科 閻連科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813291 黑白閻連科 閻連科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813307 黑白閻連科 閻連科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813314 黑白閻連科 閻連科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813277 臺灣女兒 呂政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84 好命的女人懂得愛自己 施艾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21 細味臺中 劉書甫, 蘇俐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38 文革記憶 駱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52 瓦歷斯微小說 瓦歷斯.諾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69 路過的味道 楊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76 回娘家曬太陽 鄭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83 黑鑽石 曾湘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390 民國吃家: 一個時代的吃相 二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06 味無味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06 味無味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13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黃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3

人間



9789866777752 一個臺灣原住民的經歷 莫那能口述; 劉孟宜錄音整理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2252 病是教養出來的. 第三集, 12感官之初階感官 許姿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2269 命中註定的疾病: 我的病和我有什麼關係? 奧托.沃爾夫(Otto Wolff)作; 王新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2276 糖: 嗜甜成癮: 糖與吃糖: 不為人所察覺之後果 奧托.沃爾夫(Otto Wolff)作; 王新艷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715 佛光山: 我們的報告. 2014 妙開法師主編 平裝 1

9789868987722 2014 Fo guang shan: our report Ven Miao Kai[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2260 列寧的墳墓: 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著; 林曉欽翻譯 其他 1

9789865842277 列寧的墳墓: 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著; 林曉欽翻譯 其他 上冊 1

9789865842314 列寧的墳墓: 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著; 林曉欽翻譯 其他 下冊 1

9789865842338 「大路」: 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張贊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345 法式韻味: 時尚美饌、生活品味、優雅世故,路易十四送給世界的禮物瓊安.德尚(Joan DeJean)著; 楊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352 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 李志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369 何式性望愛 何式凝著 ; 韓麗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376 旅人 胡晴舫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2390 與中國無關. 2: 三十年後的三種臺灣 范疇著 平裝 1

9789865842406 沒有墓碑的草原: 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楊海英著 ; 劉英伯, 劉燕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413 夜訪薩德: 薩德侯爵對談錄 諾艾兒.夏特雷(Noelle Chatlet)著; 徐麗松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間社



9789574449552 麻雀樹 鍾怡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569 野半島 鍾怡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576 就是要這麼麻吉 劉碧玲著; Kai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583 地震拯救者 張英珉著; 徐至宏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590 風聲 李長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06 創世紀60年詩選 創世紀詩雜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13 樂齡，今日關鍵字 劉靜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20 戲仿現代名詩百帖 張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37 給未來思想家的21封信 游乾桂著; Yumi You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51 第三者 徐嘉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68 虎井嶼的星光 賴瑩蓉著; 吳嘉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75 再見,神祕島 王華著;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699 崩麗絲味 林佑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705 原諒，為什麼這麼痛? 廖輝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3789 新詩三百首. 一九一七~一九九五 張默, 蕭蕭編 增訂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443796 新詩三百首. 一九一七~一九九五 張默, 蕭蕭編 增訂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8083 力翰科學: 光學營 力翰文創科學講師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090 力翰科學: 太陽能科學營 力翰文創科學講師作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5968106 元智科學: 電機科學營 力翰文創科學講師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13 元智科學: 生物科學營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20 元智科學: 幻象飛機營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37 元智科學: 氣動科學營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44 元智科學: 機器人大賽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51 力翰科學: 迫擊砲水火箭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68 力翰科學: 氫能源未來車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75 力翰科學: 五連發彈力槍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182 力翰科學: 機關王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968199 力翰科學: 機關王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968236 力翰文創: 足球機器人 郭子華, 關琪錞, 陳佳玲文字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力翰文教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22556 青蛙數一數 雪倫.史崔格(Sharon Streger)文; 瑪利亞.伍茲(Maria Woods)圖 精裝 1

9789862122563 瓢蟲愛五顏六色 雪倫.史崔格(Sharon Streger)文; 理查.強森(Richard Johnson)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72338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 解密基礎發趣論之24緣,洞悉生命運作的規則摩訶甘達勇長老著; 釋祖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72475 這輩子我該怎麼過: 超能靈媒教你從生命彩光中找出天命潘蜜拉.歐斯理(Pamala Oslie)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512 古梵文千句大悲咒: 青頸大悲咒集校註 簡豐祺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4472529 古梵文佛教咒語大全 簡豐祺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4472536 媒體女王歐普拉成功的鑽石信念 張佳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543 The direct path of mindfulness: pure insight meditation in theravada buddhismTzung-Kuen Wen 平裝 1

9789574472550 用借錢來賺錢: 富過五代的榮家傳奇 呂叔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567 姵綾情詩 陳姵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574 動一點手腳,馬上強3倍: 學會這些做事技巧,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朱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598 15個女人與佛陀的因緣 陸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04 輕鬆快速背誦楞嚴咒: 楞嚴經咒威德力的科學觀林同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72628 從壓抑到泛濫: 中國性趨勢解密 雅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35 中國第一本佛書: 牟子理惑論 陳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42 呂澂大師講解經論 呂澂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472659 大圓滿椎擊三要演義: 輕鬆讀懂大圓滿密要 鄭振煌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66 菩提樹的心木: 輕鬆讀懂佛法的空性 佛使比丘泰語講述; 解脫自在園英文翻譯; 鄭振煌中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73 印度西藏密教概論: 認識最初之體系性密教概說薩迦二祖索南孜莫(福頂)著; 許明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80 身刺 庸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697 用這5個故事改變世界 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 諾伯特.喀布勒(Norbert Gahbler)著; 于而彥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703 恭喜發財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796 讀懂菩提道次第廣論之止觀思想與實踐: 學習廣論一定要知道的解脫道關鍵連英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802 因明好好玩: 學佛一定要懂的佛教邏輯學 剛曉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819 不出世的奇葩: 南傳佛教第一人佛使尊者 鄭振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上人文化



9789574472826 我把教宗的車子賣掉了!: 看見你所不知道的德蕾莎修女萊歐.馬斯伯格(Leo Maasburg)著; 趙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833 素食烹飪教學生活點滴 饒秋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840 讓生命終點成為幸福起點: 一位活佛轉世的中陰實修經驗貢日噶瑪仁波切著; 彼得.亞蘭.羅柏斯英譯; 鄭振煌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857 為什麼APPLE告遍全球?!: 解構蘋果全球專利布局戰略張世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871 四念處內觀禪修法 馬哈希, 柏拉般那無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72888 四念處內觀禪修法. 2, 你從未正確知道的身念處阿姜念著; 凡拉達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72895 氣場色彩大解密: 從生命彩光中找到快樂的天命潘蜜拉.歐斯理(Pamala Oslie)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901 佛陀教法聖典 佛教聖典委員會編輯; 楊白衣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72918 不淨觀 淨明編 二版 精裝 1

9789574472925 拒絕外靈干擾: 業障病消除與破魔的佛教療法 唐心慧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5449 5分鐘立即消痛的經絡指摩法 曹立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6003 花遊臺灣: 好色好香全臺賞花路線 Livia著; Angus攝影 平裝 1

9789869096010 這些湯徹底改變了我. 4, 窈窕美人湯 吳吉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4015 喔!好痛! 國智勝文.圖; 張琪惠翻譯 精裝 1

9789865664022 小老鼠的拼布被 金世實文; 鄭夏真圖; 張琪惠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418547 不動產經紀人歷屆考題解析 曾文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418554 不動產經紀法規要論 曾文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418561 土地法規與稅法 曾文龍編著 增修第7版 平裝 1

9789578418585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套書 黃國保等編著 平裝 全套 1

9789578418639 不動產經紀人重要法規 曾文龍編著 修訂第48版 平裝 1

9789578418462 不動產估價概要 黃國保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大大創意



9789578418479 民法概要突破 鄭絜心, 張文綺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553 手寫正楷論語 齊仁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5787 王長壽通書便覽(平本). 中華民國一0一年 王長壽編纂 平裝 1

9789868535794 王長壽通書便覽(大本). 中華民國一0一年 王長壽編纂 平裝 1

9789868779723 王長壽通書便覽(平本). 中華民國一0二年 王長壽編纂 平裝 1

9789868779730 王長壽通書便覽(大本). 中華民國一0二年 王長壽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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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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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7145 開運聖經. 2015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169 阿魚的鄉思組曲 顏國民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5817183 策天六爻觀卦五要 文墨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190 玄空六法些子真訣 余勝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06 黑爪 吳威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13 通向火光的雪地 文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20 紅皮 吳威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37 鐘聲再響: 我在慕光的日子 曾慶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44 玄空祕旨註解 梁正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51 周易通鑑 吳慕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仁科大休管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文印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423 上帝給王雪紅的十堂課 王純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7455 N12: 第六回展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7479 夏陽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454962 中華民國憲法 林騰鷂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56966 法學緒論 劉作揖著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946 商事法新論 王立中著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066 化學英文入門: 詳註Pauling-Hayward: 分子的建構Linus Pauling, Roger Hayward原著; 楊維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141 刑事訴訟法論 朱石炎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59219 瑪莎.葛蘭姆 張燕淳著; 岳宣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400 少年事件處理法 劉作揖著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459424 社會保險法論 鍾秉正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431 稅務會計 卓敏枝, 盧聯生, 劉夢倫著 修訂二十七版 平裝 1

9789571459455 行政法 黃俊杰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59462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59486 行政法概要 陳志華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493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陳志華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59509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騰鷂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59516 社會學理論 蔡文輝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59523 行政訴訟法 林騰鷂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59530 清代捐納制度: 陳寬強畢業論文之(二) 陳寬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547 歷代開國功臣遭遇: 陳寬強畢業論文之(一) 陳寬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9789571459554 民法親屬新論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恭著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561 中國現代史 薛化元編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59578 歷史的線索: 錦衣王朝 易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585 專利法理論與應用 楊崇森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59592 法學概論 陳惠馨著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615 行政法導論 李震山著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459653 劫後餘生: 外交官漫談「結緣人生」 芮正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677 如何擺脫22K的夢魘?: 贏在起跑點的職場攻略 王建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677 如何擺脫22K的夢魘?: 贏在起跑點的職場攻略 王建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684 新譯老子讀本 余培林注釋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714 土耳其史: 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 吳興東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2622 經學通論 葉國良等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0253 大唐芙蓉記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60 定西筆記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77 關於女人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84 坐佛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91 動物安詳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307 靜虛村記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314 商州初錄 賈平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1478 世界歷史有一套之最冷和最熱的俄羅斯 楊白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796 袁騰飛講成吉思汗 袁騰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02 東漢原來是這樣 醉罷君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19 知行合一: 王陽明詳傳 高瀨武次郎著; 趙海濤, 王玉華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大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0069 ACCC.浪漫 阮光民等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00076 ACCC.浪漫 阮光民等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00083 ACCC.浪漫 阮光民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235 泡沫集 白雲老禪師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3242 休庵拾粹 白雲老禪師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3259 老禪師的話 白雲老禪師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20996 卡路里是場世紀大騙局: 澎湃吃、輕鬆減、不挨餓的吃到飽減肥法,2個月狂瘦13公斤!趙函穎著 平裝 1

9789863421009 第一口吃蔬菜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退散! 梶山靜夫, 今井佐惠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054 沼澤新樂園 凱倫.羅舒(Karen Russell)著; 謝靜雯譯 平裝 1

9789863421078 簡單插畫配色,用3色就夠了! Igloo*dining*原作; 連雪雅譯 平裝 1

9789863421108 永不拭淚. III, 分離 喬納斯.嘉德爾(Jonas Gardell)著; 郭騰堅譯 平裝 1

9789863421139 探病為何最好別問「你還好嗎?」 蕾堤.柯亭.波葛賓(Letty Cottin Pogrebin)作; 吳書榆譯 平裝 1

9789863421146 噬罪人 呂秋, 走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153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三, 生死相依 青衫煙雨著 平裝 1

9789863421160 原配寶典 寒武記著 平裝 卷1 1

9789863421177 喜馬拉雅求生記 洪在徹文; 鄭俊圭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1184 楓之谷大冒險套書. 第2輯 宋道樹作; 金新中, 徐正恩,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1191 心靜禪繞畫: 一筆一畫,靜心紓壓 蘇珊.麥尼, 珊蒂.史汀.巴叟勒繆, 瑪莉.布朗妮原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1207 超級簡單!一起來畫可愛ㄉㄨㄞ ㄉㄨㄞ美少女. 2, 不NG萌感平衡篇伊原達矢, 角丸圓元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1221 會說故事,世界都聽你的 盧建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238 公子們,接客了. 3, 初戀就像小倌的初夜 逍遙紅塵著 平裝 1

9789863421245 傑米.奧利佛省錢上菜 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著; 松露玫瑰譯 平裝 1

9789863421252 死神姬的再婚. 6, 囚於鏡中的王者 小野上明夜作; 鍾明秀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采文化

大好世紀創意志業



9789863421269 變態圖鑑: 滑稽變態80選,從他們的身影學習究極之愛變態圖鑑製作委員會編;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276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21283 理財智慧王 Irum文; Papyrus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1290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421306 數學解題王 柳己韻文; 文情厚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1313 圖解影響世界的聖經100大事件. 新約篇 池昊晉著; 李赫繪; 林宜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320 不後悔的教養: 聖經教導父母的七個育兒智慧 Catherine Hickem原作; 羅婷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337 全民打棒球: 會讀會玩!棒球優等生 小河馬作; 金江浩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21344 孫悟空科學72變. 7,能源爭奪戰 孫永云, 安亨模文; Wishing Star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351 冥師:魂入前生 朱砂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1375 大海歷險記 洪在徹文; 鄭俊圭圖; 林虹均,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1382 癌症治療前該知道的7件事 近藤誠作;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399 原配寶典 寒武記作 平裝 卷2 1

9789863421511 原配寶典 寒武記作 平裝 卷3 1

9789863421535 原配寶典 寒武記作 平裝 卷4 1

9789863421405 喜馬拉雅求生記 洪在徹文; 鄭俊圭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1412 升官教科書 千田琢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429 請你跟我這樣過. 2, 順著生理黃金週期養子宮,氣色好、膚質透,纖瘦美一輩子超級電視臺著 平裝 1

9789863421436 親親Molly: 一起做朋友 Kenny Wong作 平裝 1

9789863421443 科學發明王. 6,觀察大自然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450 科學神偷. 3, 光與鏡 宋道樹文; 梁善模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467 星際奇航記 翟爾斯.史拜羅(Giles Sparrow)原作;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1474 最後一場,謝幕 安田依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481 美美的逆襲 H.H先生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498 虎媽的戰甲: 三項黑暗人格特質,竟然讓人出類拔萃!蔡美兒(Amy Chua), 潔德.魯本菲爾德(Jed Rubenfeld)合著; 廖素珊譯平裝 1

9789863421504 圖解影響世界的聖經100大事件. 舊約篇 池昊晉著; 李赫繪; 林宜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528 公子們,接客了. 4, 人生的賭局有如小倌接客 逍遙紅塵作 平裝 1

9789863421559 火星任務 安迪.威爾(Andy Weir)著;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1566 差一步的愛情 吉娜兒作 平裝 1

9789863421573 COSPLAY就該這樣玩: 知名角色X服裝製作技巧XCOS注意事項X拍攝要領朴唯松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1580 埃及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原作; 姜境孝原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1597 最美的抵達,最近的遠方 劉又瑜文字整理 精裝 1

9789863421603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421610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21627 打妖物語. 1, 廢柴斬師 原惡哉著 平裝 1

9789863421634 你不勇敢,沒人替你堅強 林又立作 平裝 1

9789863421641 矽谷美味人妻一桌子幸福 謝凱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658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醫療現場: 一位心臟外科醫師,揭露醫療崩壞下最震撼的真相‧李紹榕著 平裝 1

9789863421665 科學神偷. 4, 火山與岩石 宋道樹文; 梁善模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672 要長高就趁早: 把握孩子黃金成長關鍵期,吃得精準,動對地方,一天就長高1公分!川合利幸, 前田旺志郎著; 蕭雲菁譯 其他 1

9789863421689 漫畫科學實驗王. 第6輯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1696 圖解!整形聖經: 整型無罪,愛美有理,韓國權威整型診所的35個良心忠告,讓你女神再造,整型零失誤!Grand整形外科作; 張鈺琦譯 平裝 1

9789863421702 超級強颱求生記 洪在徹文; 鄭俊圭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1719 夏日霓嵐 張景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726 讓房間整齊功課變好的16個生活習慣 李政姬文.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733 反轉窮皮夾的7步驟「發票整理術」 平林亮子作;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740 妄想BL中國歷史. 宋朝傲嬌篇 Akimi等繪 平裝 1

9789863421757 幹麼活得那麼累: 人生就該快樂、做想做的事 Chikirin作; 李伊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764 插畫隨行本: 1842個插圖,翻開馬上畫! Color drops原作; 連雪雅譯 平裝 1

9789863421771 我的第一套科學漫畫書. 第8輯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1788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四, 一往而深 青衫煙雨著 平裝 1

9789863421795 原配寶典 寒武記著 平裝 卷5 1

9789863421801 原配寶典 寒武記著 平裝 卷6 1

9789863421818 原配寶典 寒武記著 平裝 卷7 1

9789863421825 冥師: 身世之謎 朱砂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21832 超Q摺紙夏令營 Color drops原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1849 打妖物語. 2, 腹黑斬魔師 原惡哉著 平裝 1

9789863421856 死神姬的再婚 小野上明夜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1863 露營,原來這麼簡單! 貓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870 挑戰!在動物園上班 Aristo作;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887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21894 我那個來了!. 2 , 身體、戀愛、自我保護!國高中女孩不敢問的祕密與困擾Terue, Yamagata作; 藤井昌子繪;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900 絕對會上手!: 知名動畫師「關鍵紅筆破解」繪出動感美少女的秘密toshi著;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1917 火山歷險記 洪在徹原作; 鄭俊圭原繪; 林虹均,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1924 我的朋友都是超級英雄 安德魯.考夫曼(Andrew Kaufman)著; 周沛郁譯 平裝 1

9789863421931 第一句話對了90%的目的就達成: 不是有說就好還要把話說漂亮向谷匡史作;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948 藏在音符裡的愛情故事: 偷你的心情寫情歌 林秋離作 平裝 1

9789863421955 不完美,其實也很好 野口嘉則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962 妄想穿越: 2搞東西方穿越鬼故事. 1, 談狐說妖 iMIS等繪 平裝 1

9789863421979 為何只有5%的人,網路開店賺到錢? 許景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986 叢林的法則 SBS<>製作團隊原作; 樊姍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1993 你交的朋友,會決定你的人生面貌 卡琳.福洛拉(Carlin Flora)著; 吳書榆譯 平裝 1

9789863422006 20位顛覆飲食潮流的革命家: 看這些人如何改變我們的味蕾與經典食譜史帝芬.韋安仕(Stephen Vines)著; 方淑惠譯 平裝 1

9789863422013 TEDxTaipei18分鐘: 淬煉的人生智慧 許毓仁著 平裝 1

9789863422020 楊振昌醫師說毒解毒速查輕圖典 楊振昌著 平裝 1

9789863422037 捷克尋寶記 Gomdori Co.原作; 姜境孝原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044 超越骨盤枕!日本OL都在瘋的美體神器「豬鼻墊」曾雅青總編輯;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051 一天一分鐘99%膝痛自然好! 山田光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082 精準表達: 既能提案,也會閒聊,即席演講沒障礙,連道歉都能贏得人心比爾.麥克高文(Bill McGowen), 艾莉莎.鮑曼(Alisa Bowman)著; 張家綺譯平裝 1

9789863422099 跟著小魚媽,新手也能安心做出好吃麵包: 550張麵包機料理全圖解,讓你看圖就會做!陳怡安著 平裝 1

9789863422105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五, 峰迴路轉 青衫煙雨作 平裝 1

9789863422112 公子們,接客了. 5, 夫妻之道就像小倌之道 逍遙紅塵作 平裝 1

9789863422129 心靈學校. 1, 我很棒!只是有點害羞 NeonB文; Do Do圖;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136 Running Man跑跑人任務: 從遊戲中啟動五感潛能!SBS<>製作團隊原作; 金文植繪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143 絕對會上手!: 知名動畫師「關鍵紅筆破解」繪出動感美少女的秘密. 2, 表現力晉級篇toshi原作;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2150 我的葡萄酒生活提案: 選對酒杯,看懂酒標, 品出酒香味,買瓶好喝的酒一起享受生活歐菲莉.奈曼(Ophelie Neiman)著; 葉姿伶等譯 平裝 1

9789863422167 數學解題王 柳己韻文; 文情厚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22174 魔法歐克莎. 5, 邪惡新世界 安妮.布莉喬塔(Anne Plichota), 森德琳.沃夫(Cendrine Wolf)著; 蔡雅琪譯平裝 1

9789863422181 女性名牌圖鑑. 2014-2015秋冬版 三采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198 替身計畫 洛蒂.莫高奇(Lottie Moggach)著; 鄭淑芬譯 平裝 1

9789863422211 全民打棒球: 會讀會玩!棒球優等生 小河馬作; 金江浩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22228 楓之谷數學神偷套書. 第二輯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2242 孫悟空科學72變. 8,水妖克拉克的逆襲 孫永云, 鄭潤美文; 紅龜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273 韓國人氣彩妝師徐秀振教妳化出正韓甜顏妝: 上課、上班、約會、逛街必學的63種韓系潮妝&技巧徐秀振著 平裝 1

9789863422297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422303 臨床隨行,走出白色巨塔陰影 張志華等著 平裝 1

9789863422341 牛媽媽催作業,.誰還沒有交? 黃振裕作; Dora Li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2358 作文大加分好玩又好用的國文慣用語 邱昭瑜著; 酪梨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6790 你好色: 玩弄色彩心理學 吳湘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06 最有個性的心理測驗大集合: 不懂自己,怎麼贏別人!葉若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13 你好色: 窺探色彩心理學 吳湘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20 別驚訝!最精準的人性心理學 艾莉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75 選擇堅持: 馬雲的人生智慧 柯誠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82 相對幸福和絕對幸福 章欣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9959 青年歌德 鍾英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9966 清真寺裡的灰姑娘 Patricia Mennen原著; 周鈺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301 簡明德語文法手冊 鍾英彥編著 平裝 1

9789868997318 En Directo: nivel medio, libro del alumno Aquilino Sanchez[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97325 法語基礎文法練習 黃孟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356 停看聽. 1, 法語發音入門 舒毅寧(Philippe Chaubet)編著; 黃雪霞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97394 Menschen A1, Glossar plus Deutsch-Chinesisch(德華字彙)上林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0704 Prafixverben in der gegenwartssprache: funktionsstande, grundzuge der wortbildung und merkmale der verbbildungHsin-chuan Chang[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0711 輕鬆體驗德國生活 王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05982 惡童日記(電影書封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作; 簡伊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505999 二人證據(電影書封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作; 簡伊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506002 第三謊言(電影書封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作; 簡伊玲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知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奇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115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上林文化



9789865687717 La Vie en Vogue時尚人生: 經典單品的不敗穿搭術Xunxun-miss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885 馬雲的瘋狂創業心法 朱乘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017 素顏也要美: 12道肌膚常見難題X888個護膚妙方竅門讓您自然透亮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246 零元行銷: 吸睛也吸金的網路文案,保證商品件件熱銷徐茂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437 迎擊三星: 東方式管理+西方式變革,臺灣如何知敵克敵?周禹, 杜賀敏, 崔海鵬著; 彭劍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499 青春英國藍!一個人的倫敦手繪小旅行 楊譯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11 神吐嘈,快拜: 暴走漫畫幫你吐校園、吐家庭、吐愛情李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28 史上最強!減肥懶人包: 腰.腹.臀.腿各別擊破,吃.喝.穿著秘訣全蒐羅摩天文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35 中醫師教您吃蔬果: 清熱、理氣、補虛,食療大有效!鄧家剛, 黃克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42 每天偷學一招大師行銷術: 喬.吉拉德的不敗銷售秘密程淑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59 挑對月份玩城市: 101個全球旅人最愛城市 李淳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66 為什麼受到驚嚇時,腦袋會一片空白: 破解心理陷阱,做出正確的決擇喻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80 桌遊究極攻略: 規則詳解、秘技公開,讓你稱霸桌遊天下逐鹿戰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697 風險下的錢景: 中國風險投資關鍵與經營戰略 劉坤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03 中國進行式: 全球經濟博弈下的盤算與出路 占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10 從美元榮光到人民幣崛起: 現代金融秩序的變遷與移轉吉承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27 踏入飯店業的25堂課: 解析飯店業現況未來、剖析飯店業最愛的人格特質,STEP BY STEP教你如何寫自傳、面試郭芊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58 溫商不溫,很火: 歷經改革開放和金融危機的洗禮,現今溫商如何轉型思變?陳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65 創財守富: 笑擁十倍薪與百倍薪的幸福人生 狄芬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96 舊宅日和,心體驗: 民宿、茶室、咖啡館,29個老屋新生的故事王蕾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802 冰雪「奇原」.南極深度遊: 科學家、探險家、背包客最想知道的南極大哉問王自磬, 王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819 最好的時間說再見: 李娜自傳 李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901 越南,慢騎: 2100公里的單車旅誌 徐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970 離不開花的365天 王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994 史上最強!美膚懶人包: 春天美白、夏天防曬、秋天滋潤、冬天活化曹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45 絕對好評!新定番大人着365 days穿搭指南 摩天文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52 男神養成術: 暖男、文青、輕熟男,365天最in時尚穿搭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69 花漾少女遊臺灣: 愛好旅遊攝影的女孩,用眼用心捕捉臺灣最美風采高歡歡, 鄭紹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76 鍾愛經典: 101款歷久彌新的時尚單品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083 淘寶何以持勝: 10年技術發展,見證電子商務變革浪潮子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81 中國控制: 制霸世界的六大關鍵字 高先民, 張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98 秒懂人心冷讀術: 透過動作、聲音,解讀他人真心話付欣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11 紅色高跟鞋: 不見血的廝殺 王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28 華爾街饜末眠: 揭開投資銀行的面紗 滕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35 生病怎麼好?手掌都知道!: 25種常見疾病的手掌密碼圖解趙理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42 開口求人,沒那麼難!: 神救援,就靠人脈優勢 方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0486 紀宗仁遛蟲系列創作展 紀宗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0389 讓你可以結婚的婚學: 哪些人你永遠不必問,哪些人你永遠不必等!佐藤剛史, 馬場純子合著; 邱惠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471 神回覆的表達技術: 刻意不整理、不客觀、再學一點裝傻,我說出心中主張,沒人能說得比我更精彩!竹田圭吾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488 管你得意或失意,憂鬱都會突然找上你 林青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01 懂交辦,80%的工作不用自己來: 20個狀況模擬,只要照著做,保證部屬樂意接、準時完成不擺爛鳥原隆志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18 野心的建議: 你敢有與身份不相稱的奢望嗎? 林真理子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25 破解達文西: 親眼看見,這份手稿如何啟發了人類文明與科學派崔克.布瓊(Patrick Boucheron)等著; 秦如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32 一個人的心情整理簿: 情緒怪怪的時候,這樣問自己能找到答案大野裕著; 邱惠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49 就算很討厭,也要勇敢結交的5種人: 你會從這些人身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正面能量千田琢哉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56 壞公主寫歷史: 那些改變人類命運、但歷史課本不提的女人琳達.麥克羅比(Linda Rodriguez McRobbie)作; 李宛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563 你有多久沒哭了?「我得了一種無法感動的病」: 寫給很久沒哭的人淚活處方寺井廣樹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5770570 不看盤,我才賺到大錢: 只想靠一檔股票、買了不理也能獲利?你要選低成本指數型基金比爾.蘇西斯(Bill Schultheis)著; 劉真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0594 這樣下指令,軟爛部屬能幹: 帶人先帶心?錯!一切都得從行為管理開始石田淳著; 劉錦秀譯 平裝 1

9789865770662 頂尖運動員都在偷練的核心基礎訓練: 基本動作與每日運動配方(手冊+DVD)艾利克.古德曼(Dr. Eric Goodman)著; 閻惠群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473 我們的安平古堡 蔡明原文; 高鶯雪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006 認識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的小天使: 臺灣第一本醫師原創兒童繪本臧汝芬作 平裝 1

9789869082020 醫院也瘋狂. 3, 臺灣本土醫院漫畫 林子堯原著; 梁德垣漫畫 平裝 1

9789869082037 クレイヅー・木スピタル(日文版) 林子堯原著; 梁德垣漫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233966 眾女成城,女光永續: 臺灣婦運回憶錄 李元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233973 眾女成城,女光永續: 臺灣婦運回憶錄 李元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9739 不費力全身肌膚抗老保養事典 吉木伸子作;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10130 卑南學資料彙編 林志興, 巴代主編 初版 其他 第1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9242 攝影的精神 傑瑞.貝傑(Gerry Badger)作; 施昀佑, 黃一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9341 廚藝之鑰: 完全掌握廚房,完美料理食材 哈洛德.馬基(Harold McGee)作;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358 廚藝之鑰: 完全掌握廚房,完美料理食材 哈洛德.馬基(Harold McGee)作;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79532 攝影的神思: 52種超越瓶頸的創作思考X52幅結合意念與美的攝影喬治.巴爾(George Barr)著; 陳家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648 家事的撫慰 雪瑞.孟德森(Cheryl Mendelson)著; 林慧珍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79686 家事的撫慰 雪瑞.孟德森(Cheryl Mendelson)著; 林慧珍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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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778 發酵聖經: 奶、蛋、肉、魚、水酒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808 查拉圖斯特拉如昰說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 錢春綺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海文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悅文化圖書



9789866179815 極度疼痛 蘇菲.卡爾(Sophie Calle)作; 賈翊君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9822 烹: 人類如何透過烹飪轉化自然,自然又如何藉由烹飪轉化人類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韓良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839 Banksy: 你就這點能耐 蓋瑞.蕭夫(Gary Shove), 派崔克.波特(Patrick Potter)著; 但唐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853 男人樣本: 我在歐洲的不客觀愛情文化考察 莉頭堡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33401 新股市絕學. 5, 盤中大決戰 東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33418 新股市絕學. 6, 操盤必殺技 東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60398 王修善臨證筆記 王修善編著; 劉鏡銘, 王哲士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404 形意拳: 練法用法與功法 曹志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411 楊天鵬骨傷科治療真傳 張繼祥, 曾一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428 42式太極拳學與練 李壽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442 88式太極拳學與練 李壽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459 32式太極劍學與練 李壽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466 一脈診病 范建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473 形意拳技擊術 尚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480 六合潭腿圖說 朱國福, 呂光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497 古易今詁 周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503 42式太極劍學與練 李壽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510 陳式太極拳: 老架一路入門圖解 張富香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3385 大般若經六百卷金句摘讀 孫劍鋒摘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乘精舍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303 格林姊妹大冒險. 1, 巨人謎案 麥可.巴克雷(Michael Buckley)作; 黃瑋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10 怪咖三人組. 1, 亞霸制裁計畫 麥可.佛萊(Michael Fry)作;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27 面具男孩與妖精戲團 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34 格林姊妹大冒險. 2, 古怪的嫌疑犯 麥可.巴克雷(Michael Buckley)作; 黃瑋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055 三人 莎拉.羅茲(Sarah Lotz)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1833 足跡: 文山里的口述歷史 方美娥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13655 偉人故事(簡體字版) 程怡菁著 平裝 1

9789863013662 發明家故事(簡體字版) 程怡菁著 平裝 1

9789863013891 特殊車小百科(簡體字版) 楊克撰文 精裝 1

9789863013907 國旗小百科(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撰文 精裝 1

9789863014010 異願洛恩斯(簡體字版) 水泉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14089 上班族小瘦壽計畫: 4個神奇數字,吃不胖的解答(簡體字版)陳皇光著 平裝 1

9789863014102 中西醫生、營養師寫給準媽媽: 坐好月子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簡體字版)許美雅著 平裝 1

9789863014119 小兒科醫生寫給準媽媽: 健康.育兒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簡體字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小兒醫療團隊合著 平裝 1

9789863014126 你想要的,只是我的後悔嗎? (簡體字版)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4133 金頭腦啟發圖畫書. 動物篇(簡體字版) 高薇庭文字; 高中坤插畫 精裝 1

9789863014140 金頭腦啟發圖畫書. 親人篇(簡體字版) 高薇庭文字; 高中坤插畫 精裝 1

9789863014157 金頭腦啟發圖畫書. 穿衣篇(簡體字版) 高薇庭文字; 高中坤插畫 精裝 1

9789863014164 金頭腦啟發圖畫書. 飲食篇(簡體字版) 高薇庭文字; 高中坤插畫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頂動人愛家園協會

小麥田



9789863014171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糖果嗡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4188 已毒,不悔(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4218 異願洛恩斯. 6, 代償 (簡體字版) 水泉作 平裝 1

9789863014256 看漫畫學理財: 我要成為幸福的小富翁(簡體字版)李具範, 趙銀景作; 孫俊赫漫畫; 林建豪翻譯 平裝 1

9789863014263 校園魔術師: 魔術秘笈大公開(簡體字版) 馬奇克作 平裝 1

9789863014270 歐陽英的3合1排毒懶人包(簡體字版) 歐陽英, 歐陽芳芳作 平裝 1

9789863014287 木偶奇遇記(簡體字版) 卡洛.科洛迪原著; HAPPY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294 安寧療護的100個小故事(簡體字版) 許禮安著 平裝 1

9789863014300 視覺遊戲: IQ游樂園(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精裝 1

9789863014317 玩數學: IQ游樂園(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精裝 1

9789863014324 益智迷宮: IQ游樂園(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精裝 1

9789863014331 找不同: IQ游樂園(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精裝 1

9789863011354 101個有科學根據的小偏方(簡體字版) 邱正宏作 平裝 1

9789863011378 蒲公英的微笑(簡體字版) 蔡志忠作 平裝 1

9789863011392 現代食品口口驚心(簡體字版) 曹健作 平裝 1

9789863012870 奇怪阿嬤的奇怪馬戲團(簡體字版) 信子文.圖 平裝 1

9789863013389 小兔子的奇怪阿嬤(簡體字版) 信子文.圖 平裝 1

9789863013785 尖叫成語: 異想天開(簡體字版) 王維浩作 平裝 1

9789863014348 尖叫成語: 出乎意料(簡體字版) 王維浩作 平裝 1

9789863014386 童話視聽書: 虎姑婆.青蛙王子.仙履奇緣(簡體字版)幼福編輯部著 其他 1

9789863014393 童話視聽書: 醜小鴨.愛麗絲夢遊仙境.賣香屁(簡體字版)幼福編輯部著 其他 1

9789863014409 童話視聽書: 白雪公主.十二生肖.國王的新衣(簡體字版)幼福編輯部著 其他 1

9789863014416 童話視聽書: 小紅帽.王子與天鵝.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簡體字版)幼福編輯部著 其他 1

9789863014430 等一個人咖啡(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14447 吟唱三自歌.大自然童謠(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14454 吟唱三字歌.動物童謠(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其他 1

9789863014461 職場沒有自己人(簡體字版) 馬克圖.文 平裝 1

9789863014478 腦育智力遊戲: 150種親子遊戲(簡體字版) 広木克行著; 蕭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485 給理財客的7堂理財課(簡體字版) 鄭絜心著 平裝 1

9789863014492 異願洛恩斯. 7, 鋒顯(簡體字版) 水泉著 平裝 1

9789863014508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2, 簡單步驟畫可愛人物和造型(簡體字版)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546 簡愛(簡體字版) 夏綠蒂, 勃朗特原著; 詩詩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4584 目中無人的孩子(簡體字版) 傅嘉美作 平裝 1



9789863014591 小姊姊的心事(簡體字版) 傅嘉美作 平裝 1

9789863014607 門外的孩子(簡體字版) 傅嘉美作 平裝 1

9789863014614 幸福的第一志願(簡體字版) 游仁美作 平裝 1

9789863014638 學會思考: 創造樂在學習的人生(簡體字版) 洪蘭著 平裝 1

9789863014652 異齒龍大逆襲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676 打噴嚏(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0646 穿越火線: 記者用生命寫下的真相 李子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660 我是愛,我是喜 楊宗樺著; 劉宜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677 運命師. 卷一, 梅比斯命運 那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684 生命鬥士的熱血志願: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陳贈友著; 齊世芳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691 唐隱: 解開被誤讀的大唐歷史 蘭泊寧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8947115 倉央嘉措塵封三百年的祕密: 解開六世達賴生死之謎白瑪僧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122 遇見生機: 跟著生機飲食專家王明勇一起進入自然的健康世界王明勇著; 齊世芳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7139 開運避邪有保庇 尚昱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146 輕瘦美69種超簡單天然蔬果魔法: 純天然強效抗氧化配方,塑身美白保養祕訣!每天10分鐘,見證植化素讓身體覺醒的大自然奇蹟!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153 不吃藥最健康: OEC王康裕的神奇秘方,五大關鍵,教你喚醒身體的療癒能量,打造超級抗病體質王康裕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160 分手之後再相愛: 分手只是真愛的逗點 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177 練習看自己: 看見淡樂的88種練習 王國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184 超譯英雄: 這些你可能沒有聽過的人,他們都是英雄眼中的英雄......我的英雄計劃(The my hero project)著; 魯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03 私法的規則: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罪惡天堂 司馬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10 在遊戲裡,禪修!100 Meditation Games!: 每天3分鐘,五位大師教你新鮮有趣的創意靜心噶瑪旺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34 不找藉口,好好生活: 有一種堅定是佛陀教你的 噶瑪旺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41 瞬間翻轉人生的說話術: 拼命努力不如巧妙一句,現學現用!若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58 做才是得到: 索達吉勘布親傳實修的66個訣竅 索達吉勘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65 揭開水彩畫的奧秘 華特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0772 不執著的幸福: 大師父教你頓悟的55則智慧 淨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89 小釋懷的快樂齋 釋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96 3分鐘贏得人心的做人智慧: 戳破性格盲點,讓你變身人氣王若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17 強效逆齡配方: 超簡單69種美白塑身蔬果魔法 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大喜文化



9789869057431 讓你立刻翻身的62個職場黃金法則: 幫你左踢對手、右踹小人,成為職場常勝軍若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48 藉口心理學: 瞬間提高效率、脫離窮忙的41個眉角林德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24 開運避邪寶典: 拒絕卡陰 尚昱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00 崩世代薪酸的吶喊: 擺脫青貧族必學的50項修練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86 為愛獨行33000公里: 不可能的環球勸募之旅 蘿西.斯威爾.波普(Rosie Swale Pope)著; 趙閔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7256 新戀愛講座 三島由紀夫作; 林皎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263 洞悉價格背後的心理戰: 訂價不是數學而是心理學,開價、議價、談判的技術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作; 連緯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270 小丑之花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573 在地化觀光旅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91580 技職通識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597 丹青留造化: 王琇璋作品集 王琇璋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8857 陳文豊教育臺灣人心課綱. 2014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53979 主題式土木施工學概要高分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華科大



9789862615621 圖解式民法概要實例演練 程馨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8271 基本電學(含大意)完勝攻略 丞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9759 憲法與立國精神 賴農惟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9773 電工機械(歷年試題+模擬考) 瑞杰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9810 主題式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張恆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9902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 邱燁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0063 社會行政專業科目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舒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0117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經典題庫總彙(含統計分析、品質分析及品質管理計畫書製作)林志憲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124 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擬考)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155 電子工程專業科目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曾嘉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0162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驗: 火速焦點+題庫+歷屆試題合輯陳忠孝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0179 鐵路英文 歐森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0209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223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實戰秘笈 鄭祥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230 警專國文: 滿分這樣讀 李宜藍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0285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詠田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0308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0346 行政學(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0360 政治學(含概要)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0377 逼真!機械工程製圖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何曜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384 逼真!企業管理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391 會計學概要(依據最新IFRS精編)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0407 最新國文: 作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414 法學緒論高分題庫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421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0438 國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0445 公共政策精論 陳俊文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0452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469 一次考上校長主任: 80道經典必修題精解 林翠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0476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租稅各論 歐欣亞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483 史上最強!警專甲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甲、物理、化學)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0490 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中外歷史、中外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0506 關務英文 千華英文名師群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0513 心理學(含概要)主題式高分寶典(包括諮商與輔導)艾育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0520 逼真!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張恆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53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學術科經典試題總彙黃金銀, 王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0544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0551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0568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0575 論文高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0582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 李振濤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599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605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612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0629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0636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0643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0650 捷徑公職英文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667 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0674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憲法(含概要)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0681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稅務法規(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698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0704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0711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陳金城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0728 行政法(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0735 警察專業英文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0742 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0759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0773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0780 主題式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高分題庫 鄭祥瑞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797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0810 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成宜霖, 羅格斯, 關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827 逼真!公民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汪大成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834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0841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高普版) 敦弘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0858 逼真!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鄭祥瑞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0865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872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0889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0896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0902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陳鴻慶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0919 逼真!國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0926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含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 祝裕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0933 行政法概要(一般警察人員)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0940 行政法輕鬆上手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0957 逼真!法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任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0964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097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陳月娥編著 第二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0988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0995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1008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焦點速成+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1015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教戰手冊 林翠華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102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039 經濟學 王志成編著 第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1046 司法五等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1053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060 行政法(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1077 警專中外歷史: 滿分這樣讀 陳書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084 監獄行刑法(含概要)彙編 徐士珩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091 會計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千華會計名師群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1107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1114 地政士歷年試題高分必勝解析(四合一) 弼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1121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138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法學緒論 陳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145 食品技師30天一次攻榜 黃馬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152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鐵路特考) 白文傑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116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財政學(含概要) 歐新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176 企業管理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1183 警專物理: 滿分這樣讀 張正頌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190 圖解式民事訴訟法概要 簡正城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206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簡正城, 王一周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1213 國語文得分秘笈 黃心怡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1220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圖庫 林俐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1237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244 行政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251 運輸學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1268 電子學(含概要、大意) 陳震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1275 公民(司法五等) 邱樺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1282 全民全真模擬考 汪大成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299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305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頂極權威勝經 祝裕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1329 稅務法規(含概要) 方君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1343 警察法規 邱華君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1350 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1374 國考大師敎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411 新題型司法國文: 作文高分快易通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1428 民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王敬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1435 公務員法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442 社會學 陳月娥編著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1459 圖解式民法概要實例演練 程馨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1466 財政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忠孝, 歐欣亞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473 火災學系統整理(含歷年試題精析) 夏鵬翔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480 財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1497 社會福利服務 陳月娥編著 第十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1503 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王汗明編著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1541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典 舒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558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1565 刑事訴訟法 王汗明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1572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 南春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589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司法) 李宜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602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4127 臺北市客家拓墾史蹟: 臺北市清治拓墾時期的客庄與客家人黃正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404 TIME.SPACE from PILE: 徐正旻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04 TIME.SPACE from PILE: 徐正旻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11 開 張羽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9109 幸福人生導航 黃瀞慧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0791 大型購物中心招商管理成功決策模式之研究: 以臺灣中華城購物中心為例大葉大學創作設計中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806 房地產交易的關鍵報告: 破解房產交易常見的6大問題連世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813 未竟的遺願: 十五堂最後的遺囑課,教我們無憾而微笑地離開連世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35440 食之真味: 13年自學烘焙追尋錄X50款純天然無添加的手作食譜黃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457 女神 張妙如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鈴九學苑

送存冊數共計：132

士詠藝術



9789862135471 老虎、蛇和牧羊人的背後: 如何在大數據時代破解網路騙局與專家迷思,善用個人力量做出聰明決定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488 家禽履歷故事 張馨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495 分心不上癮: 如何保有線上生活,卻免於家庭失和、同事臭臉、靈魂墮落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著; 賴盈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501 紙上行旅的移動風景: 六十種臺灣觀察的進行式鄧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518 透視靈間: 看透你的前世今生 平易口述; 趙慕嵩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00 三個商學院教授的公路筆記: 45堂教室外最精彩的企管課麥克.馬齊歐(Michael Mazzeo), 保羅.歐耶(Paul Oyer), 史考特.薛佛(Scott Schaefer)著; 李芳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24 良露家之味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48 交換日記. 17 張妙如, 徐玫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55 雜誌俱樂部,招生中! 黃威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62 重生世界 史考特.韋斯特費德(Scott Westerfeld);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79 聆聽身體的樂章 藍寧仕(Dimitrios Len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86 不大可能法則: 誰說樂透不會中兩次? 大衛.漢德(David Hand)著; 賴盈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93 猴嗨森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709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 社會物理學:剖析觀念傳播方式的新科學艾力克斯.潘特蘭(Alex Pentland)著; 許瑞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10627 日本語能力試験N3快速掌握語彙 中島智子, 松田佳子, 高橋尚子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634 日本語能力試験: N3快速掌握文法 清水知子, 大場理恵子, 鈴木美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579588324 最新日華外來語辭典 史群主編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3340 時尚女孩俱樂部: 逛街去 歐海莉.桂爾作; 曹慧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63364 小黑猴 謝武彰文; 石麗蓉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3371 不要不要超人 秋山匡文.圖; 鄧吉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388 開心動物園: 小象小象不生氣 周姚萍作; 安妮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401 魔瓶 謝武彰文; 徐進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3418 激流三勇士 李潼作; 曹太容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425 夜裡來的老虎 謝武彰文; 徐進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63432 妞妞會認路 露絲瑪莉.威爾斯文.圖; 鄭如瑤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新



9789865863449 奇寶和拉拉: 好想好想吃餅乾 安妮王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34451 畢卡索的蒙馬特. I, 摯友,戀人,與破舊的洗衣船工作室茱莉.碧蒙(Julie Birmant)編劇; 克里蒙.烏博希(Clement Oubreire)漫畫; 喬一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468 衝出冰河紀 尼古拉.德魁西(Nicolas de Crecy)著; 喬一樵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62631 李氏書畫 李樹聲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2371 臺灣百大名店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388 GO!臺中自助行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395 私房景點台東遊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01 暑假一日遊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25 國之北疆: 馬祖行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093 耶魯大學的最強武器: 影片式外語學習法: 最有效率的英語學習捷徑齊藤淳作; 石玉鳳譯 平裝 1

9789869105002 懂20%的財務資料,我就是最會賺錢的人: 半張圖表,解決主管所有的問題和仁達也著; 郭乃雯譯 平裝 1

9789869105019 股票收租法,我4年賺100%: 上班族股素人、卡小孜父女,投資少少錢、穩穩領股息的竅門大公開!股素人, 卡小孜作 平裝 1

9789869105033 耐操好用豐田怎麼培養員工?: 8動作,讓人「懂得在工作上運用智慧」,全世界的草莓都被他們煉成鋼!若松義人著; 郭乃雯,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9105040 輕鬆自造60分鐘全英語環境學習法: 老外最常用的20句型+公司簡報必用15片語,一個月對答如流小川仁志著 其他 1

9789869105057 主管必須知道的不成文管理竅門: 豐田主管的秘訣: 讓精實做事,內化成部屬8個簡單習慣若松義人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105088 成功主管,一定要具備的6個習慣: 公司把工作交給你,不會等你準備好......約翰.奇歐菲(John Cioffi), 肯.威利格(Ken Willig); 方祖芳, 林美吟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綠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14551 超狗偵探事件簿. 3, 家人失蹤案件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文; 傑瑞米.杜吉歐圖; 侯秋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575 超狗偵探事件簿. 5, 圖書館暗藏怪物?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文; 傑瑞米.杜吉歐, 丹.克里斯圖; 余國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582 超狗偵探事件簿. 4, 是誰扳動了警報器？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文; 傑瑞米.杜吉歐圖; 余國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650 蘋果咻咚！ 福田敏夫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681 小學生童話字典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14698 小學生童話字典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114704 小學生童話字典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114711 小學生童話字典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114728 四年五班,魔法老師! 洪志明作; 黃雄生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735 好一個瓜啊! 林滿秋文; 林莉菁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759 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大衛.卡利文; 班傑明.蕭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766 誰裡？誰外？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繪; 郭恩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773 誰大？誰小？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繪; 郭恩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780 跟著動物建築師過一天 雪倫.任塔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797 鳥兒的家 何華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10 池上 池下 邱承宗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34 咕嚕咕嚕蹦 新井洋行文.圖; 施至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41 咻嚕咻嚕咚 新井洋行文.圖; 施至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58 吱嚕吱嚕撲通 新井洋行文.圖; 施至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65 柑橘與檸檬啊! 麥克.莫波格作; 柯惠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902 魔法骨頭 威廉.史代格(William Steig)作.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919 酷老師逛動物園 高樓方子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625601 加油!熊醫生 木村裕一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618 山貓服飾店 木村裕一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625 鳥兒 傑曼諾.祖羅文; 阿貝婷圖; 梅思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649 你最喜歡什麼動物? 尼克布魯爾等文.圖; 賴慈芸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2

上誼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魯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6178 職場求生絕學. 二, 老二兵法 朱子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674 料市如神: 趨勢與市場行為剖析 林頌為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7228 20年清潔達人の耐住、好清理、超實用裝潢指南: 上百戶清潔血淚,告訴你千萬要避免的裝修設計王麗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235 彩虹編織教學之怪獸尾巴 小樹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242 ADHD並不存在: 過動症跟你想的不一樣 理查.索爾(Richard Saul)著; 林雨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259 想做什麼就能做!設計彩虹編織作品好簡單: 學會基本概念,創意不侷限!作品隨你變!Jul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266 放水 卡爾.希亞森(Carl Hiaasen)作; 黃鈺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07673 大家幫忙,讓我好好睡喔!: 床墊叔叔.棉被姐姐.枕頭哥哥 請幫幫忙!高野文子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07918 第一次自己睡覺 季巳明代文; 長谷川香子圖; 詹慕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239 我是老大 艾絲黛兒.敏思丟爾(Estelle Meens)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291 痛痛飛走了 平出衛文.圖; 余亮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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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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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529 獾爸的天空廚房 安井季子文; 重森千佳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536 謝謝你陪伴我這麼久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妮可.塔斯瑪(Nynke Talsma)圖; 林珊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543 怎麼吃也吃不完的鬼咖哩 Goma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550 製造天氣的小雲兒 岸良真由子文.圖; 黃瓊仙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581 霸凌專書 謝淑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925598 幼兒生活自理能力套書 謝淑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億



9789866407444 上廁所探險隊 織田真一郎文; 木場葉子圖; 林家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4765 陽宅精論 吳駿鵬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4789 小舟任浮漂: 宇宙萬有的認識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4802 靈的自白書(全): 多重神祕現象的揭露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4819 大心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564963 大心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564970 大心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564987 大心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6564994 大心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859008 大心印 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6564857 第一百本文集: 寫作生涯的點滴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4871 生活禪: 有佛法就有辦法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4901 傳奇與異聞: 屬於心靈的震撼故事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4925 如夢如煙: 蓮生活佛盧勝彥2007-2008畫作精選集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4932 道林妙法音: 道家的真諦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4949 幻化人生: 蓮生活佛盧勝彥2007-2008畫作精選集. 2盧勝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9015 大心印: 六祖壇經經文本 大燈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9022 異靈的真諦: 大靈的談話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039 金剛怒目集: 放大光明照世間 盧勝彥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59077 有持必應高王經: 快快樂樂來唸經 大燈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091 法海鈎玄: 定中的細碎珠璣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107 泉聲幽記 盧勝彥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59145 載著靈思的小舟: 靈感的片羽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183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59190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59206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59213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59220 大心印: 蓮生活佛講六祖壇經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59237 大心印: 六祖壇經經文本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燈文化



9789865859251 大智慧到達彼岸: 蓮生活佛講心經 盧勝彥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859268 教師的心靈寶鑑: 指向光明的一方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附屬教師團聯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275 超越時空的境遇: 教授博士界的皈依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聯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282 當白袍遇見超科學: 杏林群醫之燈 真佛宗博士教授團附屬醫護團聯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305 遇見本尊: 新奇的經驗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312 怪談一篇篇: 見聞覺知 廬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6337 王德瑜Wang, Te-Yu. 201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801 無敵敗家子 房純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818 不可思議的蠟筆魔法書 王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825 怪咖影評: 保溫冰犀利告白按讚100 保溫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6913 天人書畫集 初版 平裝 第7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6434 黃柏維作品集. 2009-2014 蘇暐婷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6822 改變歷史的大復興 高百克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千年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復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鵬展翅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人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4

大鵬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63276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 每個公民都該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賴瑞.戴蒙(Larry Diamond)著; 林苑珊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5478 第8個習慣: 從成功到卓越 史蒂芬.柯維著; 殷文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83930 有多會玩就有多成功 金鼎運著; 連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947 首爾大學韓國語. 2A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954 首爾大學韓國語. 2B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961 ENJOY濟州: 達人玩遍小島的14款樂遊提案 康碩均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978 我帶孩子登百岳: 勇氣x毅力x挑戰自我,向上人生從小學習黃義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985 開啟0-6歲孩子潛力的關鍵對話: 肢體接觸與愛的話語,培養智慧x體貼x不怕挑戰竹內繪里香著; Natsumi Che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992 新韓檢初級 TOPIK 1 試題完全攻略 王清凍, 李美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005 完全潛入!日本生活會話手記 關口剛司, 王世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012 3天搞懂外幣投資: 跟著外幣致富,打敗定存,資產不縮水梁亦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029 復古甜蜜,住進法式鄉村風的家 賽琳娜.雷克(Selina Lake), 喬安娜.西蒙斯(Joanna Simmons)著; 徐逸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036 一生必去的世界都市: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043 只有不會賣,沒有賣不掉: 100種成功商品實務解析x暢銷21法則=創造熱銷不求人村山涼一著; 奈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050 乾杯!世界啤酒嘉年華 馬克.德雷奇(Mark Dredge)著; 蔡乙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067 日檢N1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074 日檢N4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 本間岐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081 向藝術家看齊!啟發孩子創造力53個練習 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 艾瑪.萊弗利(Emma Lively)著; 孫昭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098 一件5萬美元手工大衣的經濟之旅 梅格.盧肯斯.努南(Meg Lukens Noonan)著; 莊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104 德國專家育兒百招,2-6歲孩子超好帶!: 輕鬆解決孩子作息x禮儀x情緒問題梅蘭妮.葛列瑟(Melanie Graβ er), 艾克.霍佛曼(Eike Hovermann)作; 林嘉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111 不用PPT也能說服人的簡報心理術 內藤誼人著; T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128 新北風格私旅 韓小蒂, 李麗文, 周培文撰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135 城市調查局: 米蕾荳巴黎尋寶冒險去! 芬妮.裘莉(Fanny Joly)著; 羅宏.歐瑞恩(Laurent Audouin)繪; 思謐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4142 視覺對比家居風: 改變家具擺設的空間再生法 提姆.藍道爾(Tim Rundle)著; 陳敬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159 英文流利大師: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遠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月文化



9789862484159 英文流利大師: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166 日檢N2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 清水裕美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173 日檢N3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197 十年淬鍊劉在錫: 從沉寂無聞到風靡亞洲 金榮柱著; 連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03 澳洲阿嬤給你180個創意互動遊戲 茱恩.洛夫斯(June Loves)著; 戴雅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10 我在印度,接近天堂也看見地獄: 擁抱混亂,停止多慮開始生活鮑伯.米格拉尼(Bob Miglani)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27 法國波爾多頂級酒莊巡禮. 2014版 鍾茂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41 愛上韓風CAFE般的家: 100間咖啡館X300種Style,培養設計眼的卓越裝潢實例Style books著; 劉宛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58 做個有梗的人: 10步驟讓你的人生更有趣 潔西卡.哈吉(Jessica Hagy)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65 和風好味食堂: 跟著節氣做漬物,日式家傳80道養生食地球丸編輯部編著;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72 玩出我的聖誕節: 140個剪貼x塗鴉x迷宮創意遊戲Christine Roussey編著;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296 旅遊日語帶著走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319 電影臺都嘛有教的電視英文Watch TV,Learn to speak: EZ TALK總編嚴選俚語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411 北埔茶. 1946-2014 莊瑞蘭, 楊師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8101 天臺藏教理部: 妙法蓮華經玄義 釋覺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18 天臺藏教理部: 維摩詰經玄疏 (隋)智者大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25 天臺藏禪觀部: 摩訶止觀 (隋)智者大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32 天臺藏禪觀部: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隋)智者大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56 天臺宗派教學. 一, 立法實相論「五時八教次第的建立」釋覺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63 天台藏教理部: 四念處.法界次第. 初門 (隋)智者大師作;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70 天臺藏教理部: 天臺五小部 (隋)智者大師作;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87 天臺藏教理部: 觀心論疏 菩薩戒義疏 (隋)智者大師作;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8194 天臺藏禪觀部: 四三昧 (隋)智者大師作;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306 天臺藏教理部: 維摩羅詰經文疏 (隋)智者大師作;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18313 天臺藏教理部: 維摩羅詰經文疏 (隋)智者大師作;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日升生態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月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9162 MASA,你好!可以教我做菜嗎?: 106道好吃又讓人安心的一人份料理配方山下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179 Beauty Book直擊! 髮妝盛典 Ping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186 Carol餐桌上的美好時光: 130道療癒心靈的美味幸福配方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7207 魏秋月彩墨畫集 魏秋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70376 周易本義新論 星雲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86052 六六攝影會作品輯. 九 孫進堂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5350 老祖宗的交代 玉米辰作 精裝 1

9789868535367 沒有鳥的鳥村 玉米辰作 精裝 1

9789868535374 海底變形蟲 玉米辰作 精裝 1

9789868535381 天空金城 玉米辰作 精裝 1

9789868535398 青蛙不必變王子 玉米辰圖文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田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六攝影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月之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1109 普通物理實驗 葉景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150 明天到阿爾卑斯山散步吧 角田光代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167 醫療自主時代: 翻出白色巨塔高牆,精神科醫師的專業反思與覺醒吳佳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41990 宋元時期易圖與數論的統合典範: 丁易東大衍數說圖式結構化之易學觀陳睿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142041 寒雁集 謝秀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065 尋尋覓覓: 內在探索之路 李如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19 同文合體字字典 王會均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26 同文合體字探究 王會均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40 清語老乞大譯註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40 清語老乞大譯註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71 最後一代書寫的身影: 陳福成往來殘簡殘存集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88 創世紀60周年同仁詩選(2004-2014) 張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195 詩人.論家的一天 創世紀詩雜誌社主編; 陳文發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01 以賦憶賦: 清代臺灣文集賦的仿擬與記憶 游適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18 詞語掇拾 吳椿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25 字詞類編 吳椿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49 綿綿瓜瓞情 王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56 金剛經之中道觀 葉宣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63 洪門、青幫與哥老會研究: 兼論中國近代秘密會黨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70 梁又平事件後: 佛法對治風暴的沈思與學習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00 禪拍拍我的肩膀 劉小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17 百戰將軍陸志家回憶錄 陸志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史哲

今古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5167 創新臺灣: 40個夢想的創新方程式 中央通訊社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372311 臺灣警政發展史 章光明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17032 涉外執法論集 江世雄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049 犯罪偵查原理與實務 何明洲著 再版 平裝 2

9789865717056 中國古代情報活動案例研析 蕭銘慶編著; 鄒濬智助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070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20週年的回顧與前瞻. 103年103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087 貫通熱烈與冷靜之間的自由主義學者林毓生: 學術精神與公共關懷李顯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124 「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8636 在家做溫灸好簡單！ 北川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650 瘋玩鑄鐵鍋：隨便煮煮就好吃，美味秒殺！ 范家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303 蓪草花: 中西化工歷史記憶 盧宛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414 壓不扁的玫瑰: 一位母親的三一八運動事件簿 楊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公共冊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2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西化學工業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警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5181 Word 2010文書博覽會 [丰光國際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85198 Google網路博覽會 [丰光國際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32838 中文很簡單 樂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845 傷寒論譯釋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 陳亦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906 陳寶秀作品集 陳寶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807 西北有高樓 穆卿衣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89814 西北有高樓 穆卿衣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89838 七分之六 七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9845 亞卡之虎 白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89852 亞卡之虎 白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7097 媽媽教我的生活處方 鍾郁君著; 郭明琪, 王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77080 媽媽教我的生活處方 鍾郁君著; 郭明琪, 王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99001 教出競爭力: 劇變未來,學校一定要教的七大生存力東尼.華格納(Tony Wagner)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任藝術中心

丰光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8765 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 權力分立新論. 卷一 湯德宗著 增訂四版 精裝 1

9789868698772 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 權力分立新論. 卷二 湯德宗著 增訂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0532 我的音樂朋友 茫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549 小公主的安全守護密碼 詩詩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556 我是有魅力的人嗎?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563 我是萬人迷 李香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570 第2號媽媽 羅若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587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6397 存對一支股躺著也能賺 林一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454 蕭明道教你主升段的獨門獲利絕技 蕭明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478 今天學港股,明天就進場 唐祖貽, 鐘瑞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492 開始 喬恩.阿考夫(Jon Acuff)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3446 好嗨喔!義大利愛玩客: 跟著廚師去旅行,發現各種"巷子內"的新鮮玩法!盧佩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9383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 釋從信解釋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49 別讓醫生殺了你: 醫療完全自保手冊 Vemon Coleman著; 周伶俐翻譯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心版圖文創

天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房文化



9789863530756 潮落還有潮起時 楊麗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63 疾病是堵出來的: 身心靈健康合一的秘密 楊中武, 韓瑾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70 塵世到處是風景 李銘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70 塵世到處是風景 李銘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13102 中藥藥材集解 劉飛白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119 溫室工作手冊 陳寶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89383 跨越與實踐: 戲曲表演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152 六朝自然山水觀的環境美學 陳慶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169 中國傳統醫學 劉敬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176 現代應用文 許清雲, 薛雅文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49675 快樂拜爾併用 尹宏明編寫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349682 快樂拜爾併用 尹宏明編寫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164816 韓國義務教育之探究 王順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69514 和平倡議與東亞區域安全 劉德海等著; 鄧中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692 Advanced bio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Keng-Liang Ou, Hossein Hosseinkhani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2187 企業倫理 葉保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2576 人生哲學 黎建球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五洲



9789571173757 再生能源概論 華健, 吳怡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211 掌握會考作文六級分寫作袐訣: 摸擬會考作文題型快速攻略高詩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266 像差光學概論 Virendra N. Mahajan著; 孫慶成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17 好萊塢劇本秘笈: 電影主角的23個必要行動 Eric Edson著; 徐晶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778 圖解光電半導體元件 李勝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49 再度改革開放: 建造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高錦源著 平裝 1

9789571175300 教育行政研究方法論 秦夢群, 黃貞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539 國際貿易實務 張錦源, 康蕙芬合著 十二版 其他 1

9789571175720 圖書資訊學導論 王梅玲, 謝寶煖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997 釣魚臺是誰的: 釣魚臺的歷史與法理 賴力奇著 平裝 1

9789571176017 女王的教室. 1, 國文老師一定要告訴你的終極祕密!陳怡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031 幼兒園行政理論與實務 張弘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048 法官倫理規範與實踐 蔡炯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093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李後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109 清代法制新探 陳惠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192 統計學與EXCEL 趙元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6208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精華理論與最佳案例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222 個人與社會: 馬克思人性論與社群觀的析評 洪鎌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291 家庭暴力法規之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6307 證券犯罪刑事責任專論 李開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314 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 許義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345 調查研究方法 佛洛依德.傑克.福勒(Floyd J. Fowler, Jr.)著; 林庭如等翻譯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6406 歐元與歐洲統合: 歷史、危機與展望 羅至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413 就是要幸福: 臺灣的吉祥文化 林承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6444 圖解臺灣教育史 蔡元隆, 張淑媚, 黃雅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6451 康有為大傳 張耀鑫, 劉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468 壹玖壹壹: 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普及版)劉香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482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 恩格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6499 新聞記者與謀殺犯: 當記者成為作者 珍妮.馬康姆(Janet Malcolm)著; 林宗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512 餐飲英語 李普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6543 新古文觀止的故事 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567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76574 大法官的甲說乙說隨便說: 認識正當法律程序 田蒙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581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604 伴熊逐夢: 臺灣黑熊與我的故事 楊吉宗著; 潘守誠繪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642 自然隨筆 法布爾著; 王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659 飛登聖域: 臺灣鸞賦文學書寫及其文化視域研究梁淑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666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 鄭安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680 流氓經濟: 資本主義的黑暗與泥沼 洛蕾塔.拿波里奧尼(Loretta Napoleoni)著; 秦嶺, 小路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697 不花一毛錢的小旅行: 超有料博物館 王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6727 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含商圈分析與估價應用)邢進文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6741 風險管理: 理論與實務 鄭燦堂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76758 新建築入門: 思想與歷史 隈研吾著; 範一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765 文化創意產業個案分析 周德禎等箸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772 誰說了算?: 從蘇花高到蘇花改政策變遷的倡議聯盟分析(1990-2014)魯炳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789 EndNote&RefWorks論文與文獻寫作管理 童國倫, 張楷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6796 成功者的特質 奧裏森.斯威特.馬登著; 王艷萍, 劉冬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02 勇者無敵: 從演講看林肯的奮鬥 亞伯拉罕.林肯著; 張愛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19 中國傳統生命禮俗 葉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26 文學電影的閱讀密碼 陳碧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33 你知道你的姓氏是什麼意思嗎 鄒濬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40 國際企業管理: 即刻上手 朱延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57 第一次學微積分就上手 林振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64 菜根譚 洪自誠原著; 釋聖印譯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871 表演 楊雲玉, 呂義尚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76888 文化觀光 蘇明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895 作文課後(續篇): 不用補習,一樣寫出好作文 施翔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901 編劇心理學: 在劇本中建構衝突 威廉.尹迪克(William Indick)著; 井迎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918 優.閱: 中文閱讀與鑑賞 吳宇娟等編撰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925 大數據的力量 郭昕, 孟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932 圖解: 餐飲成本控制: 理論與實務 張金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949 校園規劃新論 湯志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956 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論 王文科, 王智弘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76970 入鏡｜出境: 蔡明亮的影像藝術與跨界實踐 孫松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994 圖解心理學 游恒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007 商事爭議之仲裁 吳光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014 國小語文教學答問 羅秋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038 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 張夏準著; 胡瑋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045 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蔡東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052 消費心理好好玩 尼古拉.賈于庸 (Nicolas Guéguen)著; 簡薇倫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069 邁向公民社會？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王信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076 資本主義與自由 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著; 謝宗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083 教學原理與設計 周新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090 小建築 隈研吾著; 鍾瑞芳譯 平裝 1

9789571177106 安藤忠雄談建築 安藤忠雄著; 白林譯 平裝 1

9789571177113 早安．埃及史 劉增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120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85版 精裝 1

9789571177137 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1版 平裝 1

9789571177144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6版 平裝 1

9789571177151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6版 平裝 1

9789571177168 警察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2版 平裝 1

9789571177175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9版 平裝 1

9789571177182 創意思考: 問題面面觀 黃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199 科技化的圖書館讀者服務 蘇小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205 新訓詁學 蘇建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229 野人獻曝: 沈從文的文物世界 沈從文著 平裝 1

9789571177236 教育概論 吳清山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7243 團體膳食規劃與實務 李義川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267 昆蟲記 法布爾著; 張力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274 噪音控制原理與工程設計 邱銘杰, 藍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281 實用微積分 武維疆, 許介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304 刑事法典 林朝雲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7311 實用公司法 賴河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328 訴訟文書撰寫範例. 非訟編 吳光陸主編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77342 影像的原則: 初學者到專業人士的分鏡 富野由悠季著;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359 少兒文學的閱讀之旅: 細讀紐伯瑞大獎小說 張子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366 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嗎? 鄒濬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373 資料庫系統 余顯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7380 詩情畫意說漢字 楊振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397 機率好好玩 張振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403 香: 文学、歷史、生活 奚密作 精裝 1

9789571177410 小學生詞性造句詞典 鄭定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458 圖解整合行銷傳播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465 古文觀止 (清)吳楚才,吳調侯作; 錢伯成主編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77472 古文觀止 (清)吳楚才,吳調侯作; 錢伯成主編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77496 專利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5版 平裝 1

9789571177502 監獄行刑法 林茂榮, 楊士隆, 黃維賢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77519 刑法總則 林書楷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77526 智慧財產權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8版 平裝 1

9789571177533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12版 平裝 1

9789571177540 智慧財產刑事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557 親屬法: 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15版 平裝 1

9789571177564 深入閱讀《古文觀止》: 深入閱讀、匯集評論、故事精神不漏接洪本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571 文化性數位遊戲的視覺藝術 林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588 先進微電子3D-IC構裝 許明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595 生命.海洋.相遇: 詩文精選 吳智雄, 顏智英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601 核能關鍵報告 陳發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618 圖解國際關係 陳牧民, 陳宛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625 女性主義與性別關係 林麗珊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7632 開口就會美國長住用語 黃靜悅, Danny Otus Neal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77649 物理奇才奇事: 智慧巨光照亮自然奧秘 蕭如珀, 楊信男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656 甜點的歷史 瑪格洛娜.圖桑-撒瑪(Maguelonne Toussaint-Samat)著; 譚鍾瑜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663 社會中的藝術 魯曼(Niklas Luhmann)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張錦惠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670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7687 孟軻與<> 蔡龍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700 幸福學概論 林爵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717 數學這樣教: 國小數學感教育 李源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748 中國古典小說四講 賴芳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755 地方制度法釋義 劉文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762 國際經濟法精義 陳麗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779 親屬繼承: 案例式 郭欽銘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77786 我國專利制度之研究 　 陳文吟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77793 政治學 吳重禮等合著; 陳義彥主編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7809 大學國文選 朱書萱等編撰;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816 整合分析軟體CMA簡介與操作實務 李茂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823 臨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菌學 吳俊忠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7830 People we know(workbook) 劉窕娟, 薛珍華, 陳婉青作 平裝 1

9789571177847 文化機構與藝術組織 夏學理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854 互動及視覺微積分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7878 華語文教學導論 邱凡芸, 李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885 食品加工學 施明智, 蕭思玉, 蔡敏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892 生涯理財規劃 廖宜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908 總體經濟學 謝德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915 餐旅日語會話 楊敏烈編著 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1177922 機電工程概論 莊水發, 修芳仲, 鄧昭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939 觀光與休閒經濟學 鍾起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946 普通數學 易正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953 高科技產業分析 朱延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960 行銷管理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977 西餐製備與實習 全中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984 蘇格蘭獨立公投: 政策發展與挑戰 黃琛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991 四個寄希望: 解構中共對臺政策 張蜀誠, 吳建德, 王郁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004 李香蘭的戀人 田村志津枝作; 石觀海, 王建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011 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 歷史巨變下的臺灣人 林德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028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8035 倫理與衝突 汪明生, 李淑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042 營建法規 蔡志揚主編 14版 平裝 1

9789571178073 射出成型原理與製程 陳夏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097 臺灣的姊姊妹妹: 臺灣婦女運動進行式 戴月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03 嵌入式系統設計: ARM-Based FPGA. 基礎篇 廖裕評, 陸瑞強, 郭書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10 商業談判: 掌握交易與協商優勢 林仁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27 珍.奧斯汀傳 周春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34 大學國文 黃寶珊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41 安徒生: 用童話寫幸福的大師 安徒生著; 玄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58 文法與修辭 何永清, 孫劍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65 DIF創意展演設計與實務 徐珍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72 強制執行法實務 盧江陽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78189 時尚美學 徐珍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196 烏合之眾: 大眾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著; 戴光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202 臺灣身心障礙者權益與福利 林萬億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226 社會團體工作 許臨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240 醫學檢驗品質管理 王貞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257 立法學實用辭典 羅傳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8264 兒童基本邏輯教材 蒲世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8271 教育政策創新與行政發展 吳清基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288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林素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8295 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301 電影與國際關係 陳牧民, 陳鳳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318 民法概要 詹森林等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8325 餐飲規劃與佈局 全中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8332 運動和競技運動生理學 北川薰著; 黃彬彬, 郭志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349 圖解內經 李家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356 智慧財產權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8版 平裝 1

9789571178370 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 政治發展、政治制度及政治過程楊光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387 圖解模具製造 郭文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400 土地重劃 謝靜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417 科大經典文選. 基本篇 霍晉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424 科學哲學 陳瑞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431 Listening to learn Pearl Chang, Richard A. Roshay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78448 大學國文 莊永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455 不動產估價 卓輝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8479 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 合作、競爭與衝突嚴震生等著; 鄧中堅, 邱稔壤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78479 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 合作、競爭與衝突嚴震生等著; 鄧中堅, 邱稔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486 民法物權實用要義 陳榮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509 歷代文選. 駢文編 陳慶煌, 崔成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516 主持訓練 蔡心彤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78554 圖解國際禮儀 黃淑敏, 林秋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578 保險學原理(精華版) 鄭鎮樑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8615 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 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 王泰升, 薛化元, 黃世杰編著 2版 精裝 1

9789571178622 工程與法律十講 林明鏘, 郭斯傑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78639 圖解公共衛生學 顧祐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660 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 顧祐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00 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 楊惟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181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第十二屆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06325 上學記 何兆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6349 曾國藩. 卷四, 觀火 唐浩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6745 飛碟: 全球國家機密檔案大公開 琪恩(Leslie Kean)著; 林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6790 曾國藩. 卷五, 黑雨 唐浩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094 利器 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著; 張思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377 部屬力一級棒: 讓老闆馬上對你另眼相看的職場應對術上村光弼(Mitsunori Uemura)著; 歐凱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841 這樣的愛，還要繼續嗎？ 蘇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053 按摩解剖書 艾比.埃爾渥斯, 佩吉.奧特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113 聖獸戰士: 噴火巨龍費諾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106 聖獸戰士: 深海巨蛇賽普隆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199 聖獸戰士: 孤山巨人艾克塔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212 向草與昆蟲學科學 權秀珍, 金成花作; 鄭淳任繪圖; 施佩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243 氣球為什麼會飛?: 從生活中發現化學的神奇樂趣!權秀珍, 金成花作; 趙恩瑛繪圖;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250 火山、地震與恐龍滅絕的秘密 權秀珍, 金成花作; 鄭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281 聖獸戰士: 旋風半人馬太古斯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328 丟出球後,球會一直滾到什麼時候?: 物理的神奇奧秘權秀珍, 金成花作;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359 聖獸戰士: 寒冰雪怪納努克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366 聖獸戰士: 火焰之鳥艾泊思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7611 好孩子的科學小學堂 權秀珍, 金成花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6

送存冊數共計：210

中原大學室設系



9789861217642 聖獸戰士 亞當.布萊德(Adam Blad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200427 淡定的智慧: 找回心平氣和、快樂自在的人生100幸福課弘一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717 暗處 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著; 張思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0793 切格瓦拉論游擊戰 埃斯內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22 不再試著修補生命: 覺醒、面對,全然接納每一個不完美的自己傑夫.福斯特(Jeff Fost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53 跑步肌耐力訓練解剖全書: 強化腿部每一塊肌肉,跑得更快更久更輕鬆菲利浦(Philip Striano)著; 謝孟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60 優秀老師這樣做: 輕鬆應付課堂挑戰50招 安妮特.布諾(Annette Breaux), 陶德.威塔克(Todd Whitaker)著; 林金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77 石上書法: 侯吉諒篆刻散文集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84 好日京都 林琪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491 鏡子戰爭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 宋瑛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507 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 湯姆.瑞奇曼(Tom Rachman)著; 張思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21 3D列印的概念、原理和應用: 完整認識即將改變世界的新製造科技水野操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38 慢行臺北 黃玉蓮, 鐘玉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45 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朱永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52 清心自在 賢宗師父著; 邱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69 用構圖引導視線: 圖解攝影師之眼,拍出讓人多看幾眼的構圖訣竅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薛芷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76 德國小鎮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 梁永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583 城堡岩海景: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6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06 頭號要犯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 蔡宜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13 叢林之書. 續篇: 狼孩子的終極探險 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著; 姚怡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20 原來如此故事集: 12個關於動物和文明的創世寓言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著; 林艾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37 叢林之書: 動物世界的永恆經典 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著; 姚怡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44 想飛: 小王子的夢 李崗劇本; 貓眼娜娜小說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68 世界各地婆婆的50道私房愛心料理 加布里爾.卡林伯迪(Gabriele Galimberti)著;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75 染 葉佳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82 黃色小說 黃崇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99 山田詩子的美味紅茶甜點 山田詩子著; 苡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05 藝術的法則 基特.懷特(Kit White)著; 林容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0736 天真善感的愛人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 吳妍儀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天恩



9789866496998 世華華人聖樂選粹. 2014 世界華人基督教聖樂促進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0009 啟動應用手冊 王福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25 天父的恩典滿滿: 天父恩典卡使用指南 陳永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32 但以理書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49 獨眼君王 比爾.威爾森(Bill Wilson)著; 傅璐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56 三一輔導學: 按神的話語做輔導協談 鄔蘇拉.穆勒.依伯哈德(Ursula Muller-Eberhard)著; 邵伯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63 十年鄉情以色列 黃齊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587 烈火軍火庫(簡體字版) 洪光炳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00 房屋與土地: 聖經觀點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17 我見我思. 2, 知識饗宴.樂活人生 洪瑞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624 十分平安 張路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807 允軒習拳札記 洪允和,允軒教練群合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5253 敝帚自珍: 80憶瑣 詹德和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64809 清胃腸淨肝膽保健康 何永慶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4816 彼拉提斯孕動: 媽媽寶寶一起動 彭伊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823 愛在生命的缺口,行向圓滿之旅: 全職照護「側畸症合併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媽媽的心路張瑛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830 找不到回家的路: 失智症的最新發展與對策 吳潮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847 中西結合之中醫臨床治療心法 李政育, 梁珠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861 中西結合之中醫臨床治療心法 李政育, 梁珠勞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64854 中西結合之中醫臨床治療心法 李政育, 梁珠勞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允軒陳氏太極拳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神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8548 臺灣魯凱族民間故事 金榮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129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五屆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09365 禪宗六祖求法事蹟考 金榮華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358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會論文集. 2014年第六屆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167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14: 友善生活 黃郁婷等彙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303 俄羅斯文學: 歷史.流派.作家.作品 李細梅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372 食品機能性成分與安全研討會輯要. 2014 游宜屏, 徐如音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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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生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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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市政系

送存冊數共計：7

口傳文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2245 超音波測定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11羅玲玲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273 韓語讀本 扈貞煥等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09280 自然科學發展 自然科學發展課程委員會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9327 中華民國一百年氣象史 中華民國一百年氣象史編撰委員會編; 劉廣英主編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9334 華岡舞蹈論壇. 2014: 「CCU國際舞蹈創作研討會」論文彙集伍曼麗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709341 心理技能訓練對棒球選手技能表現和心理堅韌性之影響李軾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396 樊慰慈箏樂創作曲譜集. 二, 手稿典藏版 樊慰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2641 鱗之隱者: 華林生態園區蛾類解說手冊 王派鋒, 呂建興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02 國際觀光餐旅休閒遊憩管理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4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暨碩士班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5544 焚夏之屋 大衛.范恩(David Vann)著;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568 在餐盤跳舞的細菌、病毒、寄生蟲與化學物質：為何食物讓我們生病大衛.華納-托斯(David Waltner-Toews)著; 馬向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05 低地的風信子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 三珊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12 喀嚓！我把木星縮小了 F.R. 希區考克(F.R. Hitchcock)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29 地圖上沒有的村莊 崔陽善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36 他身體裡的孤獨女孩 凱薩琳.溫特(Kathleen Winter)著; 何曼莊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觀光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化大學森保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4243 文創開發: 烏龜與蝴蝶 邱春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4217 東魚國夢華錄: 王幼華作品集 王幼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24 105號公路: 泰緬邊境故事 黃婷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31 拷問中國: 兼論習近平論文剽竊事證 鍾祖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48 草色連雲 高爾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55 作家的書房 陳文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62 悠悠瘋狗天 呂則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79 德國人的村莊 布瓦連.桑薩(Boualem Sansal)著; 武忠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86 卻顧所來徑 單德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93 吆屍人 廖亦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8002 完全攻略本. 1, 句型結構 張文忠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019 完全攻略本. 2, 閱讀測驗 張文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8125 生物統計學: 試題彙編剖析 王雪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149 有機化學 方智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78156 普通生物學 沈浩, 沈芃萱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78163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 沈芃萱著 五版 平裝 2

9789865778170 英文精華 張文忠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187 TOP Nurse. 2014: 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雪著 六版 平裝 2

9789865778194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200 TOP Nurse. 2014: 護理行政 徐珮瑜著 五版 平裝 2

9789865778217 TOP nurse: 解剖生理學. 2014 蔡牧名著 六版 平裝 2

9789865778224 TOP nurse. 2014: 藥理學 蔡牧名著 七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及第

送存冊數共計：6

六堆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9789865778231 生物統計學解題錦囊. 103年 王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248 醫師國考系列: 人體解剖學 趙俊彥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255 TOP nurse: 兒科護理學. 2014 王英, 朱英著 六版 平裝 2

9789865778262 TOP nurse: 產科護理學. 2014 王英, 朱英著 六版 平裝 2

9789865778279 醫師國考系列: 人體解剖學題庫 趙俊彥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286 TOP Nurse: 病理學. 2014 趙俊彥著 七版 平裝 2

9789865778293 醫師國考系列: 病理學 趙俊彥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309 格林法則暨實踐 張文忠著 平裝 1

9789865778316 TOP Nurse. 2014: 內外科護理學 徐珮瑜, 凌荃著 七版 平裝 2

9789865778323 TOP nurse: 基本護理學. 2014 徐珮瑜, 凌荃著 七版 平裝 2

9789865778330 Top nurse: 精神科護理學. 2014 凌荃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5778347 TOP Nurse: 微生物免疫學. 2014 吳念華著 六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309 情義人生: 臺南團圓 蔡宗明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309 情義人生: 臺南團圓 蔡宗明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6281 品格教育專欄: 在生活中遇見品格 鄭亞薇主編撰稿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101 圓夢中華翰墨情: 兩岸書畫藝術名家交流展畫集齊艷梅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1345 歐遊行腳 吳宗錦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瓶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美術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36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70690 中華易經學院研究所美國法人國際學士院: 紫微斗數論文集. 第四期許永昌作 平裝 2

9789862971000 中華易經學院研究所院士論文集: 天星奇門遁甲. 第五期許永昌編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201 實踐以人為中心的全人健康照護: 如何協助失智症患者水野裕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96218 了解失智症患者: 失智症患者有什麼樣的想法,會有什麼樣的行動加藤伸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225 失智症照護實務. I, 總論 臺灣整合照護學會TAIC, 日本失智症照護學會JSDC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249 失智症照護. 基礎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5527 海峽兩岸集郵聯誼展覽特刊. 2014 孫國光, 楊國龍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1348 做個超級好朋友 約翰.湯森德著; 劉如菁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6711 中華九九書畫會甲午年創作獎暨會員作品集: 中華九九書畫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十四廖慧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九九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日商健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笙



9789866422188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蘇昭銘, 陳立偉, 卓裕仁等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6422188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蘇昭銘, 陳立偉, 卓裕仁等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94298 職場勝經: 天下老闆都在意的那些事 謝登旺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94298 職場勝經: 天下老闆都在意的那些事 謝登旺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5801 為什麼男人動了心,卻不敢愛妳?: 當愛神敲門時,妳必知的24個戀愛心理策略布萊恩.彼特作 初版再刷 平裝 2

9789574705818 會撒嬌的女人,命最好: EQ高的聰明女人,一輩子都好命!羅夫曼(Loverman)作 初版再刷 平裝 2

9789574705863 會撒嬌的老婆,最幸福: 聰明女人享受幸福的34個柔性法則(文庫本)羅夫曼(Loverman)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05870 摸透男人心39招: 老師不懂、媽媽沒教的(情場讀心術)(文庫本)堂本謙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05887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讓男人死心塌地愛上妳的49個心理關鍵(文庫本)葛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05894 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 2: 世上沒有(不幸福)的女人,只有(不貼心)的女人(文庫本)羅夫曼(Loverman)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05931 那些好命女不告訴妳的事: 女人要好命必懂的33個簡單祕方(文庫本)羅夫曼(Loverm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948 妳是公主: 讓男人寵愛妳的33個祕密(文庫本) 布萊恩.彼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955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2: 提升(桃花指數)+(愛情甜蜜指數)+(約會浪漫指數的幸福攻略)(文庫本)布萊恩.彼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962 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 3: 世上沒有(不會撒嬌)的女人,只有(和幸福嘔氣)的女人(文庫本)羅夫曼(Loverm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228 愛情讀心術. 2, 如何從五官面相摸透他的想法? 史芬克絲(Sphinx)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358 愛情讀心術. 3, 如何從穿搭服裝解讀他的性格 史芬克絲(Sphinx)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389 愛情潛規則 史芬克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913 萌女這點心計熟男那片心思 許馨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0975 北京、上海是這樣發展的 余駿, 吳靜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0999 吵出一個好結果 谷烈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7463 靈修輪迴啟蒙書 多仁.格桑旺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太陽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9

丹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



9789868817494 YouTube: 宅經濟下網民的創業核彈術 李廷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11 神啊!給我一個全熟男 許馨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35 嫁給你,我會後悔嗎? 谷烈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3446 草地鑼鼓.意象台灣: 鄭善禧創作集 鄭善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453 鄉愁與流浪的行板 向明等人作品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9703 蓮門山正願禪寺蓮懺上人陞座紀實：暨修葺竣工解綵中華五眼協會作 平裝 1

9789869039710 五眼藝術聯展紀實. 2012 中華五眼協會編著 平裝 2

9789869039727 蓮門禪茶會. 2014: 品味生活與社會關懷暨禪茶課程紀實中華五眼協會, 臺灣芥子學院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0001 商業銀行經營管理 譚遙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25 企業社會責任財務評價研究 顏剩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32 創業資本運營實務 熊永生, 劉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00 審計證據理論研究 謝盛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31 大學英語有效教學研究 張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2062 藝術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35 一分鐘讀懂顧客心理學 薑得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42 0～3歲嬰幼兒智力開發大寶典 高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59 讓你年輕10歲的美麗魔法書 趙禹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66 羊皮卷 張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80 一本書讀懂職場心理學 陶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97 給女孩的第一本禮儀書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03 接納孩子: 猶太人的家教制勝之道 賀亞莎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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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32727 新編實用對聯大全 鐘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34 野上芙蓉三分人生: 朱淑真詩詞點評 趙明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41 李嘉誠人生自白書 肖衛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8373 彈性力學 潘煌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53676 盯住最大的棉花糖 喬辛.迪.波沙達 (Joachim de Posada), 鮑伯.安德曼(Bob Andelman)合著; 曾志傑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683 人生,永遠需要一個理由: 有事問三分鐘熱度 三分鐘熱度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690 Hero: 活出你內在的英雄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作; 王莉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06 影響力遊戲: 讓人發自內心聽你的63個訣竅 亨瑞克.費克塞斯(Henrik Fexeus)著;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13 情緒習慣,決定你的一生: 戒斷負面情緒、強化正向能量的五大方法朴用哲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20 10分鐘引發共鳴的簡報術 福島正伸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37 荷歐波諾波諾經典語錄 莫兒娜.納拉瑪庫.西蒙那, 伊賀列卡拉.修.藍, KR女士合著; 賴庭筠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753744 開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 傑德.麥肯納(Jed McKenna)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51 把自己愛回來: 改寫生命腳本的療癒故事 周志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68 轉運造命之道: 紫嚴導師的谷神心法傳承 紫嚴導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8611 亙古奇珍: 臺灣寶玉石 楊振坤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7294 日間照顧中心空間規劃設計手冊 陳柏宗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玉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太普公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4528 CACS 2012 international automatic control conferenceJin-Tsong Jeng[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81088 臺灣樂居地 歐陽芮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3398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獎章」專輯. 第17屆 劉香梅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17005 全國績優志工團隊專輯. 103年度 劉香梅總編輯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904 宗教與和平20紀念特刊 陳世賢等人作 精裝 1

9789869111911 Your jesus!my buddha! Sense Chen[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6928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五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3853 臺灣-加拿大當代版畫交流展 蓋.朗吉凡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自動控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914841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五十屆年會暨2014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2014 ISQM)論文集摘要盧淵源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73171 金屬粉末射出成形(MIM) 黃坤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9493 特殊教育立法三十週年特刊 融合教育之回顧與展望: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14陳秀芬, 陳佩君, 林奕廷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5913 面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師資培育挑戰 王俊斌等人作; 吳清基, 黃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3631 愛的行動文學獎作品集. 第一屆 韋瑋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39390 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臺北年會. 2014: 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賴瑛瑛, 吳淑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38792 勝王瑜伽經詳解 帕坦佳利(Patanjali)梵文原著; 邱顯峯翻譯.講述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悅之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範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婦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粉末冶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特殊教育學會

品質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001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十五屆Robin McWilliam等作; 張淑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7454 中華民國畫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103年 莊麗雪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3400 景觀論壇: 都市再生的景觀機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所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0510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103年康照宗等著;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103年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會論文組編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53271 探索紐西蘭市場 : 開拓臺鈕FTA商機 黃雅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88 哈薩克與烏玆別克市場商機探索 華紹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25 柬埔寨與寮國產業發展及商機探索 李統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32 印尼與汶萊產業概況及商機探索 范光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49 一讀就通大陸中藥批發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56 北非三國市場商機探索: 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沈瑞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63 一讀就通大陸印刷暨洗染業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70 一讀就通大陸美髮美容業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早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4106 Service!楊斌彥奉獻網球的故事 蘇嘉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98129 2014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暨第五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邁向我們共同的未來: 環境教育跨領域連結論文集巴利士等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98129 2014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暨第五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邁向我們共同的未來: 環境教育跨領域連結論文集巴利士等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33551 臺鐵花車百年史 洪致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2115 東萊博議今譯 呂理胡主持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052122 東萊博議今譯 呂理胡主持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522 毓老師講學庸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陳絅筆記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36539 易經與管理: 時乘六龍經營天下的秘訣 陳明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9216 金門觀光現況及展望: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紀錄專刊. 第3輯李炳團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金門旅臺公共事務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呂祖謙學術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境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鐵道文化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8

網球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905 天光: 太陽花學運攝影集 陳小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004 十架生命事奉: 研究專論: 俞繼斌院長榮休文集 俞繼斌著 精裝 1

9789869099011 十架生命事奉: 活出信仰: 俞繼斌院長榮休文集 俞繼斌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819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會員作品集. 7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0505 兩岸情深.翰墨千秋: 兩岸名家書畫聯展畫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006 一個宣教愛心六十球崙傳奇: 中華基督教協同會球崙教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劉興民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809 國際物流實務案例精選集 中華國際物流與運輸經營協會[著] 平裝 2

9789869126816 國際物流實務與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作業 陳韜編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物流運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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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梅花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基督教協同會球崙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花學運攝影集製作團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3566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論文摘要集. 2014第九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602 兩岸政策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黃泰豪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8530 2014中華萃思學會學術及實務研討會暨第七屆海峽兩岸創新方法研討會論文集林錦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807 國郵史記. 第十輯 曾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5655 中港溪內山流域客家地區部分古典籍彙集 黃彥菁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175662 早期客家地區『蒙訓』教材彙編 黃彥菁編輯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175679 早期客家地區『蒙訓』教材彙編 黃彥菁編輯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01810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專輯. 十一 黃泰源等撰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喬郵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港溪上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菁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萃思學會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5085 臺灣出口績效之結構性因素分析: 隨機邊界引力模型的應用吳佳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108 地緣、能源及中國大陸聯外油氣通路之開發(南亞與中東)歐陽承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115 中國農村基層政權之發展 田君美, 紀舜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11042 「東」、「西」沒有「〇」、「X」: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作品林倩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5325 人之初: 胚胎生命起點的探討 張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332 教導所信,形塑信者: 從聖經看教會教育事工 派瑞(Gary A. Parrett), 康(S. Steve Kang)著; 鄔霈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349 聖經的無誤與協調 黃穎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349 聖經的無誤與協調 黃穎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356 信望愛: 聖經倫理學導論 周功和, 周一心合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5205 百年銳於千載: 中華舞墨專輯 莊壹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402 當代審美牙醫治療 王英斌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24527 電商網戰: 前進兆元市場的致勝關鍵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著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舞墨藝術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審美牙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9789866724541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4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807 臺灣牙科行政經理人經驗分享 陳建宏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111 買得起藝術博覽會 陳虹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37292 活經濟 渡邊哲也著; 黃渝珊總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308 女性的疑難雜症關鍵50問 陳菁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339 這樣寫會考作文滿級分 陳愫儀, 潘韋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346 0-10歲小兒健康書 葉勝雄, 賴貞吟, 詹弘毅合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0109 法式鹹派,優雅上桌 金一鳴作; 廖家威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116 空空的聖誕襪 理察.柯提斯(Richard Curtis)作;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繪; 黃筱茵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123 撫慰人心的歐洲家庭手作料理 瓦勒希.艾克曼史密斯等作;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03764 說來聽聽: 兒童、閱讀與討論 艾登.錢伯斯原著; 蔡宜容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3771 專題研究動手做: 如何指導小學生做研究 許慧貞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藝術經紀國際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醫管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5439 黏膜牙齦美觀手術 Giovanni Zucchelli著; 陳柏堅, 林本信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84194 新編本草學 劉淑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84217 漢方生藥學 木村孟淳著; 李昭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84231 安全使用中藥實證寶典. 常用中藥方劑篇 蔡惠婷等撰文; 林香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84248 安全使用中藥實證寶典. 高風險西藥與中藥併用篇林香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84255 鹿港地區常見藥用植物圖鑑 黃世勳, 黃世杰, 黃文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97837 老屋个牛眼樹 葉日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5388 活化語言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2014活化語言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00060 西方哲學心靈 傅佩榮作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3600077 西方哲學心靈 傅佩榮作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3600084 西方哲學心靈 傅佩榮作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3600114 達賴喇嘛說幸福之道: 菩提道次第修行法 達賴喇嘛藏文口述; Thupten Jinpa英譯; 薛絢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190 逃避主義: 從恐懼到創造 段義孚(Yi-Fu Tuan)著; 周尚意, 張春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206 在莫期科的那場誤會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 張穎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學院外語教學系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興出版



9789863600213 溫柔行走大地 喬夫.道格利希(Geoff Dalglish); 鄧伯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213 溫柔行走大地 喬夫.道格利希(Geoff Dalglish); 鄧伯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220 信任: 社會德性與經濟繁榮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 李宛蓉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201 為權利奮鬥的納稅者 黃俊杰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9137201 為權利奮鬥的納稅者 黃俊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201 為權利奮鬥的納稅者 黃俊杰作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0664 護專學生生物學學業成就、遺傳學概念學習與學習策略、認知發展關係之研究許錦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671 護專學生學習策略、創造性傾向與學業成就之比較研究及其教學應用許錦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688 護專學生學習策略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 王月琴, 許錦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0026 晟世青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033 晟世青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040 晟世青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057 晟世青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10064 晟世青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10088 金牌助理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095 金牌助理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706 生死一瞬間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9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正大



9789869108713 美麗詩篇: 泰戈爾詩文選粹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08720 紀伯倫寓言賞析 鄧韻梅編作 平裝 1

9789869108737 荷之韻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973 螞蟻小寶的阿米哥 謝婷羽作; 謝婷羽, 黃雅凡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79995 懂得交朋友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29 我的第一本圖解記憶術 劉作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36 歡雲樂 尹晨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43 午後薰衣茶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74 我會勇敢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81 隔壁的愛情殺過來. 上, 誰來愛我?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131 哈佛醫師心能量 許瑞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2077 勞保大富翁: 每天6千多萬的勞保死亡給付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07 保險關鍵數字: 21個你必須知道的數字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2121 保單被扣押怎麼辦?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光生物科學研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皮皮與丹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6213 流浪漢傳奇: 5個流浪漢在高雄創出一連串精采的黃金傳奇山田節郎著; 劉佩宜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056 有限元素工程最佳化與穩健性分析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063 Comsol Multiphysics CFD有限元素分析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8052 臺南80攤: 徐天麟帶你吃遍道地臺南美食 徐天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083 安太郎の爺爺 陳銘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168 第一份薪水就該買股票 陳金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199 好起來的力量 寬如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205 我決定放棄減肥 鼻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212 靴下貓. 2, 熱烈歡迎小小夥伴 Toya Yoshie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229 光藏覺醒卡 聖光曌宇, 范雅云, 龐愛文圖卡創作; 吳景斌文字解說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243 熊抱的幸福: 無奈熊讓你勇敢做自己 MxT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250 新手爸媽先懂孩子再懂教: 掌握90個教養關鍵 薛文英, 陳國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83949 白癡 杜斯妥也夫斯基作; 劉韻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94 狄公案 佚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0003 大明英烈傳 郭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0027 說唐演義 羅貫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0034 狄青演義 李雨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0041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杜斯妥也夫斯基作; 王幼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0058 紅字 納撒尼爾.霍桑作; 梁金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0065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D.H.勞倫斯作; 胡依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立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皮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9789865700089 麥克悌格 諾里斯作;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11266 謝謝你: 愛與感恩創作繪本 張晉霖作; 張鎮榮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693 對不起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709 請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716 我愛你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59015 白沙屯媽祖進香之薪火相傳 駱調彬總編輯 精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13613 甲辰詩書畫會建國百年詩書畫冊 董延慶策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8487 體重管理自己來,快樂享瘦一輩子 楊琦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777 安心: 和繼程法師一起禪修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784 你的生活,只能這樣嗎?: 90個吃動睡微提案,只要選擇為身體做對一件事,就可以徹底改變日常惡習湯姆.雷斯(Tom Rath)著; 竇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791 護土親水: 郭中端與她心中美好的臺灣 郭中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14 阿善師的告白: 一位老探長的鑑識實錄 謝松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38 雪中足跡: 聖嚴法師自傳 聖嚴法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白沙屯拱天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甲辰詩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巧育文化



9789866723582 我是毛澤東 Karl Lacroix, David Marriott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742 文明的呼喚: 尋找兩岸和平之路 吳介民等著; 徐斯儉, 曾國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16 1940法國陷落. 卷三, 希特勒在巴黎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23 成為一個人: 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卡爾.羅哲斯(Carl R. Rogers)著; 宋文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30 香吉士一家人: 墨西哥底層生活紀實 奧斯卡.路易士(Oscar Lewis)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643 無法理解的判決: 張家的故事. 2014(中文版) 張玉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7643 一看就懂的讀心術: 察言觀色後,不愚行的18招讀心本事李良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650 辣手猶太人: 「世界第一商人」的致富心法 陳秦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809 腳底按摩一學就通 西川櫻著; 陳潮宗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16 穴道指壓一學就通 西川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23 狂人悲劇英雄: 尼采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30 宇宙心靈 約瑟夫.墨菲原著;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47 瑜珈健康美容法 陳冠丹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54 猶太格言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9096 夢想的顯化藝術 偉恩.戴爾(Wayne W. Dyer)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02 凱若琳的人格原型書 凱若琳.密思(Caroline Myss)著; 林瑞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19 奧修脈輪能量全書: 靈妙體的探索旅程 奧修(Osho)著; 莎薇塔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玉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代表作國際圖書



9789865739126 七道神聖火燄 奧瑞莉亞.盧意詩.瓊斯(Aurelia Louise Jones)著; 陳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33 神奇的植物靈療癒法: 運用植物意識療癒你的身心靈潘.蒙哥馬利(Pam Montgomery)著; 丘羽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40 指導靈訊息卡 桑妮雅.喬凱特(Sonia Choquette)著; 邱俊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157 通往幸福的奇蹟課程 蓋布麗兒.伯恩絲坦(Gabrielle Bernstein)著; 謝明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64 神奇花朵療癒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作; 陶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71 新世代小孩與人類意識大蛻變 P.M.H.阿特沃特(P.M.H. Atwater, L.H.D.)著; 楊仕音, 盧心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88 人間天使的決斷力: 真正去愛,而不是「當好人」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林瑞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195 免於疼痛的自由 彼得.列汶(Peter A. Levine), 梅姬.菲利普(Maggie Phillips)作; 莎薇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201 個人覺知的力量: 增強心靈感知與能量運作的能力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著; 羅孝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218 卡崔娜水晶三部曲. III, 水晶光能傳導: 啟動靈性光體的療癒力量卡崔娜.拉裴爾(Katrina Raphaell)著; 思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225 奧修談創造力: 釋放你的內在力量 奧修(Osho)著; 莎薇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232 高敏感族自在心法 伊蓮.艾融(Elaine N. Aron)著; 張明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249 召喚天使: 邀請天使能量共創幸福奇蹟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作; 王愉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263 奧修靜心治療 史瓦吉多(Svagito R.Liebermeister)著; 陳伊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87573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學習講義. I 孫明華, 賴育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87733 債券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分類精析 金融啟發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7757 數學. A 臧俊維, 施賢文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2387771 電子學實習 李志文, 陳世昌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88211 數學. C 林政輝, 陳柏宇, 黃秀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88327 基礎物理. A 王建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8419 數位設計基礎(職業學校設計群) 陳怡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8495 計算機概論 鄭立鴻, 吳介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88518 基礎化工(職業學校化工群) 簡俊雄, 林錫堅, 林弘志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88532 計算機概論. A 鄭立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8907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學習講義 孫明華, 賴育材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89591 數學決戰60回. C(升科大四技數學領域) 凌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0046 機械材料(九十七年職校課綱) 江元壽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0053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術科必勝寶典 洪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176 電子學實習 李志文, 陳世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台科大圖書



9789863080183 電子學 李志文, 陳世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275 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科試題精選 賴振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0282 工業電子學實習 孫銘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305 工程力學(土木與建築群) 康通能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0374 數學學習講義. C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80381 家庭教育 謝慧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80398 數學. B 陳俊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80404 數學. C 林政輝, 陳柏宇, 黃秀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80442 家政學 陳春茹, 林淑菁, 黃宜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466 電子學實習(九十七年職校電機與電子群課綱) 李志文, 陳世昌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0473 數學學習講義. C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0527 電子學實習(九十七年職校電機與電子群課綱) 周玉崑, 江賢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0534 電子學(九十七年職校電機與電子群課綱) 李志文, 陳世昌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0589 計算機概論(Office 2010): 邁向IC3國際認證 吳燦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787 丙級車床: 車床項學術科含機工類共同學科分類試題通關寶典沈柏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1104 計算機概論 鄭立鴻, 林家德, 簡良諭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81227 化工裝置 陳慎平, 林錫堅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1296 基礎化工 林錫堅, 林弘志, 簡俊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1500 升科大四技設計基礎術科繪畫基礎實作. 2, 進階篇楊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1517 升科大四技設計基礎術科繪畫基礎實作. 3, 綜合篇楊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1593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繪畫基礎術科作品集 楊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1753 乙級數位電子、儀表電子學術科研究大全 掌舵工作室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3082064 愉悅的烹調藝術The art of lovely cuisine 武志安, 周景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2682 丙級西餐烹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冠冠廚藝教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2712 商業溝通. II 洪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3214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電繪圖項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張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3283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專業一、二(基本電學、電子學、電工機械、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模王百分百吳坤星, 宋由禮, 吳坤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3290 機械加工實習含銑床、車床、丙級機械加工 蔡俊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3337 Excel 2010試算表邁向MOCC專業級認證 鄭福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3351 VHDL數位邏輯設計入門實務 黃慶璋, 蔡忠勇編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083382 汽車底盤原理 劉耀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3399 資料庫應用Access 2010: 邁向MOS國際認證(EXAM 77-885)李權祐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3610 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炫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3634 丙級化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趙明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3658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3696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 自來水管學術科通關寶典 文定宇, 黃崇陽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083702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蕭柱惠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3771 照顧服務員學術科通關寶典 護勝照服輔導工作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3825 乙級中餐烹調術科必勝寶典含學科歷屆試題 凱瑜工作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3962 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必勝寶典 劉昭宏, 汪師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167 家庭教育. II 林佳勳, 郭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259 大學電子學實習. 二, 電子電路設計篇 蕭敏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280 飾品設計與專題製作 熊彩香, 陳錦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297 基本電學: 附贈OTAS題測系統 黃仲宇, 梁正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84303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會易通 易鼎工作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327 基本電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 II黃慧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358 超Easy!電腦組裝與系統修復.故障排除DIY(Win7&Win8)資訊啟發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365 網路安全基礎與防火牆: 邁向CIW網路安全助理工程師CIW臺灣辦事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389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攻略. 一, 法規摘要彙編: 主攻術科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587 微處理機 柯建平, 賴明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4617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學習講義. I 何漢, 凌志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64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實習升學寶典 江賢龍, 周玉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4747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淡定分高分王含解析本李宗榮, 蔡文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386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解析 航太, 杜肇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393 升科大四技 資電類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本航太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911 機械製造 蔡俊毅, 賴育材, 李德福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86079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秘笈 孫婉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222 AMA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中高級學科研讀攻略董勝源, ITM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376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黃其聰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406 BAP 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通關寶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437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科試題精選 劉風源, 黃汶晨, 李孟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6468 乙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研讀攻略. 二, 基本工法編: 主攻術科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512 丙級網路架設學術科通關寶典 施清壬, 李明地, 陳兆淞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65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佳彥資訊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666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術科通關寶典 林德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673 測量學實習 沈聰益, 黃培毓, 顏木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668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734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祕笈(Win 7 + FedoraCore12)寶鑑工作坊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758 丙級美容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何玉環, 向翊欣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772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819 丙級電器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聖峯, 詹宓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826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劉生武, 葉佳興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888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6932 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解題好上手 易鼎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7007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2014年最新版易鼎工作室編著 5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87069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術科快攻秘笈 陳美燕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7076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程正豪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7083 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先優工作室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3087106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項)學術科通關寶典周儷淑等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3087137 美顏 鄭雅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7144 機械製造 蔡俊毅, 賴育材, 李德福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83025 丙級車床: 車床項學術科含機工類共同學科分類試題通關寶典沈柏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83391 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學術科必勝寶典 陳炫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6491 機械力學 黃達明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6811 機械基礎實習 廖倉祥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7205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一、二應用力學.引擎原理及實習.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郭庭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7205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一、二應用力學.引擎原理及實習.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郭庭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7403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楊玉清, 郭靜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7465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挑戰A+高分講義 陳惠華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308749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淡定高分王 蕭文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750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I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7564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淡定高分王黃傑編著 七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87571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淡定高分王黃傑編著 七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87762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パワーノートPower Note図書之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7809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典 呂巧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7908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概論升學寶典詹升興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134 家政概論 呂巧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88172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8189 汽車柴油引擎實習 許振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219 Arduino 微電腦控制實習: 邁向AMA中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梅克2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8257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 謝沄芸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3088271 升科大四技基礎圖學術科: 實作. 2(進階篇)含解析本大容設計研究室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3088325 伺服器管理與實務Windows Server 2012邁向微軟MCSA專業技術認證: Exam70-410、70-411、70-412林耀仁, 黃政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35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題庫高分關鍵 謝新洲, 謝輔誠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8387 電動二輪車原理與維修技巧 陳嘉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394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 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美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400 專題製作. 電子電路篇 林明德, WonDerSun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417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專業一、二(家政概論、家庭教育、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林佳蓉, 郭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424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美容科)專業一、二(家政概論、家庭教育、色彩概論、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林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431 商業簡報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邁向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楊乾中, 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088448 專題製作. 車輛篇 洪進源, WonDerSun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8455 專題製作. 土木建築篇 呂卓樫, 張簡宏裕, Wondersun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8462 主題式單晶片原理與專題製作: 使用Keil C語言 徐毅, 張正賢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088479 專題製作. 飲食文化篇 周敦懿, WonDerSun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8486 乙級工程測量學術科必勝寶典 郭耀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493 智高Scratch互動智能積木(S4A)動手玩創意20堂課賴鴻洲, 智高實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509 乙級女子美髮術科實作祕笈 高淑薇, 吳鳳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516 主題式Visual Basic 2012/2013入門與專題製作 徐毅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8523 升科大四技數學BI學習講義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8547 89S51/52 單晶片與專題製作最佳祕笈 黃慶璋, 石博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8554 專題製作. 動力機械篇. A 雷偉斌, WonDerSun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8561 全能音雄Mixcraft數位成音國際認證原廠教材 吳尚樺, 吳建志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8578 PVQC商業與管理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585 Arduino微電腦應用實習(含AMA中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術科試題)施士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608 電子商務應用與專題製作 李保宜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8615 企業倫理 : 邁向BE企業倫理認證 楊政學, 楊百川, 陳勁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653 乙級數位電子術科快攻祕笈(使用AHDL程式碼) 耀家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8660 乙級電器修護學科研究大全 陳煥卿, 王柏順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677 乙級飛機修護術科實作秘笈含學科試題 郭鳴宗, 徐緯民, 尤福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868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快攻寶典(Windows 7 + 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 黃慧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8707 數位邏輯實習附TINA: EDISON模擬電路軟體試用版及實習報告書檔案張志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714 電子概論與實習 范盛祺,楊國榮,吳信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721 家政概論 呂巧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613624 義大利著名詠嘆調逐字對譯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631 德語著名詠嘆調逐字對譯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648 二胡演奏中國民歌200首 趙寒陽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655 二胡演奏技巧訓練 曹德維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613662 二胡演奏技巧訓練 曹德維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7736 全球民航客機現役機種總覽 Manuel Negrerie, 王聖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605037 彩繪譯注增廣賢文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112 詩經新譯: 流轉千年歌未央 李一之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129 歷代人物別署居處名通檢 世界書局整理排印 三版 平裝 1

9789570605136 諸子平議 (清)俞樾撰 三版 平裝 1

9789570605143 曹子建集評注 (魏)曹植撰; (清)丁晏編; 黃節注 三版 平裝 1

9789570605150 古書疑義舉例等七種 (清)俞樾等撰 五版 平裝 1

9789570605167 中國笑話書 楊家駱主編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5323 蛻變雙十 傳承永續: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20週年紀念專刊陳宗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世界民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46

送存冊數共計：148

世界文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53263 先生瞎扯愛 雪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270 二十四小時情人 月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324 撲倒猛漢子 曼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478 長相盼廝守 染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485 鋼鐵私生子 宛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492 大爺,快到心裡來 四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08 有后卿國. 上, 他說復仇路黑,我們一起走 安知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15 有后卿國. 下, 曾經的盟友?現在的敵人! 安知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22 萌捕柔情多 晞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39 就愛小吃貨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46 別讓愛孤單 紅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53 小白兔拒愛悍老闆 寶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60 再也不能見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77 你是誰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84 小姐請放鬆 古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591 中秋愛我 吉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07 我愛中秋 元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14 祕書敢直言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21 慶幸有你 染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38 純情寡婦誘郎君 宛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45 悍妻如至寶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52 皇上太犯規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69 情迷耀眼英雄 萬里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76 不愛又不放 初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83 萬人迷的初戀 糖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690 血腥王子的糖心 桔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706 紅妝擒夫 宛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713 女王的不婚宣言 紅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720 鼎興王朝之逆王狂妃 宇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53737 鼎興王朝之逆王狂妃 宇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53744 鼎興王朝之逆王狂妃 宇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禾馬文化



9789863353751 鼎興王朝之逆王狂妃 宇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53768 俯仰無愧 凌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576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閻沁恆主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4256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263 金光明最勝王經 (大唐)三藏沙門義淨奉制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24270 佛說阿彌陀佛根本秘密神咒經; 佛說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合刊本) 其他 1

9789865924317 佛說千佛洪名寶懺(注音版)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2433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合刊)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094 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第35屆 陳正義等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505 為教育點「京」: 每個孩子都能是自己夢想的CEO京點教育集團教育總監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4784 康麗發財開運寶典. 2013(簡體字版) 林果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284791 康麗發財開運寶典. 2014(簡體字版) 林果昆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玉宸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司馬國際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3

史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印刷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36849 別讓膽固醇殺了你: 積極管理身體膽固醇,降低致命疾病的風險劉接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856 向腦中風說不: 氣血若通滿面春風,氣血不通早晚中風劉接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53830 房屋興建自學: 法律基本功 謝長裕, 張世和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3847 常用小六法 李永然彙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3854 勞動基準法解釋令.判決彙編 周昌湘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574853861 土地稅法規精要 莊仲甫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3878 民事、家事官司與狀例 李永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3885 公寓大廈管理法律一本通 戴東雄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892 幸福房仲成功學: 贏向E化作業&感動服務新趨勢馬先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1938 孤兒浮生錄 阮懷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21 強權新世紀!中國PK美國 丹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119 蔡春三回憶錄 蔡春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0195 李克仁詩文集 李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317 灣裡好好吃: 府城南境小吃大蒐祕 張家鼎文; 張家鼎, 葉柏慶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430 整合及輔助療法入門寶典 胡宗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522 星月湖 梁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546 故事就這樣發生了 林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577 府城醫世情 洪淑美口述; 吳妮民, 張輝潭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591 愛來,癌去: 陪伴5歲女兒戰勝雙癌的守護日誌 鄭錦紋, 鄭錦衾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07 教育是個什麼東西? 黃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14 工作,野度假: 親子工作假期另類教育實踐 孟琬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52 紫微斗數原論 方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白象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立得



9789863580683 星神諭: 旅途的開端 千里尋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90 寒假 dj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06 熱血玉中.約定 陳思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13 不好意思,今天沒有買一送一 廖峰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20 鬼唱: 戲曲劇本六種 吳明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37 史上最強1000種和弦記憶法: 一天學會鋼琴、吉他、烏克麗麗、和弦應用1000種湯楷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44 晦澀童話.塗鴉集 宋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68 生活記趣 蕭正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12 吉樂三國 鄭維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29 與你相約起點 紫凝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04 小呆的一生 人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11 親子臺語 陳浪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80942 Love without Borders: 16歲的非洲小老師 Khea Ch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66 打開視界 宋隆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73 見緣起即見佛 了空無雲和尚, 釋慧空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87078 福氣祐新莊: 新莊地區土地公廟訪查實錄 呂江銘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1838 楞伽經詳解. 第四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45 楞伽經詳解. 第五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52 楞伽經詳解. 第六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69 楞伽經詳解. 第七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76 楞伽經詳解. 第八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83 楞伽經詳解. 第九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90 楞伽經詳解. 第十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006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第5輯 1

9789865655013 中觀金鑑: 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孫正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石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9789865655020 實相經宗通.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037 實相經宗通. 第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044 實相經宗通.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068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第6輯 1

9789865655068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第6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3526 再論臺灣客家文化產業與創新 黎淑慧, 江順裕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540 人際關係與說話藝術 黎淑慧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557 實用簡明小六法. 2014 何曜琛等編著 30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13572 精解國語辭典 弘雅圖書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增訂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462977 興才的心靈地圖 李興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60045 科普媒體多寶盒: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發展計畫 關尚仁, 陳清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0120 媒體星球之旅: 透過鏡頭,說一個我們的故事 周家榮, 曾慧菁文字; 周家榮等攝影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749699 玩詩練功房 林德俊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12 雙面人生 珍妮.瓦倫堤作; 李紫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29 再見黑西裝叔叔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36 童年那一場意外 羅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作; 伍立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36 童年那一場意外 羅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作; 伍立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弘揚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弘雅圖書



9789575749743 好戲開鑼 貢敏文;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43 好戲開鑼 貢敏文;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50 拍案驚奇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50 拍案驚奇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67 楊家將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67 楊家將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74 妹妹醒來了 酒井駒子作; 宥詩譯 初版 精裝 2

9789575749798 石頭的笑臉 馮輝岳著;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798 石頭的笑臉 馮輝岳著;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804 蘿西美好的一天 蘿拉.瑞金(Laura Rankin)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273 走自己的路: 學徒發明家沈順從打拚改變命運 沈順從口述; 楊麗玲採訪.撰寫 初版 平裝 3

9789865661014 傅培梅: 五味八珍的歲月 傅培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038 臺東.風和日麗: 逛市集X訪老屋X賞文創X玩手作廖秀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045 浪漫的巴黎文學徒步之旅: 世界上最美的步道 約翰巴克斯特(John Baxter)著; 傅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052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61076 馬來西亞邊吃邊玩邊投資: 樂活在大馬 伍安琪, 王琇瑛, 吳恩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090 歐洲市集小旅行: 巷弄小鋪X美好雜貨X夢幻玩物石澤季里作; 程馨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06 金融交易聖經之圖形辨識 拉里.裴薩文托(Larry Pesavento), 萊絲麗.喬弗拉斯(Leslie Jouflas)合著; 羅耀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13 想和貓咪說說話: 那些貓咪不說你不會懂的73個祕密野澤延行作;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20 舞麥. 2: 天然食材的美味麵包 張源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37 東京: 裏風景 深旅行: 19條私旅路線,218個風格小店,大滿足的旅程羅恩靜, 李荷娜著; 韓曉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44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61151 日本自衛隊圖鑑 黃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68 天崩地裂之後: 33位智利礦工的現代奇蹟 強納森富蘭克林著; 傅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75 喵。和我ㄧ起說貓話: 了解貓咪在想什麼的84種方法春山貴志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182 高爾夫球聖經: 從開球到揮桿全解,頂尖高爾夫球專家教你打好球馬克.史密斯(Mark F. Smith)編;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7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禾楓書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87480 物理治療精選. 5, 操作治療與輔具學 胡柏婷, 葉佳文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6287534 運動人,你的職場在這裡!實現你夢想工作的聖經: 運動生涯規劃黃崇儒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541 休閒遊憩概論 Human Kinetics作; 黃振紅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558 核心肌群訓練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Association作; 林貴福, 朱真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565 神經物理治療學 王瑞瑤等作; 林光華主編 修訂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87572 神經物理治療學 王瑞瑤等作; 林光華主編 修訂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6287596 物理治療精選. 1, 解剖與生理學 駱明潔作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32969 嚕嚕嚕: 小紅小黑一起玩 柏原晃夫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976 轉啊轉: 小圈圈一起玩 柏原晃夫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983 圓滾滾: 小橘子一起玩 柏原晃夫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990 嗡嗡嗡: 小蜜蜂一起玩 柏原晃夫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584 自然小百科 鐵皮人美術編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591 知識小百科 鐵皮人美術編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607 趣味動物小百科 鐵皮人美術編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614 地球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621 幼兒全語言教育: 謝謝! 袁妙霞作; 洪波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433638 幼兒全語言教育: 我愛爸爸媽媽 袁妙霞作; 洪波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433645 幼兒全語言教育: 大家一起玩 袁妙霞作; 野人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433652 幼兒全語言教育: 天上有什麼? 袁妙霞作; 野人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433669 幼兒全語言教育: 捉迷藏 袁妙霞作; 野人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7534 善友為依 憶母堂蓮友編輯擷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平彰德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5646 深宮鳳帷春醉: 廢妃撩君心. 卷一, 初識 壞妃晚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660 夢鎖深宮. 上卷, 淺梨暗香 水凝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677 皇上,有種單挑本宮 女巫之貓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8989504 皇上,有種單挑本宮 女巫之貓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8885684 深宮鳳帷春醉: 廢妃撩君心. 卷二, 驚濤 壞妃晚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691 夢鎖深宮. 下卷, 流雲遺恨 水凝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511 深宮鳳帷春醉: 廢妃撩君心. 卷三, 雷霆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535 深宮鳳帷春醉: 廢妃撩君心. 卷四, 悅君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559 皇上,有種單挑本宮 女巫之貓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8989566 家有鹹妻. 卷一, 宛家庶女嫁王爺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573 皇上,有種單挑本宮 女巫之貓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8989597 二嫁. 卷一, 王爺,請接休書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05 家有鹹妻. 卷二, 知人知面不知妻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12 二嫁. 卷二, 千金難求下堂妻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36 花田喜廚. 卷一, 穿越天啟.奇花入食 方樂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43 花田喜廚. 卷二, 皇級靈僕.助陣神廚 方樂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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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67 二嫁. 卷三, 亂點鴛鴦配成雙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81 花田喜廚. 卷三, 王爺抬愛.妙手解題 方樂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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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07 二嫁. 卷四, 無福消受美男恩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21 花田喜廚. 卷四, 小顯神威.又見穿越 方樂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45 家有鹹妻. 卷五, 不負天下不負卿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69 二嫁. 卷五, 今生願嫁有情郎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76 花田喜廚. 卷五, 賊喊捉賊.天生一對 方樂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76 花田喜廚. 卷五, 賊喊捉賊.天生一對 方樂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90 天家錯妃. 卷一, 御筆點紅妝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007 天家錯妃. 卷二, 鳳詔只為伊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045 醫門嫡女. 卷三, 流光容易把人拋 秋水靈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052 二嫁. 卷六, 只願卿心似我心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052 二嫁. 卷六, 只願卿心似我心 雪山小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113 夢鎖深宮 水凝煙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74137 醫門嫡女. 卷四, 自是長恨水長東 秋水靈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144 名門正妻. 卷六, 情郎福妻花開春暖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151 天家錯妃. 卷三, 美人捲珠簾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168 天家錯妃. 卷四, 朱門不太平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175 醫門嫡女. 卷五, 願我如星卿如月 秋水靈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199 醫門嫡女. 卷六, 執手予諾共今生 秋水靈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645 彼得與狼 錢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4652 天鵝湖 錢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4669 胡桃鉗 錢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4676 動物狂歡節 錢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4683 葛蓓莉亞 錢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115 韓訓成潑彩世界 韓訓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507 行者常至 為者常成: 當代工筆畫家張西邨 魏瑛慧總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728 仿培根的三習作 強納森.利特爾(Jonathan Littell)作; 林心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7735 咆哮誌: 突破時代的雜誌 鄒欣寧等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7742 聰明網路使用手冊 霍華德.瑞格德(Howard Rheingold)作;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7766 創世紀的創世紀: 詩的照耀下 周易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正觀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喆策展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8

古韻文化



9789869087773 我們都是食人族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l-Strauss)著; 廖惠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367 女守富不敗保錢術: 女人必防的18個花錢陷阱 張倩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5487 機甲盤古 林迺晴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8875470 機甲盤古 林迺晴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69083 精緻圍棋入門講義 陳瑞琳作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9209 空山問月 野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687041 韓華大辭典 戴郁軌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641 似花非花 鄭麗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7658 翁明哲: 流動的街 翁明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人品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名人兒童圍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好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9762 進化的DEMATEL系列: 四主題DEMATEL 吳偉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547 關鍵字 =愛!: 當季蔬食+無麥麩+全食物+低溫烹調賴家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54 北海道幸福時光 Kunaw magazi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61 回家晚餐: 月光食堂101道從蔬菜、魚肉、湯品到主食的家常料理梅村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85 覺醒之後: 關於開悟的真相,以及如何將靈性覺醒落實在生活實相之中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9579 陽宅辭典 梁湘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8859586 堪輿辭典 梁湘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8859593 紫微斗數四系大辭淵 梁湘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080903 術天機太乙金井紫微斗數 梁湘潤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5616 開運納福農民曆. 2015年 [西北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23 玩家一定要珍藏的極品名車 圖說天下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30 圖解山海經 徐客編著 平裝 1

9789865975647 古馬雅密碼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54 紫微斗數一本通: 觀命分析 林庚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61 江柏樂開運招財農民曆. 2015 江柏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78 林正義工商開運農民曆. 2015 林正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92 驚人的巧合 張樂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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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元科技顧問



9789865975708 可怕的現象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715 佛畫.金剛經 鳩摩羅什, 林正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75722 求醫就求老中醫 陳映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75739 新時代開運風水：居家擺設 裝潢設計 建材挑選，訂製個人化旺宅好運風水約娜.布迪(Iona Purti); 宋晨晨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3913 AURA. 6, 避難所 Roger Ballen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3920 忘憂路: 王亞彬作品 王亞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3937 奇遇圖: 李濤 李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3944 幽國: 譚軍作品 譚軍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4198 旅遊導覽英文 林慧瑛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205 Super easy English 陳新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001 日本銷售女王的魔鬼細節: 你從未重視過的這些基本功,竟是致勝關鍵!?朝倉千惠子原著; 百年翻譯社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400 快樂農場 Phoebe Chang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年國際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后里之音薩克斯風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米英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亦安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528 鑑古知公司法 李洙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92535 鑑古知民法 李洙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92542 鑑古知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64025 用繪本跟孩子談重要的事 幸佳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32 一分鐘視力革命: 7招提升含氧量,近視、老花眼、乾眼症、飛蚊症、散光、斜視自然好今野清志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49 學習就是要有計畫!: 美國SAT榜首的考試、記憶、動機訓練法吳宗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56 輕鬆解決胖累痠麻痛的三角脊椎枕 秋山融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63 揮之不去的疲倦,是因為「腎上腺疲勞」 本間良子作;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70 德國流掃除術: 1條毛巾,15分鐘,享受舒適亮潔的家沖幸子作;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87 時間就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斯堪地父母的心靈滿足教養法黃善俊, 黃蕾娜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094 40歲起這樣動,遠離三高體力好: 見證者不斷的活血逆齡操倉本惠理子作;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1355 想開了自然微笑,看破了肯定放下!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393 淡定力: 淡定人生不浮躁 王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508 20幾歲,自己的人生自己戰鬥! 水淼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515 激勵自己才能改變命運 林慶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522 20幾歲,打造通往未來的許可證(文庫本) 水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539 20幾歲,邁向成功的人際關係法則(文庫本) 水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591 寂寞: 學習寂寞!享受寂寞!創造寂寞! 任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621 抓狂是跟自己過不去 林慶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843 為自己打天下: 崩世代,打造自主人生的五堂課 袁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867 心底那一抹最甜的滋味 宋潔心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881 路上沒有你,也會好好走下去: 在琅勃拉邦邂逅散步與慰藉的時光\崔甲秀著; 黃筱筠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好的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何



9789866141904 20幾歲,就定位: 打造通往未來的許可證 水淼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1911 我們戰勝了癌症 陳月嬌, 黃健原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928 黑森林幸福華爾滋 李燕瓊, 史芮荻(Freddy Schietecatte)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598777 中學生跟我這樣讀古典散文 陳銘磻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8883 別讓心靈佈滿皺紋 安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217 全世界聰明人都在玩的智力遊戲 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255 每天玩一點科學遊戲 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38 昌盛書屋論文集 程其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83 關於資治通鑑的100個故事 歐陽文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606 與近代知識分子談心經 張之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620 天子的家奴 楊書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637 破解靈界的秘訣 林吉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644 關於宗教聖地的100個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682 六個星期六: 和壞的人生說再見 Vera, Ja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767 關於法律的100個故事 徐子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5339 圖書館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s)圖; 陳靜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322 電影院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s)圖; 陳靜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346 我是老大! 提利(Thierry Lenain)作; 戴爾飛(Delphine Durand)繪; 謝蕙心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353 薩琪想要一個小寶寶 提利(Thierry Lenain)作; 戴爾飛(Delphine Durand)繪; 謝蕙心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6609 唐宋好詞,永恆的情思 楊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630 說故事的領導: 說出一個好故事,所有人都會跟你走!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宇河文化



9789866006647 向哈佛菁英學思考: 全球菁英都在學的自我意見建立法狩野未希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654 想要領高薪,絕對不能死腦筋!: 決定薪水的不是能力,不是業蹟,是老闆有多需要你!木暮太一著; 默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661 分裂的全球 伊恩.高登(Ian Goldin)著; 林麗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708 麗似夏花 羅品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51575 實力養成攻略. 寫作篇 康璿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851582 實力養成攻略. 寫作篇 康璿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851834 Happy phonics(橙本)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841 Happy castle: amazing colors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858 Happy castle: my little friend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865 Happy castle: yummy!yummy!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872 Happy castle: all about me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889 A new color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02 Becky loves to share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19 Buzz and Kate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2906 有感: 我們如何能表述這世界? 周家輝, 賴駿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3818 Step to elementary(student book) John Ross 2nd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同流膜跨域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安格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肉制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的堡網路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467968 人文攜手 陸徵祥著; 趙燕清, 潘玉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9103 玩玩羊毛氈: 文具、生活雜貨、旅行小物和可愛飾品林小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26 西點麵包烘焙教室: 乙丙級烘焙食品技術士考照專書陳鴻霆, 吳美珠作 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33 5分鐘涼麵.涼拌菜.涼點: 低卡開胃健康吃 趙柏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264 首爾Seoul: 好吃、好買,最好玩 陳雨汝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9295 第一次幫寶貝剪頭髮 砂原由彌作; 陳麗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23 穿越馨生愛上你. 卷一, 遇穿越,庶女入學院 尤加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30 手作族最想學會的100個包包Step by Step: 1100個步驟圖解+動作圖片+版型光碟,新手、高手都值得收藏的保存版楊孟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9547 穿越馨生愛上你. 卷二, 多事端,庶女諸葛亮 尤加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54 LIFE. 2, 平常味: 這道也想吃、那道也想做!的料理飯島奈美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78 香港HONG KONG: 好吃、好買,最好玩 王郁婷, 吳永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9585 穿越馨生愛上你. 卷三, 遇月老,小女寧為官 尤加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592 新手烘焙,基礎的基礎: 圖片+實作心得,超詳盡西點入門書林軒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08 穿越馨生愛上你. 卷四, 歷危難,小女芳心動 尤加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15 愛的被告 初翁.查雅金妲(Chuwong Chayajinda)著; 何雅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22 穿越馨生愛上你. 卷五, 越千年,終能共枕眠 尤加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46 純手感北歐刺繡: 遇見100%的瑞典風圖案與顏色卡琳.荷柏格(Karin Holmberg)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53 150-500大卡減肥便當,三餐照吃免挨餓的瘦身魔法: 3個月甩掉25公斤,美女減重專家親身經驗大公開李京暎作; 李靜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60 我的30天減重日記本 美好生活實踐小組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84 絕對好吃!的100道奶蛋素料理: 堅持不用加工素料!自然食材隨處可買&簡單快速隨手好做江豔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691 生活如此美好: 法國教我慢慢來 海莉葉塔.希爾德(Henrietta Heald)著; 楊雯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07 打造北歐手感生活,OK!: 自然、簡約、實用的設計巧思蘇珊娜.文朵(Susanna Vento), 莉卡.康丁哥斯基(Riikka Kantinkoski)著; 涂翠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14 跟著大叔練身體: 1週動3次、免戒酒照聚餐,讓年輕人也想知道的身材養成術金元坤著; 李靜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721 不只是繡框!100個手作雜貨、飾品和生活用品 柯絲蒂.妮爾(Kirsty Neale)著; 曾多聞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雀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705 美式脈衝脊骨肌肉神經活化整療學臨床指引口袋書: 初階通則課程、進階專業課程林威廷, 鄭仲傑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1132 六祖法寶壇經導讀 吳吉霖, 吳易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604 全球綠人憲章中譯本. 2012 全球綠人臺灣之友會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8355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第4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19990 機械概論 許建育,陳俊炫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9724 會害羞的葉子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731 地震來了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755 怪物咔咔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762 討厭的沙子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779 松子哪裡去了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878 誰弄壞了木桶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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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綠人臺灣之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藥品雜誌

旭康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祥富貴



9789866099885 可怕的龍捲風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892 小花蛇長大了 朱英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977 靈活處事禪心待人: 老禪師的生活智慧 東離子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1610 自然生活記趣: 臺灣兩棲類特輯 江志緯, 何俊霖, 曾志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96489 林倩妏作品集. 2014 林倩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564 界限之外: 賴惠如數位創作展作品集 賴惠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6700 以智慧型互動數位學習網實現科技英語適性化測驗並以學習歷程進行學習成效分析鄭淑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19954 荷嚴智慧語錄 荷嚴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4277 哈佛式英文: 國際英標自然發音(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284 哈佛式英文: 國際英標自然發音(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291 哈佛式英文: 國際英標自然發音(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84314 哈佛式英文: 字根字群(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321 哈佛式英文: 字根字群(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338 哈佛式英文: 國中單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345 哈佛式英文: 國中單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352 哈佛式英文: 字加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369 哈佛式英文: 字加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自然醫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合運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印斐納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9789865884376 哈佛式英文: 相反詞(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383 哈佛式英文: 相反詞(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390 哈佛式英文: 相關詞(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406 哈佛式英文: 相關詞(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413 哈佛式英文: 字變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420 哈佛式英文: 字變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437 哈佛式英文: 輔助音節(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444 哈佛式英文: 輔助音節(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451 哈佛式英文: 文法(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468 哈佛式英文: 文法(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475 哈佛式英文: 俗語(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482 哈佛式英文: 俗語(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499 哈佛式英文: 英文短句(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84505 哈佛式英文: 英文短句(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84024 哈佛式英文: 字反字(簡體字版) 王崑勝作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003 草聖遺風 釋草傳世: 任漢平書法世界 蔡振祿, 陳彩雲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8201 生命的分水嶺 許天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25 光明珠璣集 聖賢仙佛作; 光慧文化編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68232 論語(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49 老子莊子(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56 孟子(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87 光明的智慧. 6, 大學白話聖訓選輯 聖賢仙佛作;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94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五, 論語 (明)鄧林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768300 道之尊貴 張清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任漢平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600 黑白無常與惡魔姬君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95617 黑白無常與惡魔姬君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95624 黑白無常與惡魔姬君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812 寫給青年藝術家的信 基頓.克萊曼(Gidon Kremer)作; 江世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3829 聽不見的鋼琴家 宮本円香作; 陳偉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7410 舌尖上的辦公桌 李志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27 腳步慢一點,心靈近一點 舟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57767 失控的銀行: 通膨、失業、衰退,都是銀行失序而產生的連鎖效應,該如何解決?馬丁.海威格(Martin Hellwig), 艾娜特.阿迪瑪特(Anat Admat)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57 辭職,去旅行!: 拿出勇氣瘋狂一次,你會看見世界上最美的風景蔻蔻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64 冏超大!這樣說英語,老外聽不懂!? David A Thay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71 搞定150個英文口語主題,我跑遍全世界吃喝玩樂壹佳英語創作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3688 淘寶開店!小資翻身,賺大錢 胡書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95 辦公室「靠」邊站: 掌握氣氛、說對話的108個職場小撇步何躍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01 不降價,才會賺大錢 松野惠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18 幹嘛有壓力?: 找到你的壓力源,不再心煩的22個處方箋吳娟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百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好優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8

米樂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有樂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2081 實用性學的創立和展望 阮芳賦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2098 女陰的笑聲 黃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3102 藝術與瘋狂 黃燦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2362 基本電學(講義式)搶分秘笈 張駿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51073 生命教育: 享受豐盛的生命 得榮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2987 康雷: 雄風再起.勢如破竹專輯 劉家丁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72764 科學100: 學生必讀的100個科學知識您必需要懂的許純鳳作; 金正進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72900 蜘蛛、蚊子與瘋子 金 Han Byeol編; 楊國群譯; 權五玹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17 永遠的寶物: 醜陋的拉比 李旼真編; 楊國群譯; 金昶熙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24 羅馬皇帝與拉比 李英恩編; 楊國群譯; 黃烑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31 阿吉巴的旅行 具修姬編; 楊國群譯; 崔恩英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48 成為國王的僕人 全孝廷編; 楊國群譯; 許秀鎮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55 遺失的寶藏 金美希編; 楊國群譯; 金美圭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62 煮熟的雞蛋和豆子 金仙榮編; 楊國群譯; 金順英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79 三兄弟 安修妍編; 楊國群譯; 具潤煝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86 父親的遺產 徐彩麟編; 楊國群譯; 全炳俊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2993 第七位客人: 奶桶裡的三隻青蛙 鄭智仁編; 楊國群譯; 安恩珍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85004 船上的洞: 拉比與鑽石 金水令編; 楊國群譯; 韓喆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85011 真正的孝順: 拯救主人的忠狗 鄭智仁編; 楊國群譯; 黃受岷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聲影視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企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旭營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96292 老師,我想跑 王華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308 春風少年 陳啟淦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315 懷念綠衣男孩 陳啟淦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322 我們都是六號 姚羽文; 陳貴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537 蝦子的滋味 陳啟淦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544 螢火蟲賞花燈記 陳啟淦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551 榕樹公公 陳啟淦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6568 飛吧!小白鷺 陳啟淦文; 黃麗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42375 走向世界!哈佛、牛津教你如何鍛鍊思考力 福原正大著; 陳昭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382 你猜誰存得比較多?: 資深銀行員才知道的25個致富內幕菅井敏之著; 俞姵箖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399 將世界菁英的工作方式整理成冊 金武貴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05 犯了戒 費迪南.馮.席拉赫著; 薛文瑜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12 賣到顧客的心裡: 日本新經營之神四十年不敗的工作精髓鈴木敏文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29 站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未來: 歐美亞10國工作趨勢觀察報告金蘭都, 李載赫著; 葉雨純, 李統一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3002 夢.飛行: 王羅蜜多詩畫集. 2013-2014 王羅蜜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43492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043447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454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豆儿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代多媒體

送存冊數共計：13

企鵝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先覺



9789863043461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43478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043485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043539 后宮: 如懿傳 流瀲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560 食足良緣 米可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577 食足良緣 米可麻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584 食足良緣 米可麻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607 貴女二嫁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614 貴女二嫁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621 貴女二嫁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645 初來嫁到 三嘆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652 初來嫁到 三嘆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83879 世間解: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三屆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第三屆畢業展參展同學合著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2540 釋迦牟尼佛傳(漫畫版) 星雲大師原著; 林鉅晴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72564 法華玄義探微 沈海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2595 佛光山靈感錄. 第一集, 轉念世界就改變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2601 宋代禪宗辭書: <>之研究 黃繹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2656 中國佛教通史 鎌田茂雄著; 周淨儀譯 二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572670 佛教文獻與文學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2687 中興棲霞之祖: 宗仰上人行誼 沈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2724 祥龍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2793 中國佛教通史 鎌田茂雄著; 賴昱均譯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572816 僧事百講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572823 僧事百講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572830 僧事百講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5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



9789574572847 僧事百講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574572854 僧事百講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574572809 僧事百講 星雲大師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572915 中國佛教通史 鎌田茂雄著; 關世謙譯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573325 吉蛇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7500 佛光大辭典 慈怡, 永本主編 增訂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77517 圖解淨土生活 釋如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7517 圖解淨土生活 釋如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1522 獻給旅行者們365日: 中華文化佛教聖典 蔡孟樺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85894 世界文化史(包含臺灣史) 黃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129 公共管理精論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464 經濟學關鍵焦點題庫Q&A 徐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570 行政學(研究)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976 法律常識 陳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990 公民(含一般法律常識) 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010 英文關鍵讀本 郭政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034 臺電、中油、臺水: 法學緒論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133 機械概論(常識) 楊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164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清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584 衛生行政關鍵教戰 康情, 陳連城, 王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12 抽樣方法 王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7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佛光出版社



9789861287829 警專數學 王瑋, 吳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36 不動產經紀人主題式(三合一)考前速成 林育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43 政治學考點寫作範本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43 政治學考點寫作範本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5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 張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74 不動產經紀人主題式(民法、國文)考前速成 志光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81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 高才訣學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898 文化人類學 黃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04 縱橫監獄學 何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11 公共政策精論: 議題分析與應用 陳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35 主題式刑法總則 沈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42 課程與教學 陳沁, 黃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59 政府會計 張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66 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完全攻略 陳治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73 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完全攻略 陳治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80 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完全攻略 陳治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997 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完全攻略 陳治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4145 影子科學 謝繡竹著 初版一刷 平裝 第4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6121 ABC英語故事袋. 伊索寓言篇 蕭喬萍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169 老闆要你會的職場英語必用句(點讀擴編版) 王琳詔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176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12 Jason Cheng[主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76183 CNN主播教你老外最常用的英文慣用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190 IKU老師說一定會考的新日檢高分單字N2-N1 佐藤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206 天使在她身旁: 跨越山與海的芥菜種 肯尼斯.威爾森作; 邱立菱, 郭威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213 芥菜仍在茁長中: 跨越山與海的芥菜種 蒲腓力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良辰



9789865776220 CNN主播教你財經商業必備英語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237 TLC互動英語: 珊曼莎教你用英語暢遊歐洲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244 上班族不能不會的開會+簡報即用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251 Step by Step: 英文寫作特訓班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268 歸納聯想托福必考10,000字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275 看聖經學英語: 上帝的祝福 申文怡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114 解構英文文法王 沛馨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282 美國生活片語王 沛馨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299 圖解上班族單字王 錢玲欣, 盧沛馨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305 超實用2500短句王 錢玲欣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060 生活情境英語圖解大百科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312 現代基督教論辯: 系統神學評論 林建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329 New step for GEPT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5776336 一本就夠用!: 新日檢N2單字王 佐藤生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343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nglish for professionals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350 今天不開藥,醫師教你抗失智 蔡佳芬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367 英語相似詞解析: 通過語料庫掌握英語單字正確用法黃希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374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beginners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381 GEPT完全命中全民英檢初級全真模考+詳解試題本(挑戰版)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398 新日檢N1單字王 佐藤生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404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 模考+解析攻略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411 藍色小精靈的生活英語圖解教室 沛馨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428 ABC英語故事袋. 世界真奇妙 蕭喬萍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510 New step for GEPT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6435 New step for GEPT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776503 New step for GEPT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776442 升科大.四技二專: 統測完全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459 日語必學基本功: 50音+句型+會話 佐藤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466 看影片學英語: 用英語去旅行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473 圖解速記英語1200字 沛馨, 錢玲新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480 GEPT完全命中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全真模考+詳解試題本(擬真版)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776497 Next horizon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527 英語易混淆字比較分析 呂命君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534 New connection: bring your english to the next level. 2B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541 New connection: bring your english to the next level. 2A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558 CSEPT: exam essentials: practice tests and explanations張惟權, 陳憶如, 王怡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565 Tourism&hospitality English for professionals(student's book)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776572 CNN主播教你說英語: 企業品牌故事+CEO專訪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589 GEPT完全命中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全真模考+詳解(擬真版)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776596 看影片學英語: 跟老外做朋友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602 College English(student's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776619 College English(student's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776626 My Life生活英語圖解 沛馨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633 圖解生活英語王(口袋書) 王琳詔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640 閱讀造就英語力: 看經典名著學英語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657 看聖經學英語: 路得記 蕭喬萍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6259 郵政考試.企業管理大意 楊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557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 林崇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762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黃卓盛, 吳曉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779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衍生性商品風險管理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黃卓盛, 吳曉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786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期貨、選擇權與其他衍生性商品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黃卓盛, 吳曉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793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期貨法規與自律規範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黃卓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809 淘!: 可淘出保險千里馬的增員系統 劉建宏作 平裝 1

9789865926816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速成 柳威廷, 吳憶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823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歷屆題庫完全攻略(101年試題)林玉敏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830 手作創意: 新娘飾品講座 宋亦樊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847 證券商業務員 速成 湘翎, 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854 FRM考題精選與中文精析 徐朗, 雅風作 平裝 1

9789865926854 FRM考題精選與中文精析 徐朗, 雅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3

宏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77410 六壬絕學秘籙 永靖大法宗師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3966 創富,金錢的磁力法則 劉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1045 不要討厭我嘛! 王力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76 月牙兒 林加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83 不和媽媽說再見 趙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06 作文一點靈: 小學作文得分三大招 廖文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13 航夢少年 玻璃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7766 網路管理與應用基礎: 98-366 Networking fundamentals劉聰仁, 蔡東亦, 許家祥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7773 資料庫管理應用基礎: 98-364 Database Fundamentals蔡東亦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7780 視窗作業系統管理基礎: 98-349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Fundamentals劉聰仁, 蔡東亦, 許家祥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7797 軟體程式設計開發基礎: 98-361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蔡東亦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05 .Net程式設計開發能力基礎: 98-372 .Net Fundamentals蔡東亦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12 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基礎: 98-367 Security Fundamentals劉聰仁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29 伺服器管理與應用基礎: 98-365 Windows Server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蔡東亦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36 HTML5應用程式開發能力基礎: 98-375 HTML5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蔡東亦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43 行動裝置開發與應用基礎: 98-373 Mobil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蔡東亦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治國際



9789863262428 走進尹浩鏐的故事 白舒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527 張隆溪文集 張隆溪作 一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3262688 霞光萬丈: 和權詩集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701 身體意識形態: 論漢語長篇(一九九0-)中的力比多實踐及再現朱崇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749 學科互涉與文學研究方法論革命 馮黎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756 A moment of joy: essays on art, writing, and life Tzu Yu Allison Lin[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763 現代記憶與實感經驗: 現代中國文學散論集 金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787 從紅衛兵到跨國黑幫: 林家品長篇小說 林家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00 豹子洞: 中國1957右派亡命者與山民的苦難史 房文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17 回望：古冬文集 古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24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輯刊. 第一輯 楊乃喬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31 天地吟: 雲霞文集 雲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48 翻譯梁實秋 許祖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55 中國文學的真實觀念 姜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62 綻放與凋謝: 雨弦生死詩研究 蔡淑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79 敘事學理論探賾 申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86 眾星喧嘩: 天狼星詩作精選 溫任平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893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對亞洲權力結構的影響 賴岳謙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3262909 廢話集(簡體字版) 徐明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16 中國娼妓史 王書奴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23 二十世紀經典中文小說評析 劉益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30 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 馬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47 颱風意識流: 王羅蜜多新聞詩集 王羅蜜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54 童心.夢想: 兒童文學的想法 林煥彰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9019 影響: 11個故事: 人生尋寶之旅 找到熱情與感動王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們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宏津數位科技



9789868758025 臺灣真善美 夢想: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專書.第八屆林建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58025 臺灣真善美 夢想: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專書.第八屆林建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655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 2, 從害羞變聊天王的退羞大全萊拉.朗德絲(Leil Lowndes)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662 這一生為何而來: 靈界導師的10門課 安士利.麥克勞(Ainslie Macleod)作; 黃貝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08679 新多益3冠王腦力全開記單字: 字根、諧音、心智圖醒腦3寶,背過不會忘!連育德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707 一生,至少該有一次說走就走 章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62 本文作者為國寶級白目 馮光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79 本文作者為國寶級白目. 2, 白目自白 馮光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86 丹裡的肖像 吳松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519 Grant's人體解剖學實習指引 Patrick W. Tank作; 胡明一, 曾拓榮, 黃雍協編譯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506 Light Q Lam作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71931 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 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教授揭開心智運作的真相尼可拉斯.艾普利著; 陳信宏, 崔宏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948 感謝主,我還是個諧星: 笑著勇闖生命難關的女孩吳瑋萍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我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茲文化



9789861371955 被討厭的勇氣: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岸見一郎, 古賀史健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962 商場上最重要的提問力: 問對問題,讓客戶愛你、同事挺你、老闆信任你松田充弘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5356 學校沒教過的美國人常用俚語 Brian Foden作 其他 1

9789866045523 好快!10天背完2000越南語單字 魏明哲作 其他 1

9789866045530 媽媽與孩子最棒的第一本親子英語學習書 冊兒冊兒作 其他 1

9789866045554 日語初學者的第一本漢字學習書: 連日本人都要學會的漢字姜星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208 經緯測量: 薛保瑕個展. 2014 薛保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44990 音樂(乙版) 王茜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005 生命教育All in One 劉桂光, 彭川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012 藝術生活. 音樂應用藝術篇 廖耿志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8029 餐旅概論. I 許美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8050 數學CIV分冊講義 宋志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067 音樂. 一(乙版) 葉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074 國文精讀 林金順, 廖枝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098 數學C百分百 祝琪, 士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135 美術(乙版) 潘家欣, 張力中, 許學鳴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110 阿底峽尊者傳 釋迦拉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育慈佛教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赤粒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1218 醫聖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丁華永編著 平裝 1

9789865911225 行銷策略之應用 林育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249 物流運籌管理 葉英斌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256 幼兒學習檔案範例 張毓幸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263 壓力紓解與身心調適 陳雪芳編纂 平裝 1

9789865911270 慢飛啟航: 早期療育概論 陳英豪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51373 臺灣漫畫記 陳仲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90319 張瑀庭上菜 狗狗健康手作料理 張瑀庭, 曾子謙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326 搭地鐵吃新加坡美食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326 搭地鐵吃新加坡美食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333 小清新書時光 李麗文, 韓小蒂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357 搭地鐵玩巴黎 廖苑伶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364 東京玩全指南 薛展汾,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371 姊妹淘東京 林昀萱, 繆育芬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371 姊妹淘東京 林昀萱, 繆育芬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388 澳洲玩全指南 Alicia Wu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388 澳洲玩全指南 Alicia Wu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395 搭地鐵玩京阪神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395 搭地鐵玩京阪神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401 德國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418 九州玩全指南 林惠櫻文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杜葳廣告



9789863490425 港澳 花小錢玩很大 黃依情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432 紐約完全指南 柯宇倩, 陳潤芝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1124 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 2014年周靈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1100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31117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98394 沐恩: 樓美娟的靈心絮語 樓美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3013 高島斷易(簡體字版) 壯觀天行國際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9470 享受古早味的田園生活: 150幀手繪全圖解,365天邊農邊玩新田穗高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9487 慢,理想的生活提案: 慢食、慢城、慢設計、慢科學、慢經濟、慢生態,慢得剛剛好的生活辻信一著; 田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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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見證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吳鳳科大休閒系



9789868772304 如何評估行銷潛能: 探討邱氏生產力評估模式 王言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8772311 國軍兵力精簡與提升戰力之另類思維: 以風管理管之理論分析後勤作業效能: 以副食供應管理為個案研究王言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8772359 導入目標成本制度下工具機產品之訂價方式探討: 個案研究金鐵英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72366 大陸轉讓定價法令及稅制彙編 柯俊禎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2553 當Phonics遇上KK: 初階發音寶典 梁淑娟編撰 其他 1

9789868712560 英文閱讀與寫作必學的主題 鄭宗諭, Wayne W. Wodrich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4257 這不是真的吧! DK出版社作; 黃意翔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1502 中國房地產常用法規 曾文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930985 民法概要 鄭玉波著; 黃宗樂修訂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0992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編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931012 儒家思想: 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杜維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1213 演畫: 蔡素玲的畫&小文學 蔡素玲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杯子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阜士特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0284 李奇茂大展 李奇茂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5731 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二0一一第十六屆: 新嫦娥奔月典藏劇冊蔣政堯總策劃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56291 遠離塵世 鄭光立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00492 作自己家貓咪的醫生! 小田哲之亮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556 夢見星座 草間さかえ原作; 大和腐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907 武裝中學生2045: 夏 岡本夕クヤ作;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050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067 14歲之戀 水谷フーカ作; HARU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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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0098 在天空交會的地方 井上ナヲ原作; HARU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104 設定少女 川津健二朗原作; 小天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111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捲毛太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560128 銀狐 落合小夜里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0135 清風吹拂的小鎮 新井サチ原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142 放學後王子 許斐剛原作; 佐倉健一漫畫; 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159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166 BAMBOO BLADE竹劍少女B 土塚理弘原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173 聖鬥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蘇黎衡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文

送存冊數共計：1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日之星



9789863560203 六花的勇者 戶流ケイ作; krpt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210 MIX 安達充原作; ALAT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227 UTA-HIME歌姬! 住吉文子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241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いづみ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258 豪嬌美少女凪原空 水無月すう原作; 小天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265 瑪莉亞的凝望. vol.34, Little horrors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272 少女3原則!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289 月之誓約與原書的公主 樋口用考作; 哈日杏子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296 家裡蹲萬魔殿 壱日千次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302 理想的小白臉生活 渡辺恒彥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319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326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陳冠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333 英知學園的UNDER HEART. 1, 親吻、對決、心懷鬼胎根岸和哉作; GENETIC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340 純情官能小說家 海野幸作; Y.S.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357 萌!女武神全書 Teas事務所編著;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364 便當. 9.5 朝浦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371 All you need is kill 楼坂洋原作; 小畑健漫畫; 麥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388 All you need is kill 楼坂洋原作; 小畑健漫畫; 麥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395 為什麼? 告訴我吧! 科學知識大問答 學研教育出版原作; 楊玉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401 名偵探柯南下的挑戰書. 事件篇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418 名偵探柯南下的挑戰書. 解決篇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449 斬!赤紅之瞳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作畫;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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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6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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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釣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494 佐藤君的平凡生活 金色瑞西原作; 正樹七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0531 小神薙 武梨えり原作; 結城心一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548 黑★岩射手 THE GAME TNSK, huke/imageepoch作; 弁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555 忘卻的霸王羅蘭 吉野匠原作; 葉月翼漫畫; 弁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562 DOG LIVE後巷狗群的絕望下場 藤原健市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579 RAIL WARS!國有鐵道公安隊 豐田巧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586 戀愛合戰!. 1, 我被戒指套牢了!? 瓜亞錠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593 前門有好勝巫女、後門有沒用守護靈 清水文化作; 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609 珍愛物語!一覺醒來愛我的妹妹竟然變得比我大三木なずな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616 咱家女僕不定形 靜川龍宗作; 江珮儀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623 愛就是口是心非? 月村奎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630 身分逆轉: 再會、復仇與愛 青砥あ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647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0654 額.頭.輕.觸 野島けんじ作; Gdrs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0661 16:00的召喚魔法 木緒なち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678 聖劍與魔龍的世界 サイトウケンヅ作; 溫立瑜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685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2, 沒有不重要的事物十字文青作;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692 Nomoken3: 野本憲一模型技術研究所: 鋼彈模型完全攻略指南野本憲一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708 蜜戀

♡

全住宿制學園: 在圖書館偷親我的同學是王子殿下!柚原テイル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722 鄰家小蘿莉 宮下未紀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746 便利偶像 風上旬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753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原作; 青刃時雨漫畫; 弁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777 我與魔女的時間 アラカワシン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0784 中嚴寺家的隱密 片桐了原作; 鄭雅云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814 帥氣可愛宣言 地獄三澤原作; 麥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838 DOGS獵犬: bullets & carnage 三輪士郎原作; 林佩瑾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0845 動物森林 學校老師 松本花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0852 夜空的角落 ハヤカワ ノジコ原作; 通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869 因為人家就是喜歡嘛 志連幸枝原作; 小天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876 間宮書店的秘密情事 星た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883 愛意湯 東鐵神漫畫; 地區B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890 死亡旋侓: DEATH MELODY 寺井赤音作; 鄭雅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906 妄想眼鏡 あずまゆき原作; 小天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920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岡本倫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0944 人中之龍. 5, 夢想實踐者完全攻略極之書 Enterbrain作; 林耿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951 STEINS; GATE比翼連理的非戀人 海羽超史郎作; 譚志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968 黑裝少女莉麗 西浦恭司作; 砂輪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975 真女神轉生IV官方設定畫集 Enterbrain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982 森羅萬象統御者. 4, 萬物的支配者 水月紗鳥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999 無名反叛者. 2, 冰結魔典永不破滅 草木うしみつ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002 再生的思考昇華. 2, double.trigger 武葉コウ作; 卒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019 這是當然的大小姐 竹岡葉月作; 許國煌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026 冥玉的奧爾曼 築地俊彥作; 齊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033 37℃ 杉原理生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057 WHITE ALBUMS2白雪交織的旋律 月島雅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071 偽惡之王. 2, guns, grunge and lost gemini 二階堂紘嗣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095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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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釣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1125 VANILLA FICTOUN 大須賀惠原作; 林莉雅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149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原作; 九十九夜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156 狐印插畫作品集 SOFTBAN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163 新竹劍少女 土塚理弘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187 甜蜜生活2nd season 弓月光原作; 捲毛太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194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いづみ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217 魔女與百騎兵 Nippon Ichi Software, Inc.zankuro原作; 小天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231 Starry☆sky星空彼氏 皆川ハル原作; 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248 機甲英雄FIGHT! 鈊象電子原案; 惟丞, 好面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255 關根君的戀情 河內遙原作; 如糸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279 棄貓之家 井上ナヲ原作; HARU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286 學園BASARA 運動會篇 也, 九號, 雪広うたこ原作; 弁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309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316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347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1354 都市榮服CITY SENTRY S 雀形目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361 關於,你我 朝丘戾作; Christine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1378 關於,你我 朝丘戾作; Christine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1392 圓環的悖論 瀬尾つかさ作; 黃盈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408 RAIL WARS!國有鐵道公安隊 豐田巧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415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1422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439 徬徨神姬的劍使徒 すえばしけん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446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453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 全彩設定畫冊 Enterbrian作; 林耿生內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460 未完的少女傳說. 2, 月光劍客與戀愛的少女 彌生志郎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477 秋葉原地下城冒險奇譚 中野くみん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484 不潔聖者的神代之詩 新見聖作; 齊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491 不眠魔王與克蘿諾的世界 明月千里作; Nanase Tsai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507 光機動飛翔兵器武裝妖精FAIRY 齊藤真也作; 明月堂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514 神曆的外典. 1, 使徒襲擊 青山あまら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521 理想的小白臉生活 渡辺恒彥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538 蒼翼默示錄PHASE SHIFT 駒尾真子作; 謝佩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545 萌!怪物全書. 陸之卷 TEAS事務所作;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569 伯爵與妖精. vol.23, 勿忘愛的輝石 谷瑞惠作; 趙聖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576 獸之王子: 在月夜擁抱新娘 水島忍作; K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468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6, 動物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623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261 生活周遭的知識大問答 學研教育出版原作; 葉婉奇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7271 陳佳呈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陳佳呈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7288 陳立文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陳立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85106 戴文祥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戴文祥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90696 二十世紀前世界茶葉的沿革與演遞 陳水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738 文化與命運: 袁紅冰流亡文選 袁紅冰著 平裝 1

9789869086745 意境性存在: 屬於心靈的真實 袁紅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22

送存冊數共計：125

拓方印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旺文社



9789865965556 New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 David Vickers, Michael Vergara, Whithey Zahar[編] 其他 1

9789865965631 AMC young reader series. 6, down to earth Guy Redmer[作] 平裝 1

9789865965648 AMC young reader series. 5, the big swap Ryan Campbell[作] 其他 1

9789865965655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逆轉勝. 閱讀篇(試題本) 陳建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0330 奇峰異石傳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880347 奇峰異石傳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880354 奇峰異石傳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880767 血歌首部曲: 黯之影子 安東尼.雷恩(Anthony Rya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80774 血歌首部曲: 黯之影子 安東尼.雷恩(Anthony Rya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80811 雙併公寓 張苡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28 貝爾曼的幽靈 黛安.賽特菲爾德(Diane Setterfield)作; 吳孟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42 戰士事典 市川定春, 怪兵隊著; 高胤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1689 梁晉嘉 It's not a plastic bag [梁晉嘉作] 精裝 1

9789868301689 梁晉嘉 It's not a plastic bag [梁晉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7485 長青詩集 劉黎影, 唐慕寅主編 平裝 卷9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071138 臨時居住所 幸田真希作; 施慶忠譯 平裝 1

9789861071169 愛情似薔薇 壱野機子作品集 壱野機子作; ALATA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采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東之畫廊



9789861071190 你好,Pi 申流河作; 林建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299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1305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312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1329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1336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1343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1350 小傻瓜戀物語 佐藤ZAKURI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1459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1381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1411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1428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1435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71442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1466 戀愛毒藥 広瀨棗作; 李妮瑄譯 平裝 1

9789861071473 誓言的真諦 斉藤倫作; 李嘉箴譯 平裝 1

9789861071480 最討厭妳啦! 桜山一美作; 翁蛉蛉譯 平裝 1

9789861071503 苺果未爆彈 中原亞矢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510 苺果未爆彈 中原亞矢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1527 蜜戀糖果 山森三香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1534 蜜戀糖果 山森三香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541 蜜戀糖果 山森三香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1558 蜜戀糖果 山森三香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1565 媚藥咖啡屋 右京礼音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1572 媚藥咖啡屋 右京礼音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589 媚藥咖啡屋 右京礼音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1596 媚藥咖啡屋 右京礼音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1718 QB: 警視廳特殊SP班 西山優里子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879 戀與愛 真崎総子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1886 戀與愛 真崎総子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1923 我們這一家 はらえい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71985 鈴木同學,我愛你: Pure White Love 時海結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2012 隔壁的我 南波敦子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2029 麻辣教師GTO: 湘南14日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2043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1072074 SKIP BEAT!: 華麗的挑戰 仲村佳樹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1072081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2302 只要妳說妳愛我 葉月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2319 驚異死亡線之冥界巡禮篇 川口魔瞳香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2364 隔壁的我 南波敦子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2371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5, 秘寶島殺人事件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1072449 萌少女的戀愛時光 私屋カヲル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2470 蠟筆小新DX版 臼井儀人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2555 惡魔拉法頌 姚森三好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72579 雨柳堂夢語 波津彬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72593 天才釣手 竹下堅次朗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2616 Love so life溫馨的愛 Kaede Kouchi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2623 星歌戀曲 高屋奈月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2630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2661 開始吧!秘密戀愛 一井加寿美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2678 武藝學苑 柏葉尋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2722 貴妃上菜 西祐治, 引野伸二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72791 節哀順變爭產中 宮本福助作; 張益豐譯 平裝 1

9789861072937 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2944 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2968 樋野茉理畫集: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游若琪譯 平裝 1

9789861073002 貧窮千金俏女僕 宮下未紀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1073088 美食獵人TORIKO島袋光年短篇集 島袋光年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1073095 戀愛果實 花田祐実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118 戀愛果實 花田祐実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3125 倒數7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132 倒數7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163 瑪麗外宿中 元秀蓮作; 黃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187 瑪麗外宿中 元秀蓮作; 黃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3316 親親小惡魔 河下水希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323 親親小惡魔 河下水希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330 野草的春天 山口泉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347 野草的春天 山口泉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354 浪漫粉紅系 佐藤Zakuri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361 浪漫粉紅系 佐藤Zakuri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378 櫻花訴心願 小藤松作; Alat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385 櫻花訴心願 小藤松作; Alata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392 今天,我很好 羽柴麻央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408 今天,我很好 羽柴麻央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415 找回你我的愛 広瀨棗作; 郝致均譯 平裝 1

9789861073484 動畫版我們這一家: 今天天氣晴 けらえいこ原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1073514 身體的記憶 五条宇留乃作; 郝致均譯 平裝 1

9789861073521 未完成的愛 宮園和泉作; 黃欣瑩譯 平裝 1

9789861073583 色素薄子加油,別消失! 水月とーこ作; 李慧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699 春風一級棒 ストライク平助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859 SM未來女王 小村鮎海作; 游若琪譯 平裝 1

9789861073897 學級X階級 藤村真理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1073903 不思議的戀人 安藤由記作; 李妮瑄譯 平裝 1

9789861073910 斑比的來信 高野莓作; 柯明鈺譯 平裝 1

9789861073927 KOI-MOYOU戀模樣 Maria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934 KOI-MOYOU戀模樣 Maria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3941 Blossoms姊妹情深 逢沢雪名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1073958 橫濱劇院戀物語 和田尚子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1073965 天兵OL 筒井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1073972 天旋地轉 斉藤倫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1073989 HELP!請救救我 上野愛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1074016 最後半年的禮物 林田知尋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1074023 女友失蹤記 Robico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1074085 1/2王子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4184 純愛特攻隊長!本氣 清野靜流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4191 近距離戀愛 Mikimoto凜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4221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1074238 飛輪少年 大暮維人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1074269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6, 悲戀湖傳說殺人事件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錢亞東譯 平裝 1



9789861074276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1074306 爆漫王 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74313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4320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穂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74337 鈴木同學,我愛你! 池山田剛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4412 Green finger名模園丁 松本小夢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74511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1074689 千金小姐新嫁娘 葉月惠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4696 非你莫屬 田島美美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4733 天才釣手 竹下堅次朗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5600 天才釣手 竹下堅次朗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4740 我家波奇這麼說 橘裕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4757 追逐夢想的每一天 绘夢羅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74764 粉紅系男孩 菅野文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74795 淺蔥狼 平松実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4818 幻海奇情 田村由美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1074825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74856 黎明的阿爾卡納 藤間麗作; 朝日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4887 拉麵食遊記 久部綠郎, 河合単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4979 創立!?三星學生會. 4, 就這樣,戀情畫下完美句點佐々原史緖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1075006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41集 1

9789861075051 戰國妖狐 水上悟志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5099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1075105 徽章戰役 岸本聖史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5129 Limit界限 末延景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6874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74冊 1

9789861080062 SKIP BEAT!: 華麗的挑戰 仲村佳樹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1081465 巧克力女孩 吉原由起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3131 NARUTO火影忍者疾風傳: 失落之塔(劇場版) 岸本斉史, 日下部匡俊作; 曾鳳儀譯 平裝 1

9789861084947 Hitori-tachi集寞人群 菅野文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1089690 時代戀物語 河村惠利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9706 時代戀物語 河村惠利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9713 時代戀物語 河村惠利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5080 最強轉校生 市川正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95097 最強轉校生 市川正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95097 最強轉校生 市川正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95615 美女作家截稿前! 王嶋環作; 莊麗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5714 王牌黑貓 きょうこりん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5714 王牌黑貓 きょうこりん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7008 最強轉校生 市川マサ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99859 最強學生會長 西尾維新原作; 曉月明漫畫;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70402 早安新聞: 女主播天堂 小林拓己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0495 把我還給你 小谷憲一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1065 Are you Alice?你是愛麗絲?. I, 你陷入的世界 二宮愛原作; 諸口正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3171829 公園貓倆好 ねじまき我人作; 柯明鈺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2321 戰極姬 SystemSoft Alpha原作; 神吉作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028 Dear or LIVE 絕絃症候群 結城えいし作; aitsae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4370 雨戰士 吉野匠, 住川惠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5667 丸之內! 藤島じゅん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6756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7319 神曲奏界Polyphonica: 緋紅 榊一郎, ocelot, 緋呂河智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7449 死神少女.鏡 魁原作; 星野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7463 死神少女.鏡 魁原作; 星野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986 虛構之王 藤山海里作; 李文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686 死神公式角色設定集. 3, unmasked 久保帯人作; 張益豐譯 平裝 1

9789863241546 至愛寶貝!: 天使少女的育兒日記 愛本瑞穗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43137 熱血車研社 太田垣康男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3335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43878 笑傲曇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3892 限定彼女 內村要作; 廖晟翔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4417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44424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4431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44356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4363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44783 Box熱血鬥陣 百田尚樹原作; 大羽隆廣漫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5018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45902 虛構之王 藤山海里作; 李文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995 神秘搖滾 淺田有皆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6527 路地戀花 麻生美琴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6619 星野的外星王子 結城あみの作; 多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633 魔偵探洛基RAGNAROK: 新世界的眾神 木下さく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879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6886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6923 不及格漫畫家 筒井旭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118 櫻桃花開了 茶菓山しん太作; 多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392 華麗的餐桌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48941 魔法少女和美 平松正樹原作; 天杉貴志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9160 CRY EYE生存遊戲 空野晶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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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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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9344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9436 追逐繁星的孩子: 雅戈泰的少年 新海誠原作; ひだかあさひ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436 追逐繁星的孩子: 雅戈泰的少年 新海誠原作; ひだかあさひ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481 緋紅帝國 双葉はづき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559 書香森林的夢想家 磯谷友紀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9917 I.C.U我看見你了 タイム涼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986 平安時代543 D.キッサン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993 平安時代543 D.キッサン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159 主角就是我 育江綾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0296 她是我的天敵 上田美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302 她是我的天敵 上田美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470 兵馬之旗 川口開治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1286 聖魂武士 戶士野正內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1293 人型兵器.刀 オニグンソウ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1477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21651 孔子與論語 豬原賽原作; 李志清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1804 異常殲滅 筒井大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811 異常殲滅 筒井大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1873 醫食專家 野崎ふみこ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1903 地獄的愛麗絲 松本次郎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1910 地獄的愛麗絲 松本次郎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2092 召喚秘術 藍屋球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139 ROBOTICS;NOTES機械學報告 5pb.原作; 浅川圭司,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399 ROBOTICS;NOTES機械學報告 5pb.原作; 浅川圭司, 楊永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269 妖怪少爺 椎橋寬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22672 無法抗拒你的體溫 紫妲たかゆき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322672 無法抗拒你的體溫 紫妲たかゆき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322696 最果警察 松久倖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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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917 神器鍛造師 橋本届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924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2931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948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955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2979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3488 無間雙龍 神崎裕也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3495 迷糊軟網社 あづち涼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3501 青澀戀物女 亞樹新作; 賴芯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3525 屋上姬 Tobi作; 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3853 鬼牌夫人 名香智子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24126 最佳愛情 Lee Jae Eun作; 葛增娜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4133 最佳愛情 Lee Jae Eun作; 葛增娜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4324 戰國美姬傳花修羅 山田圭子作; 猴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4409 反正妳也逃不掉 一井加寿美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4539 地雷震diablo 高橋努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4607 今天的吉良同學 Mikimoto凜作; Autsae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4751 毒X戀 克.亜樹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4812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荗作; 光依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4874 新重機人間JUMBOR 武井宏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4881 反正妳也逃不掉 一井加寿美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4942 雨柳堂夢語 波津彬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5048 血咒聖痕 黒乃奈々絵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5048 血咒聖痕 黒乃奈々絵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5062 南鎌倉高校女子自行車社 松本規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475 異域之鬼 由貴香織里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5482 戀與軍艦 西炯子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5789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5796 琴浦小姐 えのきづ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5864 姊姊結婚吧? 西炯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6038 老師好狡猾喔! 紫海早希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326137 全力少年 双葉よう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175 浮戀 糸杉柾宏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175 浮戀 糸杉柾宏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205 女孩子不可以畫H漫畫嗎? ジュームスほたて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205 女孩子不可以畫H漫畫嗎? ジュームスほたて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618 OL進化論 秋月理翠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26724 明治緋色綺譚 リカチ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6762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26793 千金小姐新嫁娘 葉月惠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26861 Love so life: 溫馨的愛 Kaede Kouchi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26878 花魁少女 響涉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6885 圖書館戰爭Love & war 弓黃色, 有川浩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26939 主角就是我 育江綾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6984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27424 四月是你的謊言 新川直司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7462 激情戀人 柚摩サトル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677 銀魂: 回來的3年Z班銀八老師PHOENIX 空知英秋, 大崎知仁作; 郝致均譯 平裝 1

9789863327714 Tales of xillia side ;MILLA バンダイナムコゲームス原作; Hu-ko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7912 沒寫完的信 たし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328056 龍的黃昏之夢 姬川明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087 古城跟你想的不一樣 松志ぐ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094 古城跟你想的不一樣 松志ぐ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285 戀愛這回事 辻田里々子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9589 我與她的戀愛目錄 咲良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8674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803 塔羅之門 鈴木理華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28834 S終極警官 小森陽一原作; 藤堂裕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8872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9886 新星輝映我心 松葉博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919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28940 可愛的情人 北別府二力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328957 Flat: 友情平均值 青桐ナツ作; 猴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8964 MOTHER KEEPER伊甸捍衛者 空迺カイリ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9411 女帝由奈 倉科遼原作; 黑川梓漫畫; 張益豐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9619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原作; 西川彰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9923 九州漫畫導覽!!福岡侍 瀨口和宏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3329947 BRAVE10S: 真田十勇士S 霜月灰吏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9992 白晝的流星 山森三香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154 啊!阿姨是同學 いづみかつき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246 櫻花大戰: 奏組 Team奏原作; 島田千絵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0376 這是戀愛故事 Chika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0406 非戰特攻隊 岩永亮太郎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70536 立方體戀人 芝村裕吏原作; 松本手毬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550 女神的血脈 塩崎雄二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550 女神的血脈 塩崎雄二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581 讓你說愛我 永田正実作; Alata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0604 伊藤潤二愛藏版 伊藤潤二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0604 伊藤潤二愛藏版 伊藤潤二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0598 伊藤潤二愛藏版 伊藤潤二作; 合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0666 甜蜜聲優 花見沢Q太郎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70680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1052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1069 只要妳說妳愛我 葉月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71267 特務教官 中島三千恒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1427 研修醫少女 桐木憲一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434 研修醫少女 桐木憲一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601 劍之女王與烙印之子 あきやまねねひさ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618 劍之女王與烙印之子 あきやまねねひさ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1717 終極戀人 ぱん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028 閃爍的青春 咲坂伊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2035 NG妹大改造 佐藤Zakuri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2103 美味大挑戰 雁屋哲, 花咲アキラ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3372172 宇宙爐心MOOMO むねきち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240 變身維納斯 たまきひさお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257 變身維納斯 たまきひさお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462 ReverSal: 逆轉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479 ReverSal: 逆轉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530 點點滴滴的生活 栗原麻摩露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2585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XI, 騎士的心得 浅井西作; 多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592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XI, 騎士的心得 浅井西作; 多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608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XI, 騎士的心得 浅井西作; 多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2622 蠟筆小新趣味百科叢書. 20, 英語入門書(漫畫版)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72639 實錄!漫畫家vs.編輯 魔神ぐり子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646 實錄!漫畫家vs.編輯 魔神ぐり子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752 Card master: 塔羅牌之主 ときわ銀作; 夜光花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3070 &: 兼職 岡崎真里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087 &: 兼職 岡崎真里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155 鐵路便當之旅. 東北篇 早瀬淳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3346 一起去取締吧! Rin原作; 萩尾信人畫; aitsa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3537 鄰座的怪同學: 漫迷手冊 ろびこ作; 張惠真譯 平裝 1

9789863373568 滿溢的星光 今野さとみ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73612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原作; 稍日向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636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373698 Switch girl變身指令 逢田夏坡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73711 藤村同學的學生會 敷誠一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3742 同眠好不好?田中子規短篇集 田中子規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373780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样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3834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3902 少年啊!要胸懷大志! 花見沢Q太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3919 純情佳偶 甘詰留太作; 遊若琪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3964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4008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74022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74114 俏妞出招 河原和音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74121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4138 天之神話地之永遠 赤石路代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4152 漆黑的神話 高階良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4190 雪與翼 高橋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4220 鄰居*同居 渡辺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4268 夢之雫、黃金鳥籠 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4282 八潮與三雲 草川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4299 SKIP．BEAT! 仲村佳樹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74367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398 召喚惡魔 久保保久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4404 吸血鬼的華麗婚禮 梶山ミ力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374435 兄弟換一下Brother shuffle! 三島一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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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4572 歌姬少女的創樂譜 雨野智晴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4664 在晨光中,第一次與你... 深井結己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74671 不敵君主陛下 秋山花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4688 My dear knight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374695 眼鏡、愛情和青鳥 夏河シオ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4862 歷史之眼 岩明均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4879 Baby step: 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74916 我間亂 中丸洋介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75043 你已藏在我心底 天童麒麟作; aitsa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081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75098 椿鬼 押切蓮介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142 東方眾神來我家 吉川転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5234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5241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5302 小林可愛到爆!! 池山田剛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5357 黎明的阿爾卡納 藤間麗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5371 穿西裝的惡魔 秋元奈美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375401 三國戀戰記: 少女的兵法! Daisy2原作; あず真矢作畫; 多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418 三國戀戰記: 少女的兵法! Daisy2原作; あず真矢作畫; 多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456 3.11我與日本大地震 鈴木Miso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5463 Boy's room 桜井麻知子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375470 兩人的餐桌 一戶瑠美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487 兩人的餐桌 一戶瑠美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500 十五少年漂流記 しわすだ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517 十五少年漂流記 しわすだ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524 大牌偶像專屬契約! 五条宇留乃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531 大牌偶像專屬契約! 五条宇留乃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548 弟弟是大野狼 森田富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5555 追求快感的肌膚 麻見雅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5616 女聲男子 険持智代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623 女聲男子 険持智代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678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746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784 男裝少女x扮裝遊戲 御子柴トミイ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791 BEAR REAR 池ヅュソ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807 BEAR REAR 池ヅュソ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814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821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913 赤與燈皆有詭異 Haccaworks*原作; 七生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982 終極感應 高樹宙, DOUBLE-S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75999 終極感應 高樹宙, DOUBLE-S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76187 王牌黑貓 きょうこりん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6187 王牌黑貓 きょうこりん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6200 妖力女神 六道神士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6200 妖力女神 六道神士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6224 變研會 Tagro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6255 看護工向前衝 草花里樹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76385 百鬼夜行抄 今市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76408 時空幻境: 無盡傳奇SIDE;MILLA バソダイナムグームス原作; hu-ku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415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謝怡苓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446 王様老師 椿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76453 妖狐X僕SS 藤原ここあ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6507 銀之匙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6620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6682 完美小姐進化論 早川智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76743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76774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6804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37冊 1

9789863376842 空想郵便局 朝陽昇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6866 東京飛航紀錄 たし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376880 花漾的文章 藤塚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76897 調教王子 MOKO山仁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76958 志乃同學說不出自己的名字 押見修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6958 志乃同學說不出自己的名字 押見修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6965 比心更高的位置 綺羅作; 柯明鈺譯 平裝 1

9789863376972 冰的聲音 深月水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6989 冰的聲音 深月水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6996 原來如此 平方IKORUSUN作; 鄭啟旭譯 平裝 1

9789863377009 單戀的逆襲 馬瀨あずさ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7023 現視研: 二代目之卷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77092 沒別的意思,就是覺得一起住也不錯 二階堂輝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108 沒別的意思,就是覺得一起住也不錯 二階堂輝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115 深夜之月 水谷フ―力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122 新撰組異聞: 月花去來 真崎春望作; 多鳴譯 平裝 1

9789863377146 穿女裝彈吉他的我差點漏餡 真西まり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252 老師與狗與我 安理由香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7528 秘密的薔薇十字團 英貴作; 李嘉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535 秘密的薔薇十字團 英貴作; 李嘉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290 絕對鈍感 宇仁田由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7306 現在開始認識我: 宇仁田由美作品集 宇仁田由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7368 FILE: O 亞月亮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377481 ONE PIECE: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3480242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7757 頂尖明醫 入江謙三取材; 橋口隆志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77788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猴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7795 加油!菜鳥老師 尾高純一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7856 豔漢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7917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924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931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7948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7955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7962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7979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8020 BL咖啡店員的腹黑戀愛研習 げばん作;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378051 她與相機與她的季節 月子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8075 純淨柔軟的心 育江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082 純淨柔軟的心 育江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099 純淨柔軟的心 育江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8105 純淨柔軟的心 育江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8242 東京闇鴉. 6, Black Shaman ASSAULT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3378297 吟遊旅人系列. 2 豺狼: 秦始皇 長池智子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3378365 義呆利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8372 義呆利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8440 今天不上班 藤春真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457 今天不上班 藤春真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488 GG-double gauge 沙雪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488 GG-double gauge 沙雪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495 GG-double gauge 沙雪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495 GG-double gauge 沙雪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556 戀染紅葉 坂本次郎, 三浦忠弘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563 戀染紅葉 坂本次郎, 三浦忠弘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631 天體戰士 くぼたまこと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78648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78716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78730 傾聽死者的聲音 ひよどり祥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747 傾聽死者的聲音 ひよどり祥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808 明治緋色綺譚 リカチ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8976 滿街都是佛像 蒼木雅彥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983 滿街都是佛像 蒼木雅彥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126 戀人的體溫 森千鶴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379164 今天開始當爸爸媽媽 市川聖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171 今天開始當爸爸媽媽 市川聖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287 調律葬交Zyklus;CODE 片桐いくみ作; 二宮愛原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317 鐵路便當之旅. 臺灣+沖繩篇 早瀬淳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9348 新戀愛白書. IV 板橋雅弘, 玉越博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9386 廁所裡的花太郎 みなづき忍作; 陳雪美譯 平裝 1

9789863379393 把壞孩子掌控於股掌之中 山田2丁目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9409 黎明停息之雨 草間さか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9423 妖怪連絡簿: 公式漫迷手冊: 夏日與朋友們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3379478 憑鬼之劍. 羅馬篇 川崎健原作; 井上紀良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9485 就是別說你愛我! 柚谷晴目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9508 神APP 栗原正尚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515 神APP 栗原正尚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553 妖怪便利商店 ヒライユキ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560 妖怪便利商店 ヒライユキ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584 我有事找那個不中用的傢伙 室多々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591 我有事找那個不中用的傢伙 室多々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669 動研再生! 箱田コハ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676 動研再生! 箱田コハ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683 CP!角色扮裝秀! ペけ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690 CP!角色扮裝秀! ペけ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737 青春小婦人 高尾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744 青春小婦人 高尾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751 荒誕妄想超能力 葉鳥螺子作; 黎蕙慈譯 平裝 1

9789863379782 半熟女友 小藤松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3379799 向日館的人們 宇野亞由美作; 王郁雯譯 平裝 1

9789863379850 與養豬王子的100個吻 海野つなみ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9867 秘密的王子咖啡屋 淺川ナ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9874 不可告人的夜晚 宮園和泉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9881 好想做壞事 時山初芽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379935 妳最閃亮 Jin Takemiya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79942 STEINS;GATE命運石之門: 比翼戀理之SWEET♥HONEY5pb.X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筒井大志漫畫;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3480273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作; 及川徹漫畫 ;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0297 吸血鬼僕人 田中ストライク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0594 虎斑貓小梅 ほしのなつみ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0839 七龍珠SD 鳥山明原作; オオイシナホ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846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860 xxxHOLiC.戻 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089 靈眼之花 絵夢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171 孔雀王RISING 荻野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256 俺是愛麗絲?~男女逆轉~ ビジュアルワークス原作; 狩野アユミ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324 小鎮醫生JUMBO!! 越野涼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515 名偵探馬妮 木々津克久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522 名偵探馬妮 木々津克久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638 HEROIZM打工英雄 壱村仁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645 HEROIZM打工英雄 壱村仁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676 螞蟻和螽斯 直江まり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1713 九十九的天邪鬼 コバヤシテツヤ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516 九十九的天邪鬼 コバヤシテツヤ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744 劍之路: 亞細亞劍聖記 水野良原作; 今ノ夜きよし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751 劍之路: 亞細亞劍聖記 水野良原作; 今ノ夜きよし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768 AREA D異能領域 七月鏡一原作; 梁慶一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874 星天高校偶像部! 金田陽介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881 星天高校偶像部! 金田陽介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031 閒閒沒事的宇宙兔 中島諭宇樹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482048 EX-VITA超機甲生命 古味慎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055 EX-VITA超機甲生命 古味慎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765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原作; 村松麻由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772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原作; 村松麻由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956 紅眼機甲兵 神堂潤作;吳勵誠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483328 魔女之湯 岡崎純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335 魔女之湯 岡崎純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366 Judgement Overman放學後的結社 東出祐一郎原作; 佐二枝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373 Judgement Overman放學後的結社 東出祐一郎原作; 佐二枝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427 身邊的恐怖夜話 米田菜穗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3502 動畫的時間 青井とと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519 動畫的時間 青井とと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571 異邦人: 天下布武.影傳 中村幸司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588 異邦人: 天下布武.影傳 中村幸司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595 我和女神密不可分的原因 田口ホシ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601 我和女神密不可分的原因 田口ホシ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663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670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861 10DANCE 井上佐藤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885 岡君的奇妙日常 文月あつよ作; 翁蛉蛉譯 平裝 1

9789863483892 成金: 棋盤上的足球對決 鈴木大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908 成金: 棋盤上的足球對決 鈴木大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953 地球末日 一智和智原作; 渡辺義彥漫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004 Guy: 移植病棟24小時 加藤友朗原作; 安藤慈朗漫畫;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011 Guy: 移植病棟24小時 加藤友朗原作; 安藤慈朗漫畫; 陳雪美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103 搞笑青春 八谷美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110 搞笑青春 八谷美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134 暗黑編年史: Black chronicle Rakko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141 暗黑編年史: Black chronicle Rakko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417 大江山流護身術道場 Kakeru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424 大江山流護身術道場 Kakeru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523 冰淇淋的界限 たし作; 李巧薇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84530 冰淇淋的界限 たし作; 李巧薇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84554 混色的憂鬱 ゆき林檎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4561 你有喜歡的人了!? 平未夜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4738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原作; 長谷川光司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4967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485131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485148 頂尖明醫 橋口隆志原作; 入江謙三取材;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485155 幽麗塔 乃木坂太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5162 這一夜的開始與結束 たうみまゆ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485742 進擊的巨人: 不悔的選擇 諫山創原作; 駿河ヒ力ル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5797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485810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5841 請不要戲弄我了! 吉尾アキ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5889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5926 東京闇鴉外傳 東京FOX あざの耕平原作; COMTA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863485933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原作; 福原蓮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5940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原作; 福原蓮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121 影法師之島 今市子作; 蘇佳凜譯 平裝 1

9789863486145 黃昏的作戰 光瀨龍原作; 大野ツトム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152 黃昏的作戰 光瀨龍原作; 大野ツトム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244 虛擬熊警官 金成楊三郎原作; 松岡智子漫畫; 唯嫣譯 平裝 1

9789863486329 今天的優衣子同學 秀河憲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336 今天的優衣子同學 秀河憲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480 我是執事, 還是女僕? 寺本薰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497 我是執事, 還是女僕? 寺本薰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510 百花繚亂武士新娘 すずきあきら原作; 緋尾乃嵩巳漫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527 百花繚亂武士新娘 すずきあきら原作; 緋尾乃嵩巳漫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541 總合班的夥伴們 あらた伊里作; 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565 Smile.style笑顏本色 筋肉☆太郎作;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572 Smile.style笑顏本色 筋肉☆太郎作;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626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39冊 1

978986348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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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7302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7784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官方精選集: Upper じん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487791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官方精選集: Downer じん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487807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官方精選集: Summer じん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487814 流浪神差拾遺集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057 絕對求愛王子 日羽フミ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8095 老師有秘密 鷹丘モトナ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8200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8293 銃夢Last Order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488323 大人的心理學 ゆうきゆう原作, ソウ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8729 Ageha: 蝴蝶效應 六道神士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016 小學生的秘密 中江美佳世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023 小學生的秘密 中江美佳世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054 從E開始彈奏。 佐々木拓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061 從E開始彈奏。 佐々木拓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108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亞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115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亞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689 白奪的假面舞會 椿力ヲ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740 我想做你的忠犬 夏河シオリ作; 陳姿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9757 我可愛的木嶋同學 桃季き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9764 在秋葉原墜入愛河 嘉島ちあき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3650232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650294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0447 魔法少女小圓(新篇)叛逆物語(劇場版) Magica Quartet原作; ハノ力ゲ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454 魔法少女小圓(新篇)叛逆物語(劇場版) Magica Quartet原作; ハノ力ゲ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461 魔法少女小圓(新篇)叛逆物語(劇場版) Magica Quartet原作; ハノ力ゲ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0676 同居中的美男們 水名瀨雅良作; 林國卉譯 平裝 1

9789863651154 初戀不可愛 みろくことこ作; 賴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1161 魔王戀人VS王子殿下 砧菜々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1437 青春、應援歌 隆巳ジ口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1529 通靈童子flowers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1536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1550 感應少年EIJI. 新章 安童夕馬原作; 朝基勝士漫畫;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1581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1680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1895 寶貝,別哭 縞作; 花兒譯 平裝 1

9789863652106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40冊 1

9789863652144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2151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652168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2205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2427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240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240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448 月花歌姬與魔技之王 翅田大介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578 魔女、掃帚與黑邊眼鏡 へーべー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585 魔女、掃帚與黑邊眼鏡 へーべー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615 初戀構造式 天野しゅにんた作;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3653639 CANDY: 糖果滋味 鈴木有布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646 CANDY: 糖果滋味 鈴木有布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653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653691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3721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3745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3769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653776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6692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3783 擁抱後開始的戀愛 中込力ｽガ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3790 戀愛總是陰錯陽差 栖山ト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3806 床第之間 橋本あおい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3813 兩個人的熱量 橋本あおい作; 花兒譯 平裝 1

9789863653820 幸運女神 藤島康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653875 破曉時分的溫柔親吻 凪良ゆう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653882 歌姬少女的創樂譜 雨野智晴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4001 前任勇者想隱居 井々田K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018 機巧魔神. 12, 世界崩壞的倒數計時 三雲岳斗作; 許昆暉譯 平裝 1

9789863654056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武藤此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4728 情有獨鍾! むつきらん作; 張惠真譯 平裝 1

9789863654865 無法戀愛的學生會長 立野真琴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5114 黑山羊與劇毒瑪德琳 大沢やよい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5169 蠟筆小新動畫版. 43, 小新大驚嚇!野原家爆炸篇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5220 不自由的世界 コダマナオ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6531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656562 我的欲望(女主角)難以招架 天音マサキ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579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文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586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6593 我與一乃的遊戲同好會活動日誌. 其之10, End of the personalworld葉村哲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3656616 晚安,明天見 凪良ゆう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656623 東京闇鴉. 9, to the darksky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3656630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3, 兩位煉金術師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3656647 CROWN FLINT雙合透鏡. 3, 七之強者 三上康明作; 羅怡蘋譯 平裝 1

9789863656654 悠久騎士. II, 斷約與守護之雙斧 七烏未奏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3656708 HUNTERxHUNTER獵人劇場版: 緋色幻影 冨樫義博, 田中創作; 曾鳳儀譯 平裝 1

9789863656715 我當上魔王軍的軍師了 長野聖樹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722 十字架x王之證. 2, 暴風之王到來 三田誠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3656739 終焉之栞. 參, 終末-Re:write- スズ厶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3656746 劍刻的銀乙女 手島史詞作; 李建銓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753 舞風的鎧姬 小山タケ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760 人生. 第3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3656777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6821 寄生蟲 湖水きょ作; 林檎譯 平裝 1

9789863657118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7149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657156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7163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7194 妖狐X我SS 藤原ここあ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7200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7286 ZETMAN超魔人 桂正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57392 xxxHOLiC.戻 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7736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夢馬工作室漫畫 平裝 第13集 1

9789863658276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5集 1

9789863658306 重生!蜥蜴超人 艾雷迪原作; Amuro作 平裝 第2集 1

9789863658658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3658818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8825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8870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658887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8917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9013 幽靈伯爵的新娘 宮野美嘉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020 不可以玩這種遊戲! 2, 男女生混浴會擾亂風紀 岩波零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3659037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IV, 靈魂之嘯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659044 沉睡魔女. 1, 轉學少女的魔術戰略 真野真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3659051 NO MORE BET 下好離手 一穂ミチ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659068 影執事馬克的啟程 手島史詞作: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3659075 排球少年!!小說版!!. III, 遠征東京!! 古館春一, 星希代子作; 曾鳳儀譯 平裝 1

9789863659082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許昆暉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9105 七曲七海的奇妙祕密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112 勇者和魔王的客廳之戰 緋月薙作; 李建銓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129 nez 迷戀你的氣息 榎田尤利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136 Let's party!來組隊吧!. 1, 但是我沒有同伴 小井金ゴル作; 文渠譯 平裝 1

9789863659143 魔王學校裡只有我是勇者!?. 第八堂課★ 夏綠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3659150 10歲的保健體育 竹井10日作; 石學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9167 中之下!. 等級5, 從上之下啟程的我 長岡マキ子作; 陳姿瑄譯 平裝 1

9789863659181 Over image超異能遊戲. 4, 終結消失 遊佐真弘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820567 四十四個夢 賴安[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802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0 第65冊 1

9789863820819 OLDMAN奧德曼 常勝作 平裝 第4集 1

9789863821243 排球少年 古館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1298 銀之十字架與吸血姬 十月ユウ作; 石學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1304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1311 如果折斷她的旗. 9, 不過是世界的真理,我一個人面對就夠了竹井10日作 ;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3821335 就算是哥哥,有愛就沒問題了,對吧 鈴木大輔作; 李建銓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1342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821359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1, 受難的女騎士 望公太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1

9789863821366 給沉睡王子的親吻 月村奎作; Y.K.譯 平裝 1

9789863821373 屍體派對Blood covered Repeated fear Team GrisGris, 5pb., 都築由浩作; 林憲權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21700 斬光王劍錄 穗村元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1724 巴洛克騎士. 4, Love is Over: 幻象煉獄 葉村哲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863821731 福禍少年 岳印作 平裝 第3集 1



9789863822042 皇帝聖印異境之戰: 無色聖女與蒼焰劍士 夏希のたね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3822059 我的現實與網遊被戀愛喜劇侵蝕了 藤谷ある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2066 不吸血的吸血鬼 刈野ミカタ作; kamukamu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103 銀閃戰乙女與封門公主 瀨尾つかさ作; 文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110 坂道之空 朝丘戾作; yoco插畫; 林檎譯 平裝 1

9789863822127 M之奇談. 2, Serendip的修學旅行 三上康明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1031668 棺材、旅人、怪蝙蝠 きゆづきさとこ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34805 仲介業的招財貓 空乃さかな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3570 翡翠女人傳奇 謝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4658 萌彩繪: 一週學會可愛色鉛筆簡易繪圖技巧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801 超輕黏土袖珍模型DIY: 揉揉捏捏的美好時光,娃娃屋、食模、花朵全圖解李靜禧, 安福熙, 李殷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4863 史上最有感的排便力!一試就見效 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993 義式麵食三步驟 裘蒂.凡賽蘿(Jody Vassall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04 動手畫LINE貼圖!: 讓全世界用戶使用你的原創貼圖!王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28 領導力!決定你是受員工愛戴或被扯後腿的Key Point白基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35 第一本正妹養成彩妝.保養.髮型工具書! 張音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59 史上最完整專屬女人營養學 李馥, 曹麗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73 200架超強紙飛機,摺了就會飛! Usborne Publishing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0080 艾美.跑步書Emmie X Running: 跨出第一步就停不住!想突破的不是公里數,而是自己艾美懷特(Emmie Ries)著 平裝 1

9789863710097 妝女神 李芳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938 創意CEO: 行銷、廣告、媒體、設計的創意管理馬里奧.普瑞肯(Mario Pricken)著; 周芳苑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595

送存冊數共計：736

知本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平國際文化



9789868980990 小家大格局!樂活空間魔法術: 243個設計、裝潢、收納、改造愛窩的完美提案雪莉.彼得席克(Sherry Petersik), 約翰.彼得席克(John Petersik)著; 謝雯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405 輕鬆打造完美廚藝: 新手變大廚的20項關鍵技法&120道經典料理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4412 打動人心!這樣企畫就對了: LINE.AKB48.無印良品.日清食品.豐田汽車.麒麟特保可樂.艾詩緹美妝等打敗不景氣的產品熱銷術村山涼一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98283 國劇臉譜藝術應用於公仔造型設計創作論述 廖坤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227 做中學: 蛋糕 麥菁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108 社造政治學 林文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8381 嚼字咬文: 東吳大學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刊. 第三十三屆洪鈺雯, 莊凱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428 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林伯謙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68176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屆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字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8282 墨瀾: 臺灣近年流行歌詞觀察、採訪暨創作. 第三十八屆洪逸辰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8350 墨瀾. 第三十九屆: 旅行文學專題 陳馥帆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8350 墨瀾. 第三十九屆: 旅行文學專題 陳馥帆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8411 墨瀾. 第四十屆: 武俠小說專題暨系內年度活動專訪周薇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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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5

東吳中文系墨瀾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兆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虎尾人文化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8438 築壇: 回應之歌 黃慧萍執行編輯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103 紫微斗數全書: 諸星問答論(新解) 吳怡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3059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03年度郭宜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2565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第四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8584 敏捷專案管理師培訓教材 周龍鴻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591 增強式訓練 Donald A. Chu原著; 郭堉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宏專案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工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房角石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昇宏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2158 人文鼎鼐: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五輯 林美清, 簡宗梧主編 平裝 2

9789868872158 人文鼎鼐: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五輯 林美清, 簡宗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5720 魔法公主. 8, 冥界的戒指 成田覺子文; 千野枝長圖; 胡慧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5737 魔女的幸福飲料 安晝安子文.圖; 胡慧文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95744 顛覆成語: 一玩就會的成語遊戲 東雨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751 時尚公主,找出不一樣遊戲 白倉弓利子, 世利作; 紀香, mapi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768 冒險勇士,找出不一樣遊戲 K-Suke, 幸池重季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775 露露和菈菈的聖誕節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0322 日本近代文學賞析 陳炳崑編著 平裝 1

9789866020346 応用日本語学科における專門分野科目の授業デザイン: キャリア形成支援を目指して呂惠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353 新理.工学部のための日本語 李慧莉等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020360 日本語表現練習帳 山口久代, 竹沢美樹, 崔美貴著 平裝 1

9789866020384 日本語能力試驗N4文法總整理 河村美智子, 陳美姬, 黃桂英著 平裝 1

9789866020391 嬉遊日本語 稻江護家應用外語科日文組編 平裝 1

9789866020407 トヨ夕生產システムの海外移転と世界標準の構築: 台湾と中国における実証研究を中心に黎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414 日本語能力試驗N3聽解.讀解 星野惠子, 辻和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0421 日本語能力試驗N3文字.語彙 星野惠子, 辻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46516 來學日本語. 初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308 閩南古式民宅中的瑰寶: 漫談金門山后厝 顏恩威作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金門民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東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8431 多益普級測驗官方全真試題練習冊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作; ETS TOEIC臺灣區代表編輯委員會編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4091 Going around the world 郭如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02 Sport and leisure time 胡佑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19 Travel English for beginner 陳惠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26 Smart tourist 王麗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33 Buisness and technology 劉貞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40 English for commercial situations 賀豫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9728 王永成 王永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5669 與蕭邦有約: 蕭邦數首鋼琴作品研究 于汶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5669 與蕭邦有約: 蕭邦數首鋼琴作品研究 于汶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6618 金門高粱酒鑒賞年鑑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門酒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音樂

送存冊數共計：3

忠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定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65407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414 商業概論勝經聚焦版(全) 葉伊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4056 能源 勞拉.赫納曼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063 地球 卡爾.烏班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070 雨林 雅麗珊德拉, 韋德斯(Alexandre Weardee)作; 賴雅靜譯 精裝 1

9789865704087 時尚 克莉絲汀, 帕克斯曼(Christine Paxmann)作 精裝 1

9789865704094 馬 西爾克.比林(Silke Behling)作; 王榮輝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00 行星與太空旅行: 深入宇宙的探險 曼佛列德.鮑爾(Manfread Baur)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17 恐龍 曼福雷德.鮑爾(Manfred Baur)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24 電 勞拉.黑恩曼(Laure Hennemann)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31 船 卡琳.菲南(Karin Finan)作; 王榮輝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48 歐洲: 人民、國家和文化 安德烈.韋勒.愛塞斯(Andrea Welter-Essers)作; 張淑惠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55 天氣: 陽光、風和暴雨 卡斯登.許旺克(Karsten Schwanke)作; 姬健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62 古埃及: 尼羅河畔的黃金國度 莎布麗娜.拉希雷(Sabrina Rachle)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216 形形色色的防禦: 生物的防身術 克莉絲汀.史利特(Christine Schlitt)作; 裘貝勒.區克-布納曼(Jo Pelle Kuker-Bunermann),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Stefanie Scharnberg)插畫精裝 1

9789865704223 顯微鏡下的花花世界: 讓你大開眼界! 克莉絲汀.史利特, 卡佳.拜爾作; 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插畫精裝 1

9789865704230 共生的生物: 互相依賴.獲利共享的好朋友 克莉絲汀.史利特(Christine Schlitt)作; 裘貝勒.區克-布納曼(Jo Pelle Kuker-Bunermann),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Stefanie Scharnberg)插精裝 1

9789865704247 大自然的絕妙點子: 學習生物的超級本領 克莉絲汀.史利特(Christine Schlitt)作; 裘貝勒.區克-布納曼(Jo Pelle Kuker-Bunermann),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Stefanie Scharnberg)畫精裝 1

9789865704254 千變萬化的大自然: 嘆為觀止的地球變身術 克莉絲汀.史利特(Christine Schlitt),作; 裘貝勒.區克-布納曼(Jo Pelle Kuker-Bunermann),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Stefanie Scharnberg)插精裝 1

9789865704261 完美的偽裝: 猜猜我躲在哪裡呀! 克莉絲汀.史利特, 卡佳.拜爾作; 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插畫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41641 小小熊的夜晚 酒井駒子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658 我要開燈! 湯尼.羅斯(Tony Ross)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665 等公車 森山京文; 黑井健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672 偵探小子寶利愛下廚 克莉絲蒂娜. 涅斯林格作; 葉芸圖; 林倩葦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青林國際



9789862741689 我想變成! 湯尼.羅斯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696 小水滴,祝你旅行愉快! 安.克蘿絲作.繪; 林雨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702 霍爾頓的奇幻大冒險 麗莎.艾凡斯(Lissa Evans)文; 黃筱茵譯 平裝 1

9789862741740 格洛斯特的裁縫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良翻譯 再版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7601 地下室的惡鬥 翁紹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656 老牛要出嫁 李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281 嚕嚕米漫畫全集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董文琳譯 第一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6437427 決戰黑山鎮 李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724 般若鎮的試煉 李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731 嚕嚕米漫畫全集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董文琳譯 第一版 精裝 第3卷 1

9789866437755 嚕嚕米漫畫全集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董文琳譯 第一版 精裝 第4卷 1

9789866437762 如果你有一顆種子 愛莉.麥凱(Elly Mackay)著; 左馥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779 一塊錢流浪記 李赫文; 馮湘陵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6437786 嚕嚕米漫畫全集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董文琳譯 第一版 精裝 第5卷 1

9789866437793 嚕嚕米漫畫全集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董文琳譯 第一版 精裝 第6卷 1

9789866437809 少年達達遇見河對岸的莎菲卡 許友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816 改過自新的野狼霍夫 橘子喵文; 久久童画工房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823 力不從心的獅子王 橘色貓文; 簡秀如譯; ㄚ鴻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830 榕樹下有鬼?(漫畫版) 李赫文; 賴有賢, 吳春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847 池塘裡的戰爭 狗狗圖書編輯部文; 賴有賢, 吳春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854 魔法衣櫥 伊蓮娜.貝度齊(Elena Peduzzi)著; 費德麗卡.沙佛(Federica Salfo)繪; 莊曼淳譯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437861 你在做什麼?我在閱讀! 埃莉莎.阿馬多(Elisa Amado)文; 曼紐爾.蒙諾伊(Manuel Monroy)圖; 王薇婷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878 蟋蟀歷險記 蘇懷故事; 張戈圖; 阮蓮香, 吳志偉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885 跟媽媽去夜市賣小星星 李赫文; 久久童画工房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37892 魔法衣櫥. 2, 搖滾巨星與迷你裙 伊蓮娜.貝度齊(Elena Peduzzi)著; 費德麗卡.沙佛(Federica Salfo)繪; 莊曼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908 路易斯的夢想飛機 泰瑞.米恩(Terry Milne)著; 左馥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767936 文字大逃亡 翁紹凱作; GAGA插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007 字靈登場 翁紹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090 勇闖詩文迷宮 翁紹凱著; Gaga圖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狗狗圖書



9789866437151 智擒字符 翁紹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205 百密一疏的危機 翁紹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397 來自黑暗中的命令 翁紹凱作; Gaga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37496 奇幻花迷宮 翁紹凱作; Gaga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984 示小心同學情: 金門縣示範中心國民學校(中正國小前身)第十八屆同學畢(結)業50週年紀念專輯葉長雯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76873 人脈就是你的競爭力 石向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505 你不得不吃的73種好食物 李淵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33 靈界鬼魂會講話 林吉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57 學會八宅明鏡,這本最簡單 黃恆堉, 李羽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30864 把幸福踩在腳下 安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71 無本創業 吳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88 八字一本通 施賀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895 給孩子37℃的愛 陳淑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01 開運化煞 張清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18 <>應該這樣讀 張子維譯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25 <>應該這樣讀 張子維譯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32 <>應該這樣讀 張子維譯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49 舌尖上的藥方 陳詠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56 吃對了,你就是老中醫 陳詠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63 完美女人變身魔法書 Betty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70 04214的心臟: 最後的吸血鬼獵人 冀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987 學會三元玄空,這本最好用 黃恆堉, 李羽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30994 遭遇 黃國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048 動物思維: 耶魯大學商學院不教的53條企業生存法則王汝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055 植物思維: 耶魯大學商學院不教的53條企業生存法則王汝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金縣示範中心國民學校第十八屆同學會



9789865699062 疲勞時代: 善良的抉擇 劉增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079 識相一本通 夢夫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086 博士教你學卜卦,這本最快通 劉謹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093 流傳千年的史記故事 江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09 一生不能不瞭解的西方妖怪故事 黃禹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16 吉祥物一本通 姜威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23 一天一個睡前故事 江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30 甜蜜100% 廖唯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47 學會乾坤國寶,這本最容易 黃恆堉, 李羽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9154 來自真主的智慧: 青少年不可不讀的77個阿拉伯神話故事夏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61 雜種 黎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78 今天,不下課: 一個教師成為母親的最後一步 黃國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85 那時.那地.那些人 黎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192 相聚相離: 三個書商,和他們的女人 黃國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08 原來,我還可以這樣活 魏鼎著; 白藍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15 痣相一本通 紫陽居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22 學八字論情運 筠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39 靈界教我的那些事 黃卓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246 看實例學八字最快懂 林煒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07 愛她,就要會聽她的話 凱文.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14 從油菜花到罌粟 張慧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21 上師與玫瑰 劉增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45 遊戲是最好的教養 阿里媽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52 水懂你的健康 胡建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69 吃的學問從菠菜開始 徐淑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76 一本書看透中國人: 影響中國人心理的100個觀念李亞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83 一本書讀透千年中國史: 關於資治通鑑的100個故事歐陽文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390 “宦”難中國: 影響中國歷史的那些太監們 楊書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06 好命都是“占”出來的: 占卜遊戲好好玩 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13 紫微斗數看一次就學會 李明謙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20 學會紫白飛星,這本最好學 黃恆堉, 李羽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37 化煞一本通 張清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44 讀佛、禮佛、認識佛: 一生不可錯過的佛教諸神故事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6326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102年度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95529 百書喜閱讀書會/學習社群成果輯. 2014 廖淑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536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95369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17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暨2012亞洲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元榮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1558 歲月浮光 吳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4005 經典文法句型與寫作 楊玉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4043 7000單,強咖這樣背 李爵, 古貿昌合著 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94050 7000單,強咖這樣背 李爵, 古貿昌作 一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94067 經典文法句型與寫作 楊玉琦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9789576985126 青梅精驚人的16大效用 松本紘齊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1561 紫微斗數格局總論 法雲居士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441707 人氣增財術 法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1714 偏財!超棒! 法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1738 改命我最強 法雲居士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83270 追愛超快感 棠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287 被愛沖昏頭 忻彤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294 敢愛大冒險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300 想愛不放手 夏洛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423 貴女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430 貴女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447 貴女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454 貴女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3461 貴女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3478 花落雲暮間 木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485 花落雲暮間 木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492 花落雲暮間 木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508 花落雲暮間 木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3515 前夫的紅娘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522 結婚敢不敢 香奈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539 福妻稼到 于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546 福妻稼到 于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553 無敵前夫 宋雨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560 整治前夫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577 美味前夫 佟蜜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星



9789863283584 萬人迷前夫 路可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591 謎樣情人你哪位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607 風華世家 十月微微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614 風華世家 十月微微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621 風華世家 十月微微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638 風華世家 十月微微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3645 風華世家 十月微微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28700 永嘉大師證道歌詮釋淺釋 [宣化上人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84034 Yay!Ted&his family Sophia Yang[文] 其他 1

9789574484041 Yay!Fred&his family Sophia Yang[文] 其他 1

9789574484058 Yay!Dolly&Carla Sophia Yang[文] 其他 1

9789574484065 Yay!Robby&Diggy Sophia Yang[文] 其他 1

9789574484072 Yay!grandma&grandpa Sophia Yang[文] 其他 1

9789574484089 Yay!Tina&&Tiny Sophia Yang[文] 其他 1

9789574484102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其他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202 日語的聽說讀寫 張振燦, 張君逸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808 起死回生之法: 心素食主義 常濟素人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威素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和致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7

法總中文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1509 家鄉述懷: 浯話金門 唐蕙韻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608 正創造/鏡子理論: 願望導向之創新思維 陸定邦著 平裝 1

9789869114615 正創造/鏡子理論: 願望導向之創新思維 陸定邦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602 老子道德經 林隆達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247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應天齊《世紀遺痕與未來空間》個展. 第十三屆　馬于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33254 La legerete monumentale de Li Chen: premiere exposition de sculpture place vendome, ParisDimitri Bruyas[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41860 玩攝影教學誌: 高粱商品拍攝-光線掌控的火侯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03 東海美術三十年文件展 許莉青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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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風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柏嶺受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風閣商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27 東海作為形容詞: 東海大學美術系30週年 詹前裕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534 蘊藝: 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班膠彩創作展 詹前裕策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72 羅馬異地教學的開創與傳承: 東海建築在羅馬 凌天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41 會計學: 使用者導向 詹茂焜, 余任芳, 洪震玫著 第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65 邱瑞忠先生紀念專輯 謝鶯興, 羅問津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10 Mammals of Taiwan Liang-Kong Lin, Masaharu Motokawa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17748 鉤針編織記號基礎範本 Boutique杜著;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55 棒針編織記號基礎範本 Boutique社著;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非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熱帶生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中國經典管研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34578 大手牽小手,認識主禱文 李位鼎文字; 林育如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4585 大手牽小手,認識先知書 吳昭誼文字; 林育如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4592 背袋中的寶物: 部落故事讀本(排灣語/華語對語)蔡愛蓮作; 蔡愛桂繪 其他 1

9789867134608 馬上平安 李雀美文; 伍幼琴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8205 關連字背英文單字HOW-EZ好易記 林天賜編著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8385 紅鼻子大嬸與白鼻子大嬸 螳螂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392 爸爸帶我出去玩 螳螂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408 Jerry and the little Mantis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15 Crunch! crunch!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22 Ten big alligators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46 Pet monster lives next door!!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53 Lucky star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60 Aunt red-nosed and aunt white-nosed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77 The king's birthday party Li Po Feng 其他 1

9789866218484 理性救國的蔣渭水 耿建興作; 張雅涵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491 做中學、錯中學的萊特兄弟 耿建興作; 廖宸玉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07 人道科學家居禮夫人 耿建興作; 陳惇聿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14 航海冒險的哥倫布 耿建興作; 陳惇聿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21 永不放棄希望的海倫凱勒 耿建興作; 廖宸玉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38 尊重生命的史懷哲 耿建興作; 張雅涵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45 非暴力抗爭的甘地 耿建興作; 陳惇聿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52 樂之聖者貝多芬 耿建興作; 廖宸玉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69 藝術奇才達文西 耿建興作; 陳惇聿繪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易記創意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晉數位

使徒



9789866218576 天才發明家愛迪生 耿建興作; 張雅涵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83 白衣天使南丁格爾 耿建興作; 廖宸玉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590 道德自覺的孔子 耿建興作; 張雅涵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06 夏夜 楊喚作; 龔雲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13 跟手指頭做好朋友 李力安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20 吃飯要專心 佟寧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44 喝水最健康 李力安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51 上學去 佟寧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68 去散步 佟寧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75 晚安 佟寧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82 不要亂開玩笑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699 洗澡真開心 佟寧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05 左看看,右看看 佟寧作; 李容因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12 小米的白兔子 游文綺作; 江秋錦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29 散步去上學 游文綺作; 翁鉅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36 會說話的蘋果 游文綺作; 江秋錦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43 豬老大打噴嚏 游文綺作; 江秋錦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50 眼睛好痛喔!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67 我就是要買啦!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74 阿飛生病了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81 作業怎麼寫不完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798 不是我的錯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04 我終於會了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11 不要逞強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28 在家裡玩要小心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35 說謊 蘇立瑋作; 李伯峰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59 有「禮」有「節」走遍天下 羅寶汾, 顏長利, 蕭淑娟作; 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66 百善孝為先.體貼父母心 陳慧卿, 王小玲, 李德元作; 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73 攜手合作.你好我也好 黃靖雅, 嚴麗玲, 謝佩吟作; 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880 誠實守信.你我都安心 黃麗雲, 陳韻如, 謝涵淳作; 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903 你我盡責.任重道遠 黃靖雅, 嚴麗玲, 謝佩吟作;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910 尊重你我.珍愛童年 黃麗雲, 陳韻如, 謝佩吟作; 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8941 緣生緣滅 地底風雲: 揭開臺灣雞肉絲菇曠世之謎宋細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71 Poetry Dedicated to Su Lan Chang Shi-Xuan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2498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782504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782511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782528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535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82542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82580 梟寵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603 梟寵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82597 梟寵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82627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634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2641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2658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665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82672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733 書香貴女 流晶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740 書香貴女 流晶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2757 書香貴女 流晶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2764 書香貴女 流晶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795 你和我的傾城時光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818 你和我的傾城時光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82801 你和我的傾城時光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82863 九重紫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870 九重紫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24

阜盛文教



9789869066136 花城可裕著作集 花城可裕著 初版 平裝 第一集 1

9789869066143 走過十字路口: 蔣經國時代政治、社會、經濟的轉變王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150 大學國文: 主題式教學講義 張清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514510 論命三法則 蔡宗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27 斗數論名人 紫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34 一二八種八字強弱研究 藍傳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41 風水大法直講 余勝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58 紫微斗數導讀. 空宮篇 陳世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65 斗數論交通事故 紫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2781 那群外星攻一點也不好吃. (一): 蜂蜜黑王子 佐耶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798 那群外星攻一點也不好吃. 二, 牛奶電波男 佐耶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06 每個人都需要一點猶豫 小猶豫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13 讓我看看妳的床 張耀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37 在萬花筒裡失眠 沈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001 喙講臺語.手寫臺文: 臺語文的臺灣文學講座 蔣為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2001 喙講臺語.手寫臺文: 臺語文的臺灣文學講座 蔣為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2001 喙講臺語.手寫臺文: 臺語文的臺灣文學講座 蔣為文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奇異果文創



9789866581458 新琴點撥 簡彙杰作 增訂十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5798 AutoCAD實戰演練: 3D立體製圖 elearningDJ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835811 Creo Parametric 2.0基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897 精通SolidWorks 2013. 進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03 舞動Word 2010中文版 黃景增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10 易習Office 2010辦公室自動化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27 從Web走向Mobile App 羅子洋作 平裝 1

9789865835934 舞動CorelDraw X7向量繪圖 趙雅芝作 平裝 1

9789865835941 精通SolidWorks 2013. 基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58 精彩AutoCAD 2014建築與室內設計 陳世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65 精彩AutoCAD 2014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72 PhotoImpact X3相片處理隨手翻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89 PowerPoint 2010精選教材隨手翻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996 舞動倉頡輸入法 數位內容工作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002 Creo Parametric 3.0實戰演練. 基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3800019 Creo Parametric 3.0實戰演練. 進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3800026 舞動Flash動畫視覺設計 林國棟作 平裝 1

9789863800033 AutoCAD機械設計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3800040 精彩InDesign CS6排版視覺設計 趙雅芝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800057 精彩AfterEffects CS6視覺特效製作 王國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064 舞動Flash Creative Cloud動畫設計寶典 趙雅芝作 平裝 1

9789863800071 SketchUP最簡單的3D繪圖法 梁景華作 其他 1

9789863800088 精彩Illustrator CS6向量繪圖設計 趙雅芝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095 Pro/ENGINEER Wildfire 5.0電腦輔助設計. 基礎入門篇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101 Pro/ENGINEER Wildfire 5.0電腦輔助設計. 進階應用篇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118 MasterCAM X8實戰演練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863800125 Inventor2015實戰演練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3800132 Dreamweaver & ASP資料庫應用經典 林國榮作 其他 1

9789863800149 舞動Photoshop影像視覺設計 趙雅芝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習圖書



9789863800156 Flash動畫程式設計: 使用ActionScript 3.0 蔡國強作 其他 1

9789863800163 總帳會計與應收付票據管理系統設計大全: 使用Access 2013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3800170 挑戰AutoCAD 3D立體製圖 廖高德作 平裝 1

9789863800187 SolidWorks進階應用實戰演練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3800194 AutoCAD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3800200 專案管理實務Project 2007 elearningDJ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217 舞動Illustrator 繪圖視覺設計 趙雅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2644 臺北金陵文藝獎優勝作品集. 第11屆-第15屆(98-102學年度)金陵女中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4594 圖解環保住宅: 110個建築面向與實用技巧,老房新宅都能成為有氧綠住宅ソフ卜ユ二オン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1718 專業沙龍毛髮科學 莊麗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725 勇敢: 劉榮春人生紀實 鄭淑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8575 中華教育家教育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高等教育之辦學理念研討文集. 第四屆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8308 臺灣詩人手稿集 蕭蕭, 羅文鈴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昇陽國際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新北市金陵女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24018 夏至: 畢漣典藏畫集 畢漣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24025 夏至: 回憶の夏圖文集 畢漣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4254 黑天鵝的背叛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4261 雪后的騎士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4278 野獸公子的賭約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5091 七彩月光下,幸福竹蜻蜓別冊 寄秋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6470 待嫁麻煩夫 齊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11 老公太難追 鐘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28 一眼定妻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35 招領單親媽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42 夫人騙身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59 誤食惡質男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66 分床五年後 林曉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73 紙雕閨秀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80 繡色可妻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597 花燈西施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03 虧本商賈 唐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10 脫軌中醫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27 皇子變戲子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34 一品天師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41 爬窗偷個情 鐘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58 借夫交易 顏依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65 鍍金新歡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72 正妻好威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89 嫡妻好詐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696 雷太太的犒賞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02 花少的忠犬路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19 續集人妻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26 惡男落我家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9789862428733 這個男伴有夠黑 林曉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40 這個女人有點毒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57 廢柴金童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64 再續一夜情 唐筠箸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71 夜半探香閨 馥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88 捕獲小逃妻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795 娘子傻乎乎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01 娘子夜夜愁 裘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18 貓先生留步 蕾絲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25 騷擾嚴厲先生 鐘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32 巡撫謀妻厚黑學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49 世子哄妻假道學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56 帝王奪妻心理學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044 不生病的真相: 神奇的細胞平衡修復法 邱小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051 心臟科權威醫師傳授的自我保健秘方 楊興生, 孫靜平, 余卓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068 今天的飲水習慣,決定你10年後的健康狀況 左振素, 郇宜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719 靈界進行曲: 媽祖的靈媒 萬莉瑩, 曾智郎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65726 靈界進行曲: 媽祖的靈媒 萬莉瑩, 曾智郎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3157 保養關鍵技術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3164 SOP.2技術規格資料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3171 美孚保養廠日活動專刊: 新標準保養檢查與調整校正. 2014-2015林永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金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986513 紓壓禪: 上班族40則紓壓指引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520 東初禪寺的故事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986537 烽火家人: 從原生家庭看自我成長 楊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544 南傳佛教史 淨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568 四季禪師 謝武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9303 法國鐵道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8304 彌陀要解 凡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238 現代因果實錄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08382 放生問答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450 觀世音菩薩感應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504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08559 健康與長壽之秘訣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597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10 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經.神咒功德說明.放生儀軌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818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825 佛教聖典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832 佛門必備課誦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849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8863 現代因果實錄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08870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佛說孝子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三合刊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887 華嚴經: 淨行品 梵行品 初發功德品 普賢心行願品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采葒



9789865645007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8917 佛說療痔病經 (大唐)三藏義淨奉制譯 平裝 1

9789865708924 佛說無常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靜(淨)奉制譯 平裝 1

9789865708931 笑著進入七寶池 道證法師講述; 蕭凱華筆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948 佛說十善業道經 (唐)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955 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97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986 當醫生宣佈你得了癌症: 50件你必須做的事(重點整理)Greg Anderson著; 性林文化, 陳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993 從愛慾中解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045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5144 教行信證大系. 第二-四卷, 行卷 桂利劒著; 稻垣瑞劒編述; 釋瑞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545151 教行信證大系. 第二-四卷, 行卷 桂利劒著; 稻垣瑞劒編述; 釋瑞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545168 教行信證大系. 第二-四卷, 行卷 桂利劒著; 稻垣瑞劒編述; 釋瑞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8545175 正信偈講話 桂利劍日文口述; 稻垣瑞劍日文原著; 釋瑞覺中文翻譯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202 奔色 李念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5612 現代食品蠻悍全襲 曹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698 揉麵團: Sammi教你搞懂5種基礎麵團,做出麵包、蛋糕、塔、泡芙、餅乾一定要先學會的烘焙糕點!鍾莉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08 不只是炸魚薯條：艾米的70道英式家常烤煮美味冉庭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15 北海道。おはよう：我來了 王瑤琴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念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法雷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1103 基督信仰在臺灣: 基督信仰與社會研究調查. 2012年伊慶春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4174 空海釋疑集. 2010. 聞思篇 空海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一版 平裝 2

9789868414181 空海釋疑集. 2010. 修證篇 空海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14105 阿含解脫道次第問&答 空海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14112 開啟人生智慧 空海(惟傳法師)主講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414129 開啟人生智慧 空海(惟傳法師)主講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414136 開啟人生智慧 空海(惟傳法師)主講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414143 馬來西亞.修成林: 禪修開示 空海主講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14150 老子道德經心聲: 課堂講解 空海(惟傳法師.鄭永進)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一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8414167 老子道德經心聲: 課堂講解 空海(惟傳法師.鄭永進)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一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26015 調柔身心 開啟智慧 銘心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8126022 禪宗精髓.慧眼禪心 空海主講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26039 四念處.禪修開示 空海主講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26053 靈泉.禪修開示 空海主講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26060 假愛、錯愛與真愛 空海法師講述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26077 世界一家.大家好 空海講述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26008 永嘉大師證道歌: 禪修開示 空海(惟傳法師)主講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自然真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自然淨心學會

中華21世紀智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自然和諧生命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609 道德理性與現實生活: 試答儒學100問 戴朝福作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522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世界不動產聯合會臺灣分會)創會四十週年紀念會誌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85233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4 黃齡儀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6446 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551 臺灣藝術家博覽會. 2014 吳介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700 根與傳承: 河間詹姓在臺灣 詹正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401 供佛齋僧: 中華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十周年紀念特輯. 1, 吉祥語錄供佛齋僧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50418 供佛齋僧: 中華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十周年紀念特輯. 2, 供僧行跡供佛齋僧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50425 供佛齋僧: 中華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十周年紀念特輯. 3, 海會雲集共齋僧供佛齋僧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姓宗親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視覺藝術協會

中華文化生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6688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精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3542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林寶貴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9811 臺日韓隧道火災安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6屆 社團法人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臺灣分會學術委員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6716 飯甑波的滋味 鍾惠滿原作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408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catalysis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John L.Harwood et.a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7663 臺灣郵史郵話 夏大緯編著 平裝 第1輯 1

9789868657656 臺灣郵史郵話 夏大緯編著 精裝 第1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櫻花日臺文化交流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物技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濃愛鄉協進會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9789869104401 真心的喜悅與待客之道: 樂茶會教室 田村美春作; 黃怡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418 為什麼無法對自己感到喜悅 伊葉かお里; 蘇孝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20581 佛學與人生 張有恆著 平裝 1

9789868320598 紀曉嵐寫的因果故事精選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2743 雨過天晴心希望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892750 擁抱生命逆轉勝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8060 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初版 其他 1

9789868478077 2nd Asia conference on urban disaster reduction 初版 其他 1

9789868478077 2nd Asia conference on urban disaster reduction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9232 因緣與果報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6510 臺灣法律發展競爭人格故事: 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陳志龍等作 平裝 1

9789868816527 波濤洶湧臺灣法律80年: 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 陳志龍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虛原慈善功德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自殺防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淨宗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8097 臺灣世界連鎖品牌年鑑. 2014 戴中興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402 亞太城市建設實務論壇. 2014 董榮進, 劉建陸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205 恆春半島祕境四季遊 李盈瑩, 張倩瑋, 張筧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108 職業災害保險法改革方向 社團法人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344 蘭花淺介. II 黃禎宏編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6646 與愛偕老: 熟年帕斯堤手冊 邱智浩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56653 家人相處祕笈(成人篇). 2014 社團法人臺灣露德協會工作團隊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露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環境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營造工程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6977 登山寶訓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校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1178 Best of year觀眾最愛設計師 幸福空間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71185 設計如此美好: 李幹才的五感旅行 李幹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93928 令人讚嘆的精油排酸療法 卓芷聿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90006 為什麼我Android程式比你的快又好: 最佳化實作陳德春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020 掌握iPhone中的每一個感應裝置: iOS開發硬手冊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037 超完美色彩設計魔法書 吳桂敏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90105 Photoshop select 電繪卡漫達人技 溫鑫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0112 用Apache CXF建立企業級的SOA架構應用 任鋼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143 聰明女人的幸福心法 星漢著 平裝 1

9789863790150 適齡不愁婚: 敲開幸福人生的大門 姜曉晨著 平裝 1

9789863790174 我旅遊,我寫作,我好像擁有全世界: 享受快意銀髮人生李啟華著 平裝 1

9789863790181 我的黏土同樂會: 在手作的世界找到快樂的泉源劉然, 辛玲, 張予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0198 MAYA建模.卡漫角色案例實錄 吳旻書, 蔡佳君著 平裝 1

9789863790204 初探世界新語言.Swift 魏奇肋著 平裝 1

9789863790211 睜大眼,看清26種字母型男孩 天王遙著 平裝 1

9789863790228 健康美味的食材拼圖: 食物也吹混搭風 張曄著 平裝 1

9789863790242 低調的王著Android之父: 安迪.魯賓: 科技大神真人傳記張樹聲, 陳斌, 朱國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0259 Android及ARM原生語言: 逆向工程破解Android APP安全豐生強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0266 網站藍圖: 學會Axure RP建構高擬真網頁 呂皓月, 楊長韜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漾芳療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空間



9789863790273 iOS App活用寶典 X jQuery Mobile 王鴻儒著 平裝 1

9789863790280 主宰自由攝影師之路: 圖庫攝影.準備就緒 陳小波著 平裝 1

9789863790297 視覺化資料:100%全腦吸收大數據,直入神經元 陳為, 沈則潛, 陶煜波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303 晉身Linux高手的最後一哩路: 精熟Shell程式 張春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310 DRBD網路RAID1免F5: 使用Corosync及Heartbeat的自動備援主從架構設計陶利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327 現場直擊: 35個Arduino大神的實作範例 無線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341 伺服器端的script的帝王: 成為Node.js高手的最後一哩黃丹華著 平裝 1

9789863790365 低調的王者Linux創始人: 林納斯托瓦茲: 科技大神真人傳記張樹聲, 陳斌, 朱國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0389 時間的故事: 關於人、自然、光陰的探索記錄 李孝輝, 竇忠著 平裝 1

9789863790396 品味微醺的幸福: 圖解葡萄酒 品、藏、開的100個要訣(珍藏版)馬紅著 平裝 1

9789863790402 數值分析: 使用C語言 程曉旭等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90426 InDesign精選案例: 設計+後製+印刷+商用實例 曹國榮, 周燕華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90433 王者歸來: 599個C#企業專案開發完整範例集 王小科, 王軍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790440 王者歸來: 600個Java企業專案完整範例集 李鐘尉, 陳丹丹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0457 世界500大企業經驗實錄: 最完整的Linux安全聖經設計李洋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464 影像手札: 風景寫真極緻美境 雷依里, 鄭毅著 平裝 1

9789863790464 影像手札: 風景寫真極緻美境 雷依里, 鄭毅著 平裝 1

9789863790471 Xilinx FPGA開發實用手冊 徐文波, 田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0488 NEW!函數式物件語言Visual F# 孫惠民著 其他 1

9789863790495 如何利用Android設備,快又有力開發Adobe AIR程式邱彥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501 教戰iPad開發指南 李晨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518 全面攻略P2P主流技術 張春紅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3790525 軟核心處理器設計: 從ARM9到FPGA 李新兵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8808 孔門真儒: 四科十哲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418815 孔門真儒: 四科十哲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418822 過來人的話: 仙佛智慧格言 初版3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418839 老師的話 初版 平裝 第23輯 1

9789866418846 率真進修錄: 三天主考演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8853 禪心道場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明德



9789866418860 禪心道場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418860 禪心道場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418877 命隨心轉(簡體字版)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418884 幸福之道. 家庭倫常篇(簡體字版)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418891 如何護持道場 平裝 1

9789866418907 開設佛堂的真義 平裝 1

9789866418914 孝道 平裝 1

9789866418921 道統與天命明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99698 全球化與地方發展: 中東歐與臺灣經驗初探 張家銘主編 平裝 1

9789867599704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李瑞金等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4400 節能環保趨勢下,新能源之發展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417 軟硬勢力下的中國終端新景象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424 探究消費性電子產業發展新契機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448 智慧家庭開啟智慧生活新紀元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455 移動互聯網背景下中國電子商務之商機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2195 嬌妻得來速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01 小氣王子豪氣愛 凱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32 拳鬥情魅: 真實 凱蒂.伊凡斯(Katy Evans)著; 林子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49 幸福咬一口 橙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56 吾夫太癡心 金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63 赤忱高地 琳茜.珊德斯(Lynsay Sands)著; 徐昊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松慧



9789865672270 小妞不甜 子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287 呆夫認錯妻 梁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1613 祈求解除病苦明燈 明澄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1606 消業轉運明燈 明澄居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164256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2

9789575164522 你是我的小宇宙 能登山圭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393 樂園之殼 如月芳規作; 豬排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386 保、健室 ヤス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16 刃牙外傳: 拳刀 宮谷拳豪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23 乙女戰爭Divci Valka 大西巷一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47 私立禁穿內褲學園 紺野あず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54 妖怪博士之明治怪奇教授錄 田中可奈子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61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164478 未成年愛很大 水波風南作; 喵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485 17歲,親吻與抉擇 夜神里奈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492 正經少女 本田有馬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508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577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515 非花似刃 梶山ミ力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645 非花似刃 梶山ミ力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539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4546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164553 學園百合警 森永みるく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560 尋寶睡美人 塚本彌生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584 惡魔★搖滾 那貴林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明燈佛道修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鴻



9789575164591 百花繚亂錄 蒔原櫻子作; 高殿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621 今天開始四姊妹 きづきあきら, サトウナンキ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031 777街頭除惡隊 小沢利雄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669 新白袍之戀: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706 Honey~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4713 過來嘛!哥哥 平喜多柚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737 我的小小灰姑娘 本田惠子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775 純愛無瑕 雛子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805 上司的秘密 新也美樹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812 初戀好矛盾 小田原水映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829 心上人 松果南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843 菁英同盟!! 岩岡美兔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867 人類滅亡魷我說了算? 柴谷健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898 獸爪下的花朵 邢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904 正經少女 本田有馬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130 你是我的小宇宙 能登山圭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4935 玩具們的教祖大人 高崎雄貴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942 SCISSOR SISTERS姊妹剪刀手 Daigo, 影木栄貴原作; Maroco漫畫;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959 尾巴!強化機能戰 大野勉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966 愛的算式 浜口奈津子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973 愛的單行道 岡田和人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980 和社長那個啊[]: 第2次的清晨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000 愛一直都在 木嶋惠霖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024 保、健室 ヤス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062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086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284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5093 37.5°C的淚 椎名千花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109 新白袍之戀: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147 打火新人滅火中 草間榮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154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5215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5260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5369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5185 極品牛肉咖哩的秘密 藤緒愛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208 假面天使 若菜將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291 高台家的成員 森本梢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307 黑狗和金狐狸 香坂あきほ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314 SCISSOR SISTERS姊妹剪刀手 Daigo, 影木栄貴原作; Maroco漫畫;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321 乙女戰爭Divci Valka 大西巷一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338 777街頭除惡隊 小澤利雄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5352 女孩的肉食宣言 柚木微菜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390 調皮鬼靈精 秀樂沙鷺作; 堯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420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444 HearyXBeauty~漂亮寶貝~ 麻麻原繪里依X岩本薰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451 山田家的妖精大叔 秋野実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475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529 地圖上找不到的海際之路 赤石路代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536 Love摩鐵! 荒井美保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543 非花似刃 梶山ミ力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5604 是妖精不是妖怪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6753 時間大幻劇: 奇蹟課程的時間觀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張紅雲, 若水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4094 創造奇蹟的課程 若水著 其他 1

9789869082907 終結對愛的抗拒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作; 阮靖茹, 若水譯 其他 1

9789869082914 生命的另類對話 若水作 其他 1

9789869082938 奇蹟課程學員練習手冊電子書(簡體中文版) 若水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72

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034 松鼠小弟大冒險 糖朝栗子著; Deer Jan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6961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三屆 蘇麗春主編 平裝 1

9789868676961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三屆 蘇麗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529 推展泰雅族南湖大山學區民族教育的一群推手 曹天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505 宜蘭縣原住民校長推展泰雅民族教育之研究 曹天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512 宜蘭縣澤敖利泰雅族語詞彙與語法結構之研究: 以南澳鄉武塔部落為例江明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536 宜蘭縣原住民泰雅族傳統樂器口簧琴(技藝保存傳習)之研究江明清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35777 黑白對話錄: 教學的提神點心 幽默人生的哲學 黃源典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35784 典道微旨: 黃源典說小道理 黃源典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35791 南臺采風: 黃源典在南臺四十年的點點滴滴 黃源典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1589 全食物救命廚房.每天3餐救命飲食 黎安.坎貝爾(Leanne Campbell)著; 袁婉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619 神明所教的解籤訣竅 王崇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626 神啊!你到底在幫我什麼?: 托夢、起乩、擲筊、抽籤詩,搞懂神明4大天機,人生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王崇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633 神啊!我要怎麼問你問題? 王崇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657 不想生病就搞定自律神經 郭育祥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一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5559 基礎外語. 韓語篇 曾天富, 朴柄善, 陳慶智著;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566 基礎外語. 日語篇 于乃明等著;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580 現代中國的思想與人物 劉季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03 開羅宣言的意義與影響 Deokhyo Choi等著; 吳思華, 呂芳上, 林永樂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021 現在未來式 朱順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87449 臺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 以渡臺悲歌與渡子歌為例黃菊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593 天何言哉: 客家.語言.研究 陳秀琪, 賴文英, 吳中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685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Ssu-ma Ch'ien[作]; William H. Nienhauser, Jr.譯 臺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6387692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Ssu-ma Ch'ien[作]; William H. Nienhauser, Jr.譯 臺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6387678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5.1 Ssu-ma Ch'ien[作]; William H. Nienhauser, Jr.譯 臺一版 平裝 1

9789576387708 殷翔雲作品集 殷翔雲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2601 三國爭霸史 姚季農評述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0791 天外有天(簡體字版) 梓櫻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姚氏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飛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政大出版社



9789868882898 普世宣教史之研究: 從耶穌時代至改教運動後為止(26-1689 A.D.)郝安輪作 平裝 1

9789869017213 智慧化製造系統 陳凱瀛編撰 平裝 1

9789869017220 工作說明書: 這樣轉型升級就對了 廖威學作 平裝 1

9789869017237 時尚新娘造型 呂佩芸著 平裝 1

9789869017244 我用對了字詞: 容易混淆的英文字詞比較範例 何介富編著 平裝 1

9789869017268 北臺南小麵館浮沉錄 任世雍編著 平裝 1

9789869017275 最強閱測全攻略 江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282 醒 潘台薇著 平裝 1

9789869017299 グロ―バル化戦略における企業經營: 日本企業を中心に莊幸美著 平裝 1

9789869118705 醒了過來 楊舒涵著 平裝 1

9789869118729 日本高齡社會動能 胡夢鯨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18230 百樂: 漢字創形設計 林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18247 漢字造形設計之創作研究 林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2535 家族占星全書: 基因、關係、家族命運的模式、延續、與循環布萊恩.克拉克(Brian Clark)著; 陳燕慧, 馮少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559 傾聽力: 溝通不是「說」出來的,是「聽」出來的齋藤孝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738 日式禪風紓壓塗繪: 帶領你自我療癒的Mario曼陀羅田內万里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566 開運大預言之羊羊得意. 2015年 春光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66518 非傳說 夜非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6525 戀愛ING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532 針鋒相對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556 針鋒相對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英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光



9789862966549 針鋒相對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6662 讀者和主角絕逼是真愛 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6679 讀者和主角絕逼是真愛 頹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6600 沙漠王子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6617 江湖遍地是奇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6624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6655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6631 復燃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648 復燃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6686 重生之後. 第三部 瑞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6693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66709 沙漠王子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6716 時流之軌 晝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6723 新版十三分死神: 外傳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730 新版十三分死神 樊落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747 新版十三分死神 樊落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6754 重生之後. 第三部 瑞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6792 江湖遍地是奇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6785 江湖遍地是奇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6808 星海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815 沙漠王子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6822 點亮星星的人 緒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66839 三妻四妾 焰雪雪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846 三妻四妾 焰雪雪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6853 三妻四妾 焰雪雪著 二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6860 即使這份戀情有罪 いとう由貴著; 魁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222 教出中等孩子好成績 陳孜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46 隨意支配對手的說話術 何苓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53 拒絕力：不得罪人、不傷和氣的說NO 風動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30

風向球文化



9789868937260 新主管,坐穩位子前必須知道的10件事 陳珺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77 教出「情緒放鬆」孩子的順勢教養法 張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84 一開口就穿透人心：70個魅力自我行銷的得分話術風動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7291 98%的孩子都可以是英才 張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02 翻轉局面的詭辯術：學習律師無往不利的犀利談判技巧何苓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19 好員工才難帶 陳珺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33 為什麼爸媽不說教,孩子可以寬容、自律、自動自發？陳芳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40 懂得拒絕,才能教出好孩子 胡玲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57 能哈拉、會閒晃,才能幸福工作 史都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64 優質生活,來自42個好念頭 布莉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071 培育未來優質男人 陳怡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703 阿納絲塔夏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lmir Megre)著; 王文瑜, 李裕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8435 全新英語聽力測驗(八年級/高階版). 下 其他 1

9789868858442 全新英語聽力測驗(會考總複習)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4184 世界現況. 2014: 永續治理 fTom Prugh等作; 李根芳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1791 北醫: 異鄉人醫生 Choi Jee Yeong著; 葛增娜,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08607 北醫: 異鄉人醫生 Choi Jee Yeong著; 葛增娜,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看守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拾光雪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如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054476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435 在首爾遇到大明星: 跟著kpopn前進70間經紀公司X參加4大電視台錄影X直擊撞星率100%店家kpopn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098 究極變形數獨 數獨聯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6432 當代12位名師的攝影眼 沈平林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6524 絕叫學級. 7, 犯規的罪與罰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661 丟掉垃圾，從此脫胎換骨的人生整理術：家變整齊、贏回愛情、工作順利的幸福秘訣布魯克斯.帕瑪(Brooks Palm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685 熊蓋勇：不輕易被挫折擊倒，鍛鍊迎戰人生各種困難的強健體魄大野裕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715 極道甜心 陳漢玲漫畫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6739 煙火攝影的極致: 決戰瞬間!: 職人親授的器材、技法活用術金武武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746 食夢之鑰 DARK櫻薰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149 食夢之鑰 DARK櫻薰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6753 夜刃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6760 妹妹勇者一推就倒沒問題嗎? 明日葉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6777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156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6784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6791 瑠璃色的瞎扯淡日常 伊達康作; 黃珮如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6807 BLACKOUT噩夜遊戲: 希望 黑井嵐輔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814 Right x light 司作;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6821 菁英 陸希未作; J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838 魅生. 1, 妖顏卷 楚惜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845 野蠻遊戲: 驚天動地 黑井嵐輔作; 朱海翔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6852 野蠻遊戲: 驚天動地 黑井嵐輔作; 朱海翔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6869 聖黑龍與火藥儀式 北元明野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876 變裝魔界留學生 野島研二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56883 隨波逐流侵略!: 邪神大沼. 3 川岸毆魚著; 邱憶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890 我與23個奴隸 岡田伸一作;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6906 獨角獸的美味戀曲 四十九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6913 小雞之戀. 3, 心跳加速的告白 雪丸萌原作; 松田朱夏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尖端



9789571056920 是我殺的x7 二宮敦人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6937 白銀的救世機 天埜冬景作; 吳政翰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6944 襲來!美少女邪神 逢空萬太著;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56951 召喚學園的魔術史學 中谷榮太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6975 藍玫瑰 榎田尤利作; 陳明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6982 別讓我消失 莎拉.格蘭特作; 楊佳蓉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6999 懶人的縮時工作術: 不加班照樣加薪升職的時間管理秘訣植田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002 小器小皿過好生活: 115款經典雜貨，從廚房開始實踐日常美李蕙先作;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019 愛了，就能活：從刻骨銘心的傷痛中重生，獲得再一次擁抱愛情的勇氣權紋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026 我就是經典!義大利設計: 走進獨步全球的創意王國,偷學義大利設計師的想像力林鐘愛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033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040 面具師 夕燒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057 許個願吧!大喜 顆粒著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7064 高感光度活用術: 解除相機封印的嶄新技法 玄光社作者群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088 魅生. 2, 幻旅卷 楚惜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095 魅生. 3, 鳳鳴卷 楚惜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101 偷心任務. 2, 不合格少女!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118 十二國記: 魔性之子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125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7132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163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作; 簡秀靜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7170 吸血鬼與愉快的夥伴 木原音瀨作; 陳明瑜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7187 四百二十連敗女孩 桐山成人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7194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7200 Leading blood. 3, 鬼神的因果 田尾典丈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217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57224 拿出男子氣概吧!倉田君! 齋藤真也作; 張欽雅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7231 聖劍使的禁咒詠唱 淡群赤光作; 廖湘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248 惡夜獵殺 二宮敦人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262 舞夜魔境 海瑟.迪可森作; 陳圓心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279 百萬業務員才知道的手寫筆記工作術：輕鬆管理人脈、提升業績、贏得客戶信賴，為自己加薪30%中村信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16 Bonjour!優格冰淇淋: 來自法國名店it mylk的零脂健康美味是甜點,是佐料,也是主食康士坦絲&瑪蒂達．洛漢吉作; 王品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23 餐桌上的美味風景 鄭惠璟作; 鄒怡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30 偽英語教科書: 全民英檢不會考、學校不敢教、背了也說不出口的單字&片語中山著; 錢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61 御神樂學園組曲 Last Note.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378 魔法少女育成計畫 遠藤淺蜊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408 農林 白鳥士郎作; 王炘玨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7415 T、內褲、好運到 本村大志作; 蔡知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7422 圓環少女 長谷敏司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439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446 9月1日天氣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453 樂園的寶藏 林亭葳著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7477 日常生活中的異能戰鬥 望公太作; 陳怡帆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521 Nikon D810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538 赤裸少女 珍妮佛.布朗作; 翁宛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545 長夜盡頭: 擴散 梅根.克魯作; 李玉蘭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552 獻給某飛行員的夜曲 犬村小六著;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7569 獻給某飛行員的夜曲 犬村小六著;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7576 重返錯過那年 蓋兒.芙曼(Gayle Forman)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590 明智少年的詭辯 道端さっと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7637 星光對決IDOL STAR: Bright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644 星光對決IDOL STAR: Spring 衛亞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668 夜刃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675 時空旅人 茱莉.克羅斯(Julie Cross)作; 甘鎮瓏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7682 學戰都市Asterisk. 6, 懷國凱戰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699 也許是現在進行式的黑歷史 淡群赤光作; 迦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705 魔法少女育成計畫restart. 前 遠藤淺蜊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712 霸劍皇姬阿爾緹娜 紫雪夜作; 趙聖媛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729 我可愛的國家令嬢 鏡遊作; 林宜錚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743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7750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Kyo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798 銀彈的銃劍姬 紫雪夜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7804 魔王之類的啦! 原田源五郎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781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著;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57835 隔壁的茱麗葉先生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897 你是我的聖劍 大樹連司作; 曾玲玲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66011 「のだ」の機能と現れ方 黃瓊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6356 臺灣日本語文學會.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臺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全球化中的日本語文研究展望. 2011年度落合由治, 劉于涵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7866431 三島由紀夫文学の研究: 政治思想とサブカルチャーの観点から柳瀨善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6912 東亞語文社會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第一屆 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049 談話レべルから見た台湾人中級日本語学習者の接続表現及び文脈指示詞の運用: 思い出話を談話データとして川合理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7162 臺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本文學.語學.社會文化間之協同研究. 2012年度落合由治, 劉于涵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7867216 漱石文学における金銭感覚 林寄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681 日本語: 話す.聞く.考える: 私/社会/ことば 工藤節子等編著; 王怡人中文監修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7698 臺日異文化交流能力育成研究 賴錦雀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67704 sugoi日本語 王曉芸等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867735 英語應用語言學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7742 英語應用語言學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7711 英語應用語言學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867728 英語應用語言學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867759 戦中戦後における太宰治文学の軌跡: 創作方法と言葉の逸脱をめぐって賴雲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766 グ口一バル化社会の「人の移動」: 日本と台湾をめぐる「人の移動」を中心に佐藤和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797 日本警察倫理與性別議題: 以新渡戶稻造「武士道」為隱性主軸之日本文化研究陳艷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803 で解く日本近現代文学: 淚香.漱石.荷風.公房 王佑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889 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開幕典禮暨紀念演講會議手冊曾秋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089 王大華作品集. 2, 鑼聲響起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083096 王大華作品集. 3, 招娘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19207 王大華作品集. 4, 南柯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19214 你是我永恆的六月雪 夏雪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19221 教練吧!: 18則教練故事,協助您找到啟發生命的能量梅家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19252 愛,讓我們每天歡度幸福節 周夢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91

送存冊數共計：95

致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7262 熊寶不再害羞 曾琤著; 張倩華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67279 當我長大後 曾琤著; 張倩華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5073 海外大學年鑑. 2013-2014 哈佛留遊學中心代辦部作 平裝 1

9789865815080 新TOEIC考前四週完全攻略. 2013-2015 Jeff Santarlasci著 其他 1

9789865815097 全民英檢中高級必考單字1234. 2013-2015 蘇豔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103 全民英檢初級題庫. 2013-2015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 Jonatha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110 全民英檢中高級試題全集. 2013-2015 Hoyt Tillman, Allen, Jonathan編題; 夏穎, 蔡宜臻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127 iBT托福聽力完全攻略. 2013-2015 Hoyt Tillman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134 iBT托福口說高分實戰. 2013-2015 Derek, 顧大維編著; 彭湘平翻譯 其他 1

9789865815141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完全命中. 2013-2015 夏穎編著; Zack英文撰寫 平裝 1

9789865815158 留學英文一點通. 口說寫作篇, 2013-2015 王晧璞編著 其他 1

9789865815165 新TOEIC黃金試題完全解析. 2013-2015 王晧璞題解; Allison Andrea編題 其他 1

9789865815172 美女老師NINI的英文教室: 流利會話養成班 Nini作 其他 1

9789865815189 iBT托福單字完全攻略. 2013-2015 白樺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196 陳弈iBT托福閱讀. 2013-2015 陳弈作 平裝 1

9789865815202 全民英檢中高級單字完全攻略. 2013-2015 蘇豔文作 平裝 1

9789865815219 iBT托福模擬試題全集. 2013-2015 Robert Dicks,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226 全民英檢中高級閱讀實戰. 2013-2015 True Black, 蘇豔文, Jonathan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233 iBT托福閱讀完全攻略. 2013-2015 Hoyt Tillman, Rebecca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240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試題大全. 2013-2015 Daivd Sinclair, Hoyt Tillman編題; 王皓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257 新TOEIC全真題庫. 2013-2015 Jeff Santarlasci,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264 新TOEIC閱讀題庫. 2013-2015 True Black等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271 新TOEIC聽力試題大全. 2013-2015 Allen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288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試題精選. 2013-2015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編題; 王皓璞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295 全民英檢(中級模擬題庫+完全解析) Zack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哈佛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美育旺旺



9789865815301 新TOEIC全真試題全集. 2014-2016 Allison Andrea編題; 高地題解; 吳昀融翻譯 其他 1

9789865815318 新TOEIC聽力題庫. 2014-2016 Allison Andrea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325 新TOEIC單字完全攻略. 2014-2016 夏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332 iBT托福寫作. 2014-2016 Jeff Santarlasci作 其他 1

9789865815349 新多益聽力全真模擬題庫 Allison Andrea編題; 高地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356 全民英檢中級題庫. 2014-2016 True Black, 蘇艷文編題; 蘇艷文等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370 全民英檢初級試題精選. 2014-2016 Allen等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387 新TOEIC考前四週完全攻略. 2014-2016 Jeff Santarlasci作 其他 1

9789865815394 全民英檢中級試題大全. 2014-2016 David Sinclair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400 全民英檢中高級試題精選. 2014-2016 True Black, Hoyt Tillman, Jonathan編題; 蘇豔文, 王紀澤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417 全民英檢中級試題實戰攻略 Robert Dicks編題; 高地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424 新多益黃金證書單字片語. 2014-2016 夏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424 新多益黃金證書單字片語. 2014-2016 夏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431 美國名校指南. 2014-2016 哈佛留遊學中心代辦部作 平裝 1

9789865815448 陳弈iBT托福閱讀. 2014-2016 陳弈作 平裝 1

9789865815455 海外大學年鑑. 2014- 2015 哈佛留遊學中心代辦部作 平裝 1

9789865815462 全民英檢中級試題全集. 2014- 2016 David Sinclair, Alle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479 新多益閱讀試題大全. 2014-2016 Michael Biddle, Robert Dicks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486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試題精選. 2014- 2016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493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試題大全. 2014- 2016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09 新TOEIC黃金試題完全解析. 2013-2015 王晧璞題解; Allison Andrea編題 其他 1

9789865815516 iBT托福聽力題庫. 2014-2016 Robert Dicks編題; 蘇豔文, 蔡宜蓁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23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題庫. 2014-2016 David Sinclair, Allen編題; 蘇豔文,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30 全民英檢初級試題全集. 2014-2016 Robert Dicks, Jonathan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47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題庫. 2014-2016 David Sinclair, Allen編題; 蘇豔文, 王晧璞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554 新TOEIC全真題庫. 2014-2016 Jeff Santarlasci,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61 全民英檢初級試題大全. 2014- 2016 Niphon, Jonathan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78 iBT托福題庫. 2014-2016 Hoyt Tillman等編題; 蘇艷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585 iBT托福單字完全攻略. 2014-2016 白樺作 平裝 1

9789865815592 托福寫作勝經: 獨立題一點通 Chloe YC Ouyang編著; Shawn Chong範文撰寫 平裝 1

9789865815608 新多益閱讀擬真題庫 Allison Andrea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608 新多益閱讀擬真題庫 Allison Andrea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615 陳弈iBT托福寫作. 2014-2016 陳弈作 其他 1



9789865815639 全民英檢初級題庫. 2014-2016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 Jonatha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646 精選新多益全真模考 Amelia Mahan編題; 林育如題解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0586 橙色十七歲 艾小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0593 渾蛋小姐 言若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07 紙星星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14 秋的貓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21 戀夏七光年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38 給我一個理由不愛妳 兔子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33269 鯨的遊戲 阿爾弗雷多.戈梅斯.塞爾達(Alfredo G'omez Cerd'a)著; 特沃.普埃勃拉(Teo Puebla)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76 貝爾托和狼 里卡爾多.查爾斯.卡斯塔涅達(Ricardo Ch'avez Casta-neda)著; 哈維埃爾.奧利瓦雷斯(Javier Olivares)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83 名叫「瞬間」的鸚鵡 拉蒙.加西亞.多明蓋斯(Ram'on Garcia Dominguez)著; 馬努埃爾.謝拉(Manuel Sierra)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290 兩隻青蛙 孔恰.洛佩斯.納爾瓦埃斯(Concha L'opez Narv'aez)著; 拉法埃爾.薩爾梅隆(Rafael Salmer'on)繪; 王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06 蛇鼻子 卡爾梅洛.薩爾梅隆(Carmelo Salmer'on)著; 拉法埃爾.薩爾梅隆(Rafael Salmer'on)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23 寶寶也會自己說故事 沈帆, 孔冰蕾編繪 再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232293 Baby歡樂親子黏土: 人物、生活用品. 1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47 Baby歡樂親子黏土: 人物、生活用品. 2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774 Baby歡樂親子黏土: 交通工具、食品. 1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030 Baby歡樂親子黏土: 交通工具、食品. 2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75 Baby歡樂親子黏土: 動物、植物. 1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82 Baby歡樂親子黏土: 動物、植物. 2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399 不可思議的小烏鴉 卡塔琳娜.瓦可思(Catharina Valckx)著.繪; 李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05 毛毛蟲佩里柯品 伊爾達.佩雷拉(Hilda Perera)著; 瑪莉亞.路易莎.托爾西達(Ma Luisa Torcida)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12 吻之書 阿爾弗雷多.戈梅斯.塞爾達(Alfredo G'omez Cerd'a)著; 赫蓮娜.馬丁內斯(Helena Martinez)繪; 王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29 豬小弟的信 阿爾弗雷多.戈梅斯.塞爾達(Alfredo G'omez Cerd'a)著; 特沃.普埃勃拉(Teo Puebla)繪; 張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436 唱著歌走到的地方 常星兒著; 肉肉香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8

城邦原創



9789862233504 快樂手工.創意黏土: 趣味裝飾 李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11 快樂手工.創意黏土: 美食派對 李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28 快樂手工.創意黏土: 動物樂園 李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535 快樂手工.創意黏土: 海洋世界 李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9821 儒門黌宮: 克明宮暨文昌書院發展史 劉耀南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5218 南投花花世界 邱建昌等撰文; 顧宗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21654 甲午.九九采風: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會員專輯. 2014劉子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302 山城的驕傲: 臺灣埔里手抄紙 劉秋蘭作 1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1931 墨墨歡喜: 南投縣國姓鄉駐鄉畫家作品集. 第一屆潘樵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紙商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國姓鄉文史采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社區規劃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九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投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9789868686137 機智說話高手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9496 去他的愛情偽忠告 虞玲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238 妳的愛情要來點辣椒嗎?: 丟掉68個迷思,找回一百分的愛情虞玲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245 那些有傷的愛情: 33篇好好愛的幸福講義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00 你有什麼好煩惱?: 想到就會笑的30個快樂生活提案!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3675 小資三年當店長: 在年營業額150億的海底撈,從服務生變店長的奮鬥日記!李順軍, 楊鐵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3675 小資三年當店長: 在年營業額150億的海底撈,從服務生變店長的奮鬥日記!李順軍, 楊鐵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0644 游牧東京 米田智彥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0644 游牧東京 米田智彥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0699 幸福的婚姻要認真談錢: 三個月建構幸福力 史考特(Scott Palmer), 貝絲妮.巴瑪(Bethany Palmer)著; 李璞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62 叫我女神: 打造女神氣場、秒殺全場的68個法則虞玲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79 你有什麼好悶的?: 每天都微笑的32個快樂主張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88186 打敗內心的小惡魔: 33個找回自信的思考小技巧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93 為夢想放手一搏: 用生命力量灌溉夢想,用夢想創造精彩人生!張昶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09 不離婚的秘密: 一生只結一次婚: 10個關鍵,挑對一生伴侶札娜羅維丹(Chana Levitan)作; 游鈞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16 別怕創業: 勇敢做老闆 吳承璟, 卓天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30 勇敢做自己: 37則熱愛生命的規則 徐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88351 文字魔人 李赫原創; 翁紹凱原著; 賴有賢, 張富龍漫畫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788368 文字魔人 李赫原創; 翁紹凱原著; 賴有賢, 張富龍漫畫 第一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20793 教出最多滿分學生的多益女王: NEW TOEIC新多益閱讀實戰攻略劉樹燃作; 吳汀芷, 林錦慧, 彭唯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424 裝潢指導聖經 莊恩澤+美麗殿設計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秋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8

紅狐文化



9789869073431 好手感.好溫度: DIY手改舊家具 芭波.布萊爾(Barb Blair)作; 卓小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448 老屋變新家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4751 法融心生活 仁增塔欽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407 我們全家愛看書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7414 小豬進城去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7421 一隻想當老虎的貓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7438 第一次考第一名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863 惡魔引路人. 第二部, 百萬年之船 羅陵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851870 惡魔引路人. 第二部, 百萬年之船 羅陵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4107 妙談圍棋搏殺 馬世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14 象棋升級訓練. 中級篇 傅寶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21 錦鯉養殖實用技法 占家智, 姚同炎, 羊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38 導引術之不老回春法 陳成玉編譯; 陸明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45 象棋升級訓練. 高級篇 傅寶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俠客行文創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帝思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門書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904 我要出發了! 洪福田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64332 愛情,限量版 劉若英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1206 高等會計學 蕭鋼柱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8330 往事百語. 1, 有佛法就有辦法 星雲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204 精油香水超入門: 我的香水魔法日記 賓至剛作 平裝 1

9789869095211 精油按摩Home SPA DIY手冊 賓至剛作 平裝 1

9789869095228 21種入門必備精油使用魔法手冊 賓至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843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草魔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信音樂國際



9789869040198 李嘉誠的致富哲學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30 新手一看就懂的創業寶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54 新手創業一定要懂的20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61 12星座運勢解析. 2015年 李嫣著 ;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78 放下,就能幸福 劉詩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85 捨得就能快樂 劉詩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892 堅持就有價值 劉詩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01 新手業務一定要懂的33件事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371 第四類強大 嘉青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1730 我不是放棄你,我是要保護你。: 安寧病房裡的20篇心圓故事劉盈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2835 別拿穿越不當工作 樓笙笙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8962842 這是水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著; 邱華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2859 命好不如習慣好: 掌握命運自己來,易經占卜不求人黃輝石, 李昱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866 五十音原來如此簡單 筒井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873 別拿穿越不當工作. 番外篇 樓笙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880 正骨本.清病源: 堅持己健、自做自瘦 顧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897 男磨女、女磨男 川北義則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601 美麗不過期: 讓青春保存期限持續到五十歲之後的女性專屬抗老術白澤卓二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紅野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925 黃柏仁: 狗札記 黃柏仁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8611 劉國松版畫集 劉國松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64740 管理: 個案、理論、辯證 洪明洲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774202 行銷管理: 理論解析與實務應用 曾光華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5774219 六標準差綠帶 陳麗妃, 許俊欽, 蘇朝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226 行銷學原理 曾光華, 饒怡雲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4240 人力資源管理: 新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曾光榮, 魏鸞瑩, 黃金印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9839 國中小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指導手冊 蔡明富, 吳裕益編製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20221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238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245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252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0634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641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658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0665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都藝術中心



9789863520887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818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0825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0832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0849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856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863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870 天書密碼 方白羽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0894 藏密遊歷 楊志鵬著 平裝 1

9789863520900 沙漠銀狐 郭雪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917 南懷瑾大師的16堂課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955 首席御醫. 第三輯 銀河九天著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924 首席御醫. 第三輯 銀河九天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931 首席御醫. 第三輯 銀河九天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948 首席御醫. 第三輯 銀河九天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0993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962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979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986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006 藏魂罈子 司馬中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013 活佛秘史 尕藏才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020 活佛情歌 馬輝, 苗欣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037 心靈不需要雞湯,只要小確笑 朱雲, 萬劍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044 天涯海角 范穩著 平裝 1

9789863521051 蔣介石秘卷 程舒偉著 平裝 1

9789863521068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075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082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099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129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136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204 南懷瑾大師的實用智慧 林宏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211 傾國之戀 巍石著 修訂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1228 傾國之戀 巍石著 修訂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413 新手老闆一定要懂的30個創業力 李偉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420 20幾歲,創業就定位 李偉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437 新手業務一定要懂的銷售力 劉日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444 提升10倍業績的行銷力 劉日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4209 臺灣四季家常菜 香港商福維克樂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6999 Cmaz!!臺灣同人極限誌 Cmaz!!臺灣同人極限誌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127509 Cmaz!!臺灣同人極限誌 Cmaz!!臺灣同人極限誌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0549 年度計畫一學就會: 亞洲經營管理大師40年實證精華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040556 只要4招,成為超業經理人 陳宗賢主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0876 糖尿病居家飲食療法 羅小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883 小空間創意收納法 SWALO視覺設計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906 必備國中單字片語隨身讀 張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福維克樂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智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42

羿勝國際



9789866080937 必備高中單字片語隨身讀 張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944 中小學英文1000單字隨身讀 張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951 家庭應急小妙方 SWALO視覺設計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968 中國歷史經典傳記. 名人篇 蘇洲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982 五穀雜糧養生食譜 王其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01 怎樣保護你的胃? 羅小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314 聖靈: 生命的創造者 羅夫.達伯斯坦(Rolf Dabelstein)著; 李鎮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2321 克服衝突「心」境界: 以靈性突破人性的衝突管理策略古倫神父(Anselm Grun)作; 鄭玉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42338 365天在祈禱中的相遇: 遇見神、遇見人、遇見自己南與北文化出版社彙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42345 基督: 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 馬提阿斯.菲爾特(Matthias Viertel)著; 李鎮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2352 人: 基督宗教的現代化人觀 尤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著; 鄭玉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2100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約書亞記 盧俊義著 平裝 1

9789865762117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羅馬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124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哥林多前書、後書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148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撒母耳記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62131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撒母耳記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62155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162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列王紀上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179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列王紀下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943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其他 2

9789866975974 臺灣感性工學設計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與論文集. 2014南臺科技大學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信福



9789866975981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南臺科技大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7003 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第十一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509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研討會手冊. 2012第七屆黃仁鵬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9818 生活日本語: ㄅㄆㄇ注音輕鬆學日語 謝君慈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9511 就是流行: 2012-2013金曲精選. 1, 四手聯彈篇 音樂幻象工作室編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17436 環保神明大進擊: 後勁反五輕世紀終戰前夕 陳玉峯, 楊國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17498 原臺灣人身份認知辨悟: 與臺灣聞達人士問答錄埔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04 落雨彼日: 呂美親臺語詩集 呂美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35 陳泰明自選集 陳泰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59 超渡 崔根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66 李遠哲最敬愛的朋友: 張昭鼎的一生 林銘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97 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 高橋伸夫等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603 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 高橋伸夫等撰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玻璃海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榮科大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音樂幻象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資管系



9789869069403 天國的奧秘(簡體字版) 鄭慧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743337 他還年輕 吳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14472 說文解字. 一, 字感創意教學 趙立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004 我的南極朋友 王自磐, 王瑋文; 王自磐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042 九十九座山 李紫蓉等文; 何耘之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615059 花貓帽 李紫蓉等文; 何耘之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209 修行的探討 釋半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8841 禪海蠡測語譯 南懷瑾著; 劉雨虹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858 禪海蠡測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865 論語別裁. 上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8889 金剛經說什麼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8896 老子他說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5308 老子他說(簡體字版)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禪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9789866039645 月光三部曲. III, 回家之路1947 張嘉驊文; 葉雨桐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10373 富爸爸辭職創業 羅勃特.T.清崎著; 張樺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610397 妖刀前線注意報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0427 國家代表隊醫師教你運動不受傷: 這些知識你該知道,運動才能更有效,不再這裡痛、那裡痠林頌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441 懂成本、會計算,才是老闆心中的No.1!: 掌握公司獲利五角圖,讓你90天升主管香川晉平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489 哈囉!我是郝毅博 郝毅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496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十-十三, 最終卷: 神仙傳說仐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0502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十-十三, 最終卷: 神仙傳說仐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0533 富爸爸告訴你為什麼A咖學生當員工,C咖學生當老闆!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tpsaki作; 王立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540 一日四分鐘,按摩小腿肚,一生都不胖 大谷由紀子著; 林羽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557 搶路客!抓緊行動時代的閒逛商機 加藤肇, 中里榮悠, 松本阿禮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564 欲望潔西卡 希維雅.黛(Sylvia Day)著; 許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571 鬼吹燈. 3, 雲南蟲谷 天下霸唱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0588 姐姐是地球英雄,弟弟我是侵略者幹部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0595 天地一沙鷗 李察.巴哈(Richard Bach)作; 謝瑤玲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18 幽鬼宅急便 俗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0755 幽鬼宅急便 俗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0625 娥蘇拉的生生世世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49 我的病嬌女友怎麼可能毀滅世界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0823 我的病嬌女友怎麼可能毀滅世界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0656 Discovery: 全球最大紀錄片製播媒體創業探索之旅約翰.亨德瑞(John Hendricks)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63 能解決問題,才是大才 金成鎬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70 奶貓訓練班 Kerry Ku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87 關鍵漢方,我的四季美肌祕訣 南丘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694 DUO 3.0史上最強應試英語字彙: 9000個超強單字,讓你面對多益、英檢、托福、各類升學考試,從此無往不利!鈴木陽一作; 江原昭博編; 顏理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700 外星達令的戀愛課程 浴火小熊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0717 思路,決定你的出路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731 夜惑英倫. III, 敞心 芮恩.米勒(Raine Miller)著; 陳維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748 鬼吹燈. 4, 崑崙神宮 天下霸唱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9789863610786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0793 曖昧期48件小事,決定妳在愛情裡的地位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809 全腦型的孩子,是聰明媽媽教出來的: 九成的爸媽還不懂,比血型、星座、智力測驗更有效的左右腦教養法!具根會著; 黃淑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847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0854 鬼吹燈. II之一, 黃皮子墳 天下霸唱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0960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1583 茱莉雅的好時光: 烹飪巨人茱莉雅.柴爾德傳記 包伯.史比茲(Bob Spitz)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9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 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吳曉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35 泰雅爾族語-漢語辭典 廖英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37 釋.金石: 林淑雅金工創作集 林淑雅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8643 白雲深處: 林淑雅金工創作集 林淑雅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43 中華青少兒勵志嘉言 曹靜琍, 黃冬悅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554 中華神明嘉義安溪陳聖王信仰 陳元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元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淑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炳南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4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英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0240 行銷學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4

9789574180271 行銷管理 林建煌著 五版 平裝 4

9789574180752 策略管理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4

9789574183296 國際行銷管理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21 暴君現形記: 莎士比亞歷史之鏡中的亨利八世 朱志天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8438 The divine despot unmasked: Henry VIII in Shakespeare's glass of historyJustyne Ju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60 生命之光: 溫宗益油畫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493 中國全史簡篇 翁福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574317516 中國全史簡篇 翁福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574317509 中國全史簡篇 翁福祥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1642 新聞刑法. 一 陳子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福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陳子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6

朱志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溫宗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建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459 浮光掠影 孔慶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459 浮光掠影 孔慶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89 從安平部落古謠琴到傳唱排灣: 高明喜歌謠輯論高玉枝, 林志興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58 田文筆給自己的創作個展 田文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304 一個小腳印 李孫聰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106 認識織品: 市售布料實物 章以慶著 第五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510 回鄉路程 柯子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汪笨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章以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柯子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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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孫聰

孔慶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玉枝



9789574316915 綠瘋臺灣. 2004 汪笨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719 沈政乾作品集 沈政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270 好樂眠 張秀元, 陳大同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752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理由研究 林添旺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25 真理絕傳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8019 框架秩序下的國家權力: 公法學術論文集 黃舒芃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76 握緊妳的靈魂尖端: 金婚紀念詩文集 張燦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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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宏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舒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秀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添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政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503 龜毛機構設計 陳正倫作 2版 平裝 1

9789574320844 龜毛機構設計(迷你版) 陳正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986 民營化法與管制革新 詹鎮榮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444 北魏墓誌簡析與創作 沈耿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37 吳窗拾載 吳劍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26 船舶基本滅火 曾福成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0821 用愛心說誠實話 王建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0838 貧民窟: 看了會哭的地方 王建煊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建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富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劍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福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詹鎮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耿香

陳正倫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4292 棲山水.山素寫: 張富峻水墨的行動臥遊 張富峻作 精裝 1

9789574194308 棲山水.山清象: 張富峻水墨的行動臥遊 張富峻作 精裝 1

9789574175536 雲水波瀾 張富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042 圖解航業經營概論 鍾政棋作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69 土壤力學試題精選 施國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8476 大地工程學. 一, 土壤力學篇 施國欽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574318605 大地工程學. 二, 基礎工程篇 施國欽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20035 基礎工程試題精選 施國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917 吳長鵬彩墨畫創作集. 第十一輯, 藝漾鄉情敞心語吳長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8702 大自然物語: 神馳藝理抒懷情: 吳長鵬彩墨畫創作集. 第十二輯. 2013吳長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00 印象風華: 莊玉明油畫 莊玉明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1727 保險學: 要義與證照實務 呂廣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廣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吳長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玉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鍾政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國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6333 甘氏矩陣圖. 新時間推算: 股市不傳之秘 矩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159062 甘氏矩陣圖. 價格推算: 股市不傳之秘 矩陣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427 土地法: 理論與實務 陳明燦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51 桐柏宮老子真本集字彙 趙聞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36 老朋友.Good old friends: 林順雄作品集. 201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021 CHOJU究脊養生法 林國榮編著 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694 大象不息紀向創作集. 2014 紀向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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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順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國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明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健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淑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57 The alphabet's basic concepts by Hoosain D. Banoo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49 王鼎之書法. 三 王鼎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390 廖游金枝女士的一生 廖明進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18 阿美族語初級讀本 陳金龍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250 淨土法門總持咒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18315 勸修普賢行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18322 憶佛念佛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7942 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9789574198245 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六屆 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9789574315659 國際語文教育政策研討會手冊. 第三屆 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9789574186075 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手冊. 第十九屆 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莊永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金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鼎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明進

Hoosain Donavan Banoo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271 古意.今情: 中國繪畫創作研究: 張亦足畫集. 四 張亦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847 返璞時代: 從莊子思想看創作的直譯與轉化: 廖瑞芬膠彩創作論述廖瑞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973 陳炳宏現代水墨人物畫創作集. 2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543 迢迢歸鄉路 黃振良作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450 柯慧敏畫集: 國畫、油畫、陶藝 范廷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779 癌症不敢來敲門 李吉崑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吉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振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范廷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瑞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炳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亦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2930 契約法總論 姚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6685 工程法律基礎理論與判決研究: 以營建工程為中心姚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994 毫光墨香 洪明燦著 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06 遊藝輔仁: 梁永斐繽紛書藝展專輯 梁永斐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351 抱一心象: 熊宜中書畫彩瓷世界 熊宜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59 幸福旅埕: 鄭炳煌車埕水彩寫生主題展畫集 鄭炳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640 臺灣銀行券: 圖文賞析. 1899-1946 林永隆, 謝錫煌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51 出版博物誌. 2014 科印網等文字撰稿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馮義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熊宜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炳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明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梁永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7676 奔 恆思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641 孩子生了就來不及之新生兒醒眠之鑰的遺失 Eric C. Hsu作 第一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8192 線上遊戲人際關係之建構 林倫聿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8215 張清宗畫集 張清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9526 畫說三十三觀音聖像 曉圓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0829 孫子兵法: 品牌行銷白皮書 郭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蘇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祖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倫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ric C. Hsu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391 園丁之樂 陳兆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1529 青春選擇題: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第101級影視實務組畢業作品鄭亦婷等作 平裝 1

9789574319626 勇のFOOD大冒險 蔡慶杰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633 便當花露米! 蔡慶杰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2915 幸福許願101: 曾勘仁彭文玿石與畫聯展 彭文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34 人力之外: 辦事手冊 星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4561 DADA何處是我家？ 林宴如文字.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04578 Lulu我的幸福在哪裡？ 林宴如文字.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04592 Amy what is friend? Lin Yen Ju 1st.ed. 其他 1

9789574304608 Lulu where is my happiness? Lin Yen Ju 1st.ed. 其他 1

9789574308781 Yamanote Line Su Chih Heng 1st.ed. 其他 1

9789574309443 Ninja sheep Su Chih Heng[作]; Lin Yen Ju[圖]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志恒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彭昭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彭文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載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定邦



9789574194827 小騏的黃柿子 彭昭瑜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532 阿母乀話. 三 王美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5770 從資訊應用角度探討資訊倫理現況 張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5824 領隊導遊實務. 二, 觀光行政與法規 余文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6081 迴想曲 周貞君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164 新娘造型工具書 李帛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15 英譯李白王維孟浩然詩歌集 張凱恩譯 第1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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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文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貞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美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70 馬法五傳記 馬錫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557 鬼畫符 顏忠賢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8672 導遊實務. 一, 解析 王高樑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198689 領隊實務. 一, 解析 王高樑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04004 領隊實務. 二, 解析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4011 導遊實務. 二, 解析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4028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解析 王高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4035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解析 王高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89 無有不是藥者 真言集 演博居士作 三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003 想壽生活 王湞元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612 鋼骨鋼筋混凝土 陳純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湞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純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高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黃健倫

馬錫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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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172 會說話的洞 朱靜容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411 法治實戰史 訟場如戰場 破金氏紀錄 廖青揚, 楊書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428 論臺灣族群與二二八、白色恐怖、眷村訴訟戰 廖青揚, 楊書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363 問憲法為何物: 人本憲法芻論 楊奕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802 賀年 聿暘著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15819 賀年 聿暘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6046 高等院校教育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平裝 1

9789574308620 高等教育理工類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三屆 平裝 1

9789574310005 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會論論文集. 2013第一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Chun-Jung Chen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周瓊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奕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書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靜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書育



9789574317530 幽草集 周瓊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98 臺灣之戀: 卻顧所來徑 蔡百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39 模範母親智忠夫人傳奇 林全興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43 小公主123 あきら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9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 第六冊, 國軍檔案南沙群島防務視察案. 一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1890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八冊, 南沙群島國界碑重建工程案(一)(二)(三)(四)四檔合編乙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18919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一卷, 總統府檔案. 第三冊, 關閉匪區海港交通暨管制外籍船舶資匪航運辦法案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19671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 第十二冊, 國軍檔案東南沙群島建設案(二)(三)兩檔合編第二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19817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檔案. 第十二冊, 國軍檔案東南沙群島建設案(一)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19824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 第七冊, 國軍檔東西沙群島建設案12-14年及26年兩檔合編壹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019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六冊之一, 南沙沉申撈案(一)及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六冊之二, 東南沙航空限制案(1-1)兩檔合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046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五冊, 東南西沙群島資源開發案(一)及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五冊, 東南西沙群島資源開發(二)兩檔合編一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1063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一冊, 進駐西南沙群島案36.01.16起-36.03.25.止(三)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1070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一冊, 進駐西南沙群島案36.03(26).起-25.05(16)(四)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王俊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維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百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全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976 E-learning core knowledge area module. I: principle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Jiunn Tzer Wang 精裝 1

9789574313983 E-learning core knowledge area module. II: principles of human developmentJiunn Tzer Wang 精裝 1

9789574313990 E-learning core knowledge area module. III: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systemsJiunn Tzer Wang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836 時間的野史 曾如是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953 典藏17紀念輯 樓雨晴作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942 世界藝壇大師許海欽: 藝學雙璧的文人畫家 荷筱夫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109 李燕睎教你如何畫牡丹 李燕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11 鳳武魂. 五, 仙心武聖 川長毒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再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燕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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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雨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寶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曾學智



9789574315345 你的雕塑我的詩 李再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611 軍在前哨 楊政峰作.攝影 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673 油菜花的春天 吳如明著 一版 平裝 3

9789574315673 油菜花的春天 吳如明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680 浯鄉歲月 王先正著 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666 健康快樂行 陳順德著 一版 平裝 3

9789574315666 健康快樂行 陳順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144 江麗香水墨畫集 江麗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151 越籬: 采青窯20年 林素幸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義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陳順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王泰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吳如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王先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政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243 宗門開示錄輯要 木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267 Gramatica Latina 康華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359 臺灣酒精飲料 孫路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397 客庄堂號集聯 謝世勇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14 心靈世紀心靈事記 坤志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700 島的心情 李淑貞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淑貞(彰化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鍾兆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世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坤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華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路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762 天花板之王 鍾兆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755 脊椎防治秘笈 葉三郎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946 學習轉移式教學: 課程與三創競賽之教學成果 楊雪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960 洪檸標油畫集 洪檸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977 夢裡的風: 何文雄詩廖鴻興畫2014特刊 何文雄, 廖鴻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059 穿戴式科技發展現況與展望 陳巧捷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028 教師行動學習理論與實務 徐綺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巧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綺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檸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三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雪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066 藝術家的養成之道: 來自高雄、年輕藝術家的技術蔡佩桂等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073 張渝江建築土木工程與法律文集. 2000-2014 張渝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7080 被遺忘的詩集 張渝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202 陳若慧的水墨意境. 第二輯 [陳若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189 單眼視界: 林進宗攝影集 林進宗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240 嵐山隨筆 陳敏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264 耕心耘筆戲田青: 咸亨園拾農三年采風 葉昌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敏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昌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若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進宗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佩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渝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233 實用易經 林春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301 若岱現代水墨創作集 曾琡清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295 記憶與認同: 金門婦女隊員出操的回顧 呂靜怡著 一版 平裝 3

9789574317295 記憶與認同: 金門婦女隊員出操的回顧 呂靜怡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431 非典型實用英文選粹 鄧芳世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17431 非典型實用英文選粹 鄧芳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400 淺談BIM運用與軟體技術分享 林淑滿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424 超完美! 完成有大人樣的旅行 譽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燕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淑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全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靜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鄧芳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若岱



9789574317417 根深莫憂老,逢春綻百花: 論漢字教學與文化承啟洪燕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608 大學國文選. 一 曾麗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585 蓮社智慧學 周徐慶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677 誌異錄 Muri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745 失準的再現 黃士綸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13 遊戲事業營運與管理 黃燕萍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12 繪畫.旅行 從零開始: 張美鳳藝術創作 [張美鳳]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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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士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燕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徐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珮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麗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29 夢憶鄉情 賴韻琁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98 賴振輝版畫創作集. 2010-201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25 傳統詩初學入門 王鎮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18 新膨風三流浪記: 客語笑科劇 范振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56 說紋解圖學織布: 卡片梭織入門 林碧珠著; 本丸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24 魔法手帳. 2015 思逸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48 劉玉雪畫集: 萬里行. 2014 劉玉雪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智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玉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振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碧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振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鎮華

賴韻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09 荒境.月世界: 石忘塵水墨畫集 石忘塵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23 白色巨塔的變裝師 鄭國琪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78 給妳的春夏秋冬 文雅怜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30 健身補氣,延年益壽的養生功法: []清九轉玄功 南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92 臺灣時事四句聯2008.520思想起 凃源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377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本土例證 郭國興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鵬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凃源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雅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俊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石忘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靜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360 紀昀與新疆 王鵬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13 我願意: 從臺灣到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新鮮人之大腦皮層活動軌跡茄子作; 執丑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83 愛搭車的女人, 只為走更遠的路: 在愛與死亡錯局中的生命領悟林心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99 反核謬論全破解: 全面駁斥彭明輝、劉黎兒、綠盟反核書籍陳立誠, 核能流言終結者團隊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28 賴氏族譜: 公譜與遷臺灣世系 賴建中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73 一期一會: 生命只有一次 劉輝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66 廿一世紀速簡字體及音別法 李錫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錫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建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輝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心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立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亞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03 河洛語音字漫談 陳振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80 回家 林珏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72 往事知多少: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 馮玉明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865 鬆柔太極拳 吳榮輝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40 縵話慈語 紫秀作; 楊佩容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33 宗教科儀疏式文集 張勝坤編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勝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謝桂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榮輝(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佩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珏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玉明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振順



9789574319077 阿婆的生活言行錄及照片集錦 阿婆的生活言行錄及照片集錦編輯委員會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53 宜蘭的自然、環境人文與生態保育. 一 呂學麟編著 增修第十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07 戰後臺灣威權體制與警政發展 陳宜安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38 妄念之滅 賴朝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206 逆毛小莉的英倫非凡冒險之旅 Nancy Mei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237 滬尾文星莊武男作品集 李乾朗, 詹碧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67 藝林瑰寶: 美術教育的傳承者: 曾淑慧美術館專輯曾淑慧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乾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龍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朝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崔獻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學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宜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81 小組進行曲 王光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473 多肉植物的賞析與栽植: 常見仙肉850種 李錫堅作.攝影.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534 林子欽原色風景. 2014 林子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565 鳴謙: 劉美齡作品選集. 2014 劉美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49 辛亥革命人物的墨跡 邱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32 依阿含經的精神談「無我」與「空」的學習心得神步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62 談靜坐 席長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席長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國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世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子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美齡

王光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錫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55 風雨勇登樓: 張馥堂見證海峽兩岸交流廿五載紀實張馥堂作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954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pitfall of space expansionCres Huang 平裝 1

9789574319961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a brief experiment of spaceCres Huang 平裝 1

9789574319978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from redshift to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Cres Huang 平裝 1

9789574320790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delusion of time dilationCres Hu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930 明解日本語の歌 周昌葉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985 黃種雄上校傳奇生涯 王兆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66 北歐四國好壯遊 金美英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41 善用大自然智慧來維護自己健康. 蔬果篇. 第一輯洪若智, 洪良和編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若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兆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美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Cres Huang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周昌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馥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34 美麗速成魔法寶典 Gall Lie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394 Brand indentity system: design planning guide Rian Chen, Solin Hua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70726 臺北軼史 王受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67469 社區、成人學習與社會資本 張德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490 科學與實踐: 體育與運動研究 Herbert Haag主編; 何敬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537 體育教材教法 葉憲清著 增修一版 平裝 1

9789574967544 數學教學案例. 幾何篇 林碧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575 實用觀光行政與法規 趙嘉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6943 藍膠尤加利精油芳香療法: 對單次衰竭游泳大鼠心肌、骨骼肌之抗氧化及抗發炎之效果林作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12 客家族群象徵產業的當代新風貌 俞龍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29 海峽兩岸休閒產業與鄉村旅遊學術研討會論文手冊 2014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36 籃球運動教學指南 曹健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67 師範人生 李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74 古希臘教育家. 上卷, Homer至Xenophon 黃光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81 文化、創意與教育 劉阿榮、洪泉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698 終身學習實務與展望 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重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連怡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3464 蕙蘭瑜伽. 1, 體驗自然療癒的美好生活 張蕙蘭, 柏忠言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3488 活到100歲,抗加齡健康密碼! 白澤卓二著; 黃羿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495 正向思惟: 改變生命的力量 徐南麗口述; 余淑慧撰文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3501 大病大癒: 生死擺盪的136天 徐麗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18 不要把生命寄放在醫生那! 中村仁一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25 健康是一條反璞歸真的修行路 陳立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32 遇見你的微幸福 林峰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49 打敗癌症的力量: 癌症生存者的36個法則 金義信著; 黃淑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70 身體就是最好的醫生!: 34個健康提案,學習活出無悔人生!川嶋朗著; 吳怡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03771 生死符鍊 麗齊亞.特洛伊斯文;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788 說好故事,贏得好人緣 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795 衛星長髮公主 瑪麗莎.邁爾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801 皇家艦隊. 4, 奴隸城傳說 約翰.弗拉納根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13331 小小動物變變變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348 歡樂節慶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355 我會自己做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362 裡面是什麼?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029 希望光點 吳清山, 徐藝華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師友月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師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3

原水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502 宇宙的鐘擺: 從天使魔鬼、煉金術走向科學定律,現代世界的誕生愛德華.多尼克(Edward Dolnick)著; 黃珮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2554 登瀛詩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許賽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2578 登瀛詩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許賽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1592 信仰的根基: 基督徒生活系列查經. 五 導航會同工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2210 愛瑪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 何佩樺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6268 綻放 Bloom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14513 遇見神恩: 365則來自全球各地因神翻轉生命的故事全球總會文字佈道部作; 方錦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520 論飲食: 樂活長壽好主張 懷愛倫作 ; 蔡書紳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索卡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倍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771 曉若 水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7788 春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190 嗆辣詩人2008詩選: 片段翅膀使思緒飛翔 徐大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735323 流光物語 陳義豐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65248 女相傾國. 4, 女相傾國天下定 夜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255 天縱. 3, 靈獸是多多益善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262 火光三部曲. 1, 火之魂 索菲.喬丹(Sophie Jord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279 死者之證. 2, 不可能之犯罪嫌疑 蕭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286 神醫王妃很草包. 2, 好事多魔 富士山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293 伊人難為二部曲. 2, 誰來找碴就踢飛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09 歡迎光臨,穿越時空學院 韓雪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16 神醫王妃很草包. 3, 摩登王爺 富士山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23 天縱. 4, 不能惹的超級組合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30 絕代廚娘 朱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47 妃毒不可. 2, 一二三,石頭人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54 死者之證. 3, 時間的祕密 蕭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61 火光三部曲. 2, 火之囚 索菲.喬丹(Sophie Jord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78 王子殿下的戀愛指令 綠草如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浯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河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2

留守番工作室



9789862865385 絕對零度. 1, 飛天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392 女法醫之魔鬼足音 戴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08 伊人難為二部曲. 3, 上門踢館就毒昏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15 天縱. 5, 史上最強人氣王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22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塗鴉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65439 寵妃私奔記 雨無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46 神醫王妃很草包. 4, 皇城血咒 富士山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53 火光三部曲. 3, 火之誓 索菲.喬丹(Sophie Jord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60 聖女. 上, 浴火之卷 惜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77 天縱. 6, 最佳腹黑情侶檔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84 魔法學院. 4, 血紅魔法 珍妮佛.艾絲黛普(Jennifer Estep)著;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491 女法醫之死亡承諾 戴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07 絕對零度. 2, 魚藏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14 王爺,本妃要休夫 龍九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21 妃毒不可. 3, 翻天地,生死別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8743 微軟認證技術專家的解析SQL Server 2008,Database Development段文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300 藝術美學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9096317 專業英語詞彙 沈聿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0333 吉他入門一本就上手 不拘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19110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交換學生指南 蔣開宇, Olav Schew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219 所得稅法 林家祺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益知書局



9789861219301 口說日常生活英文片語會話 王仁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29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5, 漸漸浮出檯面的罪犯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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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219332 數學魔術與遊戲設計 林碧珍, 蔡寶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349 男孩的成長路: 39項必修法則 Nathaniel C. Fowler, Jr著; 關明孚, 王少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356 口說校園生活英文片語會話 王仁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363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四級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370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五級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387 房地產疑難解答 陳銘福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1219424 輕鬆看著作權法 吳尚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431 小小科學家. 1, 神奇的人體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3148 逝水年華 曉雲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53636 地方永續觀光發展與社區觀光培力 黃躍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606 綠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鄭魁香, 連苑廷, 蔡瀚德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219 企業法務著作權須知 賴文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綠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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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06067 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 國民小學研究實例 賴協志等作; 謝明燕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081 縱橫古今話帝權 李克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098 千山萬水總是情 李克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111 走讀人權: 探訪大臺北地區人權景點 林江臺, 謝明燕主編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577306128 傳播與發展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選輯 馬康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135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falun gong : A scientific observationMA KANG C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305 黃金之花: 顏頂生作品集 泰郁美學.堂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56538 買來的政權: 臺灣選舉文化觀察 林明樺資料蒐集; 周馥儀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115 兩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陳金盈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2019 私人備忘 林柏樑文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810 想偷牽你的手 生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馬迴藝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泰郁藝術工程



9789868972827 燕燕于飛 李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6767 茶禪一味 果如法師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1361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初版 平裝 第11集 1

9789866081378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初版 平裝 第12集 1

9789866081385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初版 平裝 第13集 1

9789866081392 雨帥 艾姆兔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408 封神Reload 阿明原作; 紅麟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81415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446 狂野新月 隊長作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8454 第十八屆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鍾逸人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戴華萱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8330 悍匪 香小陌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347 悍匪 香小陌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361 有種你再撞一下 巫哲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378 有種你再撞一下 巫哲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392 王族 hiroro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48408 代號零零零零 靜舟小妖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415 代號零零零零 靜舟小妖作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動力



9789865848439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8446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48453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48460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48477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48484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48491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48507 機甲契約奴隸 猶大的煙著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354668 國文課沒教的事 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7058 學校沒教的邏輯課: 發現八卦、婚姻、網拍背後的定理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19 蔬療: 吃對蔬菜，打造抗病體質，三高、濕疹、 內分泌失調、婦兒科雜症、失眠、憂鬱……統統再 見！楊淑媚, 蔡昆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140 誰把艾菲爾鐵塔搬到了中國？ 碧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作; 楊仕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287 整個世界只剩下我們倆：小貓比利的溫柔奇蹟 路易絲.布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331 只要基本款！頂尖韓國設計師教你時尚穿搭術 F.boo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362 男閨蜜：33個姊妺淘沒辦法跟妳說的愛情真心話夏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409 先別急著跑: 奧運教練教你正確跑步 簡坤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416 認識真正的你：天蠍座 石井緣著; 戴偉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423 認識真正的你：摩羯座 石井緣著; 戴偉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454 認識真正的你：巨蟹座 石井緣著; 陳令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461 認識真正的你：獅子座 石井緣著; 陳令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478 認識真正的你：牡羊座 石井緣著; 陳令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485 認識真正的你：雙子座 石井緣著; 陳令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492 認識真正的你：射手座 石井緣著; 戴偉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508 認識真正的你：水瓶座 石井緣著; 戴偉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515 認識真正的你：天秤座 石井緣著; 戴偉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539 小紅調經書: 6階段生理週期健康法,28天變瘦變美變年輕鄒瑋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546 認識真正的你：雙魚座 石井緣著; 陳令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0577 時間帶不走的天真 辛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584 全圖解1日60秒懶人整理術 小松易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5

時報文化



9789571360591 大秦皇陵 一木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571360737 大秦皇陵 一木著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571360898 大秦皇陵 一木著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571360607 為夢想跌倒,痛也值得! 冒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14 蘋果設計魂: 強尼.艾夫傳 利安德.凱尼著; 連育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21 母親這種病 岡田尊司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38 漢普頓宮鴿子派謀殺案 茱莉雅.史都華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45 不解釋 掰掰啾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52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上卷, 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 黃中憲, 林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69 賈伯斯與他的時代 道格.曼紐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76 北平無戰事.1, 明月溝渠 劉和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83 生如曇花,你應當歡喜盛開: 六祖惠能教你不憂鬱的活法費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690 美味不設限 理查.莫瑞斯(Richard C. Morais)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06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王政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0713 回憶太短,而愛情太長 谷淑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20 早餐之書: 一場穿越時間與空間的早餐之旅 安德魯.道比作;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44 走進日本人的家，學做道地家常菜：Joyce老師82道暖心媽媽味，讓你一次搞懂關東、關西、中部的料理與文化郭靜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51 憶難忘: 一介中華民國八秩老人的滄桑史 姚清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68 店長聖經 袋井泰江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75 海鷗食堂 群陽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99 神奇的荷爾蒙力: 打造妳不胖不累不老的青春體質對馬琉璃子作;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05 女人明白要趁早 王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12 40歲起，疾病斷捨離 沖俊彥著; 林平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29 星座大戰. 二部曲 Piepie, 王小亞, 幻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36 畫了眉 張景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43 驚人坐推力!改變坐姿3公分,贅肉消、身型正、肩頸腰不再痛!片平悅子作;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50 內在領導力 張曼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67 矽谷天使林富元的投資告白: 四十年實戰經驗教你如何找趨勢賺大錢林富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74 狼哨 路易斯.諾登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881 北平無戰事: 山高月小 劉和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04 3喵1牛,爆笑日常: Linda貓記事 Lind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11 湯療: 史上最正香港養命湯方,排毒濕X補氣X養潤臟腑,吸收真正需要的營養黨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28 只讀好冊: 李偉文的六十本激賞書單 李偉文, AB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35 大秦皇陵 一木著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571360942 撼動柏林圍牆: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改變世界的演唱會艾瑞克.克許朋(Erik Kirschbaum)著; 楊久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59 背叛指南 哈金著; 湯秋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66 玻璃蘆葦 櫻木紫乃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80 六分鐘文章術: 神來之筆,紙上煉金術 中野巧著; 王昱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97 京都民宿導覽手冊 Arika著; 張富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00 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 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作;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17 很多很多幸福的事 栗原晴美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24 中西合療老偏方: 常見病痛一掃光 朱曉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31 今日諸事大吉 辻村深月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48 雲去雲來 林青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55 魅力城市: 七大世界創意之都的智慧與人文力量林月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62 謝沅瑾羊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謝沅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79 趁你還記得, 醫生無法教的失智症非藥物療法及有效照護方案，侍親12年心得筆記，兼顧生活品質與孝道！伊佳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086 從輪子到諾貝爾: 學校沒教的創新發明 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09 讓天賦飛翔 游乾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16 拜拜經濟學: 有拜有保庇!?大廟小廟香火鼎盛背後的經濟與趣味性鍾文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23 泰好賺!曼谷批貨寶典 張志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30 愛的溝通: 天下的孩子,都是最美的! 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47 麻辣心理學 姚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54 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 林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78 熱帶魚 吉田修一著;蔡君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85 提拉美書 Unique Life作; 隱舍Peggy技術審定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92 商品促銷全攻略：500個促銷點子╳1500個熱賣實例堀田博和著; 賴庭筠, 黃子玲,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208 北平無戰事. 第三卷, 荷塘月色 劉和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222 風水!有關係: 為自己打造好風水 緯來綜合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239 暗店街 派屈克⋅莫迪亞諾著; 王文融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277 一天三小時,讓孩子變鑽石 李賢秀作; 莘苡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38 羔羊血祭 山姆.卡伯特(Sam Cabot)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81

送存冊數共計：83

高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



9789869011426 美濃先賢畫作集. 1900-2014 楊忠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47179 佛法概論講義 印順導師原著; 釋開仁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3147 孝順不能等 明山代天府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705 建築物「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與偵測」認知論文集. 創刊號高雄市建築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007 心懷浯鄉 王世勤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620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總譜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06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笛子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13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笙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37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嗩吶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44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柳琴中阮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51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揚琴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68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琵琶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75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古箏月琴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鄉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浯江金門同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明山清秀慈善會



9789869105682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擦弦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699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大提琴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805 現代民族管弦樂五線譜演奏法: 木琴打擊教程 胡峻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60744 教師專業發展檔案: 實務與研究 張德銳等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519 面試一次就上班 提姆.文森(Tim Vincent)著; 石美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63728 茉里鄉渡鳥: 胡民祥臺語文學研究 陳金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6789 習慣領域學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1第十九屆中華民國習慣領域學編著 平裝 1

9789868586796 不同睡眠時數下進行八週阻力訓練對B型肝炎帶原者肝功能與最大肌力之影響黃憲鐘著 平裝 1

9789868809208 比較教育學: 起源、內涵與問題的探究 梁福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9215 大學體育籃球課程參考教材 張婷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8809222 蘇學中用: 中共軍事思想中蘇聯戰略根源 袁至德著 平裝 1

9789869052016 地理資訊系統在公共管理之內涵與應用 汪志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030 黎明技術學院不同身體組成學生健康體適能趨勢分析之研究許家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悅翔數位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高等教育



9789868934917 觀賞魚寶典. 1, 七彩神仙魚 Pisces, 關國雲編著.攝影; 林祖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924 觀賞魚寶典. 2, 龍魚 Pisces, 周旭明, 仟湖魚業集團編著.攝影; 沈淑芳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83790 這份愛,是為了你(簡體字版) 葛理翰(Billy Graham)著; 柳惠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837 21世紀基督教靈修學導論 霍華德(Evan B. Howard)作; 李永明, 鄭淳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868 誰說字句叫人死: 從釋經史看典範的轉移 蔡麗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875 iBelieve: 初信成長手冊(簡體字版) 飛躍青年傳愛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899 約櫃流浪記: 讓布魯格曼教你劇場讀經法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 徐成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905 聖經信息系列: 阿摩司書 莫德(J. A. Motyer)著; 楊金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912 聖經信息系列: 何西阿書 柯德納(Derek Kidner)著; 朱文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967 耶穌的祈禱書. 潘霍華談詩篇 潘霍華(Diretrich Bonhoeffer)著; 歐力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974 小心魔鬼很聰明 魯益師(C. S. Lewis)著; 曾珍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981 開往天堂的巴士 魯益師(C. S. Lewis)著; 魏啟源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83998 不再是我: 同性戀兒子與心碎母親的歸家之路 袁幼軒, 蔣朗今著; 蔣朗今, 袁立揚, 許惠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001 快不了,就慢慢來: 我和老爸傅士德的野外靈修課南森.傅士德(Nathan Foster)作; 馬永年, 梁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018 路燈下的夢想 連加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025 盼望的線索 楊腓力(Philip Yancey)作; 徐成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032 天天渴慕神: 一年學會18種操練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總編; 蘿樂(Julia L. Roller)編選; 柯美玲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683 中華民國車輛工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摘要. 第十九屆中華民國自動機工程學會,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7193 特色課程暨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黃富昌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87193 特色課程暨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黃富昌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40690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黃富昌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教學資源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9789869129404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黃富昌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38462 室內樂作品集 湯華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005 不把妹: 全方位指導工具書 Stark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3048 心花墨韻: 桃園文藝選集. 第28集 林秋愛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8712 臺灣俗語書藝展專輯 桃園市書法班師生作; 呂理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0661 228與消失的臺灣生命力: 南海路54號的前世今生黃惠君撰文; 廖繼武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510678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態展展覽特刊 黃惠君企劃撰文 平裝 1

9789868795402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林元輝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1603 醫學新紀元 贏戰肺癌 陳晉興口述; 陳亞南執筆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臺語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愛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桃園愛樂合唱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3672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作報告. 103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7536730 認識指定科目考試. 4. 第二部份 黃璀娟, 管美蓉, 曾佩芬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747 認識學科能力測驗. 10. 第二部份 黃璀娟, 管美蓉, 潘莉瑩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4111 典範的薪傳 黃榮昌等口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828 天法密意藏甚深耳傳極樂淨土修持儀軌 天法明就多傑天法儀軌; 噶瑪恰美仁波切儀軌編纂; 比丘尼洛卓拉嫫法本編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2808 邁向生命的圓滿 釋慧律著 平裝 2

9789868852815 邁向生命的圓滿(簡體字版) 釋慧律著 平裝 2

9789868852822 參訪問答 慧律法師答 平裝 第1冊 2

9789868852839 參訪問答 慧律法師答 平裝 第2冊 2

9789868852846 參訪問答(簡體字版) 慧律法師答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8852853 參訪問答(簡體字版) 慧律法師答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9432 獎卿詩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二屆 曾人口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2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考中心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979308 溫興春校長文物集 溫蘭英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08658 佛像雕刻家詹文魁 林明德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3006 中山先生建國宏規與實踐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47797 學佛行儀 釋傳道編述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611 扶輪的創始人 保羅.哈理斯(Paul P. Harris)著; 鍾鶴松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55519 異常邂逅: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4 黃燕雀, 趙惠娟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文獻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俗基金會



9789868808294 調整事項勞資爭議處理之仲裁理論與實務 鄧學良, 陳樹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42597 認識鐵路: 鐵路工程與發展 黃荻昌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501 寶光蛻變 風華展現: 財團法人玉山寶光聖堂執行長王秋華博士20年服務回憶錄. 1993-2013年王秋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508 寄問 徐享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714 噢!法蘭克連狗都沒有 詹雨樹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153 平安人生. 選輯三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104 發現花園 吳景萍文.圖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甸基金會中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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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寶光聖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續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4555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74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矢內原忠雄著; 林明德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122 臺文通訊BONG報年度選. 2013 劉承賢, 陳豐惠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2397 七寶瑞光: 中國南方佛教藝術展 釋如常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2691 金剛頂瑜伽最勝祕密成佛隨求即得神變加持成就陀羅尼儀軌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9717 技職教育與測驗交流會會議實錄. 2014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3919 大風起兮: 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 洪文慶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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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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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

印順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009 董仲舒<>引<>、<>考及其哲學蘊義 劉振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403 憂鬱的進步: 臺灣國際錄像藝術展. 2012第三屆 鄭慧華, 郭昭蘭策展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100458 鬼魂的迴返: 臺灣當代藝術中的幽靈徘徊學 龔卓軍, 高森信男, 陳莘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6627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prospects for peace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Szu-shen Ho, Kuan--hsiung W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207 非常關係1.0: 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專輯劉俊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88544 千歲阿嬤話畫 李黃香妹等作.繪 初版 其他 2

9789572888551 西瓜 盧彥芬總編輯; 胡玉鳳等繪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258 法鼓山年鑑. 2013 陳重光主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山教育事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再興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102 來自上天的禮物 林惠珍文; 牛奶人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8482 IFRSs合併財報財務比率. 103年版(102年度) 其他 1

9789866478499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03年版(102年度)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6478505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3年版(102年度資料)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16848 保險證券化商品發展現況與監理機制 卓俊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1627 世事洞明 人情練達: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 耶穌會士在臺灣顏哲泰口述.原著; 范京生撰稿.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3747 德馨滿人間. 103年版 李阿成, 莊鶴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781 我國所得稅制度之改革與前瞻: 以受控外國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為例許慈美著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中國童子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莘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忠義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2674 匡智樂齡運動. I, 伸展活動 易曼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92681 匡智樂齡運動. II, 體能遊戲活動 易曼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1266 蕃薯仔兵的故事 楊登贊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5134 你被歧視了嗎?: CEDAW生活案例手冊 簡慧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293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成果報告. 102年度 平裝 1

9789868962934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成果報告. 102年度 平裝 1

9789868962941 NCREE research programs and accomplishments 2013 平裝 1

9789868962941 NCREE research programs and accomplishments 2013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5749 鹿港百家先賢書畫專輯 魏鍾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2918 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法律與政策 張顯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鹿港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婦女權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地震中心

第一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梅山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74434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4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41 恩典的歲月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58 少年荒漠甘泉 考門夫人原作; 王宇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65 螃蟹螃蟹我愛你 廖美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472 不好的日子會讓好日子變得更好: 單親媽媽走過喪子風暴劉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489 三棵樹的夢想 愛蓮娜.芭斯卡利文, 蘇菲.溫德韓圖; 穆卓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496 老兵不死 涼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02 江南: 我的水鄉 羅旭華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19 5餅2魚餵飽5千人 克莉絲朵.包曼文; 凡樂芮.索可羅瓦圖; 游紫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526 人際關係的14個祝福: 聖經中與人相處的幸福祕訣戴夫.厄里(Dave Earley)著; 王宇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33 威信型遊戲輔導: 玩出信心、盼望和愛 葉貞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40 賺取生命靈魂的快樂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57 約伯勝過大災難 凱琳.馬肯茲文; 弗列德.艾伯斯圖; 游紫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564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5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571 上帝與物理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537 福音戒毒的僕人事奉 劉民和著 精裝 1

9789869061544 雕鏤三十: 臺灣晨曦會福音戒毒三十年成長路 莫少珍, 李文茹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89996 耶穌所講的比喻 徐晉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011 Finding one's true self in the bible Eileen Lin[編] 1st ed. 精裝 1

9789865745028 生命光: 一位盲人企業家的傳奇故事 雷玉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基督教晨曦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117 睿眼看世界: 小小使命可以改變世界 彭書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7124 為你加油: 每週得著EQ與智慧的生命加油站 余磊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87131 愛.在最小的弟兄: 根植福音在福利服務的雙福事奉陳俊良, 董倫賢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7403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4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10 健康照護服務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4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27 批發零售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4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34 餐飲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4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441 物流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4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17333 338號養寵物 施養慧文; 楊麗玲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357 椅子樹 梁淑玲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7517371 雨天的心晴: 林良給青少年的55個愛的鼓勵 林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25 有一顆水藍色的星球 曹俊彥文.圖 第1版 精裝 1

9789577517432 祝你生日快樂 方素珍文; 仉桂芳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7517449 流浪的狗 林煥彰作; 曹俊彥繪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2130 讓明天更好: 莫拉克風災紀念專刊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張榮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錫瑠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語日報

中國信徒佈道會



9789869110204 瑠公大圳 李宗信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6736 地藏菩薩本迹記 心然法師編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7914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 精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733 家庭教育與家風傳承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229 預約膝力人生: 膝蓋要好,這樣保養才對!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810 「傳承」萬和宮媽祖鎮殿330週年專輯 廖志濃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6170 信經 Dolly Ofrasio繪圖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036187 魔鬼的祕密: 擊敗邪惡勢力 路易.卡梅利(Louis J. Cameli)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194 靜默祈禱: 歸心旅程 歐洛克(Benignus O'Rourke)著; 李蔭慶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718 做你孩子的生命教練: 激發子女潛能的29項策略易揚.葛蘭特(Ian Grant)著; 甘燿嘉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725 我還活著,就要開心地活!: 癌症讓我家庭重生,生命更加開闊竹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6401 繁殖力: 繁殖力管理的實用指南 Jan Hulsen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 黃玉明翻譯 平裝 1

9789869076418 屠宰從業人員畜禽人道屠宰講習手冊. 103 廖震元, 許宗賢, 陳書儀作 平裝 1

9789869076432 豬隻人工授精國際趨勢 金悅祖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3671 樂齡: 體驗與享受生命的美好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688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IV Guo Dong等[講述];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 平裝 1

9789866443688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IV Guo Dong等[講述];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 平裝 1

9789866443695 食在好素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300 我的學思歷程 林柏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203 伴你走過憂傷路: 傷逝的歷程與轉化 葉美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92234 伴你走過憂傷路: 傷逝的歷程與轉化 葉美珠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092241 如何長大成熟: 追求完全生命的七項操練 葉光明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佑生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家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業科技研究院



9789869092258 攻破堅固營壘: 屬靈爭戰得勝六步驟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葉嬋芬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3476 走出乖小孩的受苦迷宮 李宗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7343 享受豐盛的生命: 教師手冊 得榮生命教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237 快樂一生孝: 逆光中飛翔 陳櫻慧, 傅文欣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710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273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274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4275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306 馬祖歲月印記 林金炎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道元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得榮社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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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9789868863248 歷事練心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606 臺灣省城隍廟志 吳永猛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6482 癲癇控制分級評估手冊 莊宏達, 蔡春足作 平裝 1

9789869116503 永生.聖言: 新約金句彙編 莊宏達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60564 沈爺爺的彩筆人生: 畫家沈哲哉的故事 曾瀞怡文; 陳敏捷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397439 大願船 朱顏文;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7439 大願船 朱顏文;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7439 大願船 朱顏文;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6708 留白: 未盡的燦爛 梁君午[著] 平裝 1

9789868776722 故宮在臺灣: 走出沉默,科技典藏,創新茁壯,邁向巔峰石川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光書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文創平臺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城隍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0830 八年有成,蘭陽有愛 林世偉文字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3578 結構型商品理論與實務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增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5943608 進出口外匯業務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615 國外匯兌及法規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639 結構型商品: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3653 大陸企業徵信實務 劉火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660 中小企業稅務管理 陳妙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677 銀行實務 蔡敏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684 企業管理利器: 中小企業預算編製實務 黃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691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14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714 銀行主管專業速成手冊: 經營管理策略解析 陳石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769 中小企業必備法律常識 徐聖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776 外匯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783 國際金融市場實務 黃仁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790 股市贏家的關鍵報告: 臺股進場前必讀的致勝功法何文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806 貿易融資風險管理暨案例解析 葉清宗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3813 臺灣金融體制之變遷綜觀 楊雅惠, 許嘉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820 臺灣保險市場發展,監理與評論 張士傑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837 臺灣資本市場之發展 李存修, 葉銀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844 銀行與金控的成長、衰退與再崛起: 臺灣的故事沈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851 臺灣中央銀行的發展、政策與職能 許嘉棟, 許振明, 吳中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882 數位銀行: 銀行數位轉型策略指南 Chris Skinner著; 孫一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912 扳動轉轍器前的思考 陳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104 財團法人臺灣省日月潭文武廟 黃盛雄編纂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日月潭文武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金融研訓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0979 老廟新生展.豐.華: 何達煌時代的新港奉天宮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623 臺北典藏植物園: 植物導覽圖鑑 劉智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530 心靈饗宴. 第七期, 英國靈修專輯 劉錦昌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73547 靜息靈修之旅 Joanna Ciao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31978 橋上來回 王貞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7002 比喻中的人生秘訣: 耶穌簡明易行教導 許隼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019 那teh褪色的臺灣俗語話 李南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026 臺灣黎明前的黑暗 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2843 回顧 展望 挑戰: 21世紀的安立甘主義 徐子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聖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花卉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縣新港奉天宮



9789866674242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神版)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6674327 路得記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神版) 彭國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4327 路得記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神版) 彭國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4341 約翰一二三書(新標點和合本神版) 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6674549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674549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63029 死蔭幽谷中的平安路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043 神中心的工作與正確的屬靈經歷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074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308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3098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3111 回應中國反邪教協會之不實指控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128 新約總論: 四0四至四三六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初版 精裝 1

9789861663135 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94091 第一次使用BIM就上手 孔承儒, 蕭漢臣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4341 傳統與創新: 先秦兩漢動物玉雕 吳棠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9752 給孩子良好的情操教育協助孩子迎向未來 盧桂櫻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震旦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福音書房



9789868869769 當困境來時,怎麼辦? 盧桂櫻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4983 蔣渭水先生全集 蔣朝根編校; 蔣智揚翻譯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186 慢走俯城,陶甕裏的秘密 林劭璚文字; 陳偉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5713 生命的更新 曉明女中生命教育科編輯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9025720 心靈的清泉 林益謀等作 平裝 第3集 1

9789869025737 賽德克小書. II 林益謀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403 家園長青 鍾鐵鈞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000 讓風朗誦: 楊牧詩作展演選讀本 廖涵羽, 陳敬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57551 人工光型植物工廠: 拓展至世界的日本農業革命古在豐樹著; 方煒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年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谷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曉明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9789579157582 紅龍果栽培與管理 安寶貞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04030 旭客東昇寶島客家電臺史: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20週年慶特刊梁榮茂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1297 看見的時代: 影會時期的影像追尋. 1940s-1970s 簡永彬, 楊永智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15628 全能遊戲王 林群峰, 賴美如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15635 發音教室遊戲書 龔玲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2988 餐飲衛生與安全 Natio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原著; 林万登審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8355 天馬蒼松無老期: 葉醉白畫集 陳昱齡, 賀韻先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6243 Preparation guide for GEPT: basic to int. 田靜誼, 謝竺樺, 黃瀞儀合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56250 英檢聽力模擬測驗及解析 黃瀞儀, 楊慧珍合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桂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哥德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綠原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寶島客家廣播電臺



9789868756267 Sherlock Holmes: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Arthur Conan Doyle[編]; I-Lin Fu[改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08700 料理的法則 : 20年經驗才敢說,101堂白宮主廚讓名人折服的料理精華課路易斯.埃瓜拉斯(Louis Eguaras)著; 趙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17 解決居家的100個煩惱:從設計到設備,從收納到去污,達人總動員,幫你搞定居家心頭痛。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24 放鬆,together: 臺灣、英國一起來,原來我們是這樣放鬆啊,噗!soup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31 這樣隔間,不後悔 原點出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48 森山大道: 我的寫真全貌 森山大道作; 黃亞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55 小習慣,決定你要哪一種人生: 行為科學改變千萬人的好命法則佐藤傳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62 360度感覺雷諾瓦 鄭治桂, 林韻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86 義式主廚農家上菜: 走進無毒農家,用人情味煮出的34道台灣魂、西方味好料理張秋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93 一開始就不用收!家的最後一次空間收納課: 換屋7次,親身實驗,台灣設計師一定要教你的收納術與選櫃法朱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09 聰明人最愛用的10倍效圖解學習法 永田豐志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16 裝扮的法則 艾佛列.卡布雷拉(Alfredo Cabrera)著;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圖; 莊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23 居家聰明設計101 原點出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30 日本.一日遠方: 過一日在地人生,32個隱藏版日本輕旅行張維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47 打敗了P&G的美則傳奇: 新創業之道,你該學用理念賺獲利,用設計贏人心艾瑞克.萊恩(Eric Ryan), 亞當.勞瑞(Adam Lowry), 盧卡斯.康利(Lucas Conley)作; 譚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54 好房子法則 黑崎敏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78 寫給年輕人的文藝復興 高階秀爾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85 書設計: 入行必備的權威聖經,編輯 、設計、印刷全事典安德魯.哈斯蘭(Andrew Haslam)著; 陳建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92 住進英倫風的家: 台灣設計師不藏私的英美都會、鄉村到Loft風家設計齊舍空間設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08 ZARA首席顧問教你,跟著全球時裝霸主,把生意做起來托比.麥德斯(Toby Meadows)著; 邱春煌,吳佩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15 寫給年輕人的巴洛克與印象派 高階秀爾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39 寫給年輕人的現代藝術 高階秀爾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46 又印又畫,英式插畫,這樣玩! 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53 TED最撼動演說101 TedxTaipe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77 女巫阿娥的超萬能手工皂 阿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84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 原來看懂人,就看懂畫,說不出口的、不可告人的,都藏在畫中?!顧爺箸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991 帶著心與眼,街頭攝影的必練20課 大衛.吉布森(David Gibson)著; 譚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000 心靈之眼: 決定性瞬間: 布列松談攝影 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作; 張禮豪, 蘇威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57017 和舒皮一起愛手作、繪生活 舒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點



9789865657024 臺灣木職人才懂的享木生活: 去住、去做、去學!跟家人住木民宿、替自己做木湯匙、幫房子做木家具。林黛羚, 詹雅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031 戀愛成就 張維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048 畫吧,時尚插畫,這樣玩! 妮娜.查克拉巴蒂(Nina Chakrabarti)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055 看畫10分鐘,練出孩子的競爭力 大衛.伯金斯(David Perkins)著; 莊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062 日本農家の季節家常味 ひよつこ農家作; 陳正芬譯 平裝 1

9789865657079 快!找出你的創新產值 布魯斯.納思邦(Bruce Nussbaum)著; 譚平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408 熊妤類抽象 熊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1646 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研究所日本留學指南. 2014-2015公益社團法人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編輯平裝 1

9789866371653 日語50音輕鬆學 小原由里子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0625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830649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830656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830809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830816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5830823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5723651 掌心的砂漠 唯川惠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668 帖木兒之後: 一四五0-二000年全球帝國史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著; 黃中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3736 砂上的你 白石一文著; 陳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743 東京下町古書店. VOL.6, 蘋果的滋味OB-LA-DI, OB-LA-DA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767 晚安,拉赫曼尼諾夫 中山七里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774 誰抄誰?: 西洋名畫的對照、剖析與探源 卡洛琳.拉霍許(Caroline Larroche)著; 劉美安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秭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9789865723781 新宋. 肆. 卷二, 危城 阿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798 原來手帳這樣玩!: 跟著小熊塗鴉、拼貼、隨手寫,記錄生活享樂每一刻鄧家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3804 立體黏土王: 鍛鍊腦力、提升專注力,54種創意黏土遊戲李秀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3811 打扮我的小公主 黛小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828 紙膠帶失心瘋 Dai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835 醉枕江山. 第貳部. 卷5, 交易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842 醉枕江山. 第三部. 卷1, 較量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859 翻轉人生的60個關鍵字: 你可以活得更像自己,你值得過更好的人生!鄭小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3866 來玩吧!把藝術變成孩子最愛的23堂遊戲課: 線條愛跳舞、紙箱變迷宮,玩出創意想像力張金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873 遠大前程 查爾斯.狄更斯著; 羅志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3880 醉枕江山. 第三部. 卷2, 禁屠令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897 醉枕江山. 第三部. 卷3, 震怒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03 誤譯的人生 妮娜.休勒(Nina Schuyler)著; 楊士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10 文具手帖. Season 7, 旅行中,寄明信片給自己 張瑩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27 東京下町古書店. VOL.7, 誰是偷書賊LADY MADONNA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34 醉枕江山. 第三部. 卷4, 殺欽差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41 醉枕江山. 第三部. 卷5, 世家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65 強者之道: 麥可喬丹御用訓練師首度公開13條零極限成功心理法則提姆.葛洛佛, 莎里.萊莎.溫克著; 布魯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89 我是熊本熊的上司: 提拔吉祥物做營業部長,不怕打破盤子的創新精神蒲島郁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08 深山裡的奇蹟雞蛋拌飯店: 小光的蛋 森澤明夫作 ;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22 我們 尤金.薩米爾欽著; 殷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039 美麗新世界 阿道斯.赫胥黎著; 吳妍儀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8268 念佛感應錄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911 崑山科技大學師生專利手冊 崑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崑山科技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辦公室主編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448928 雲嘉南跨區典範策略聯盟: 專利與研發成功聯展成果專輯崑山科技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崑山科技大學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辦公室主編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4

淨土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8935 朝倉直巳: 教授紀念創作獎作品集. 2014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849591 Show出職場好英文 Michelle Witte作; 謝雅婷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1849607 Get Ready!商務英語溝通力 Michelle Witte作; 李璞良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0685 用英文介紹臺灣: 實用觀光導遊英語 Paul O'Hagan, Peg Tinsley, Owain Mckimm著; 蔡裴驊, 郭菀玲, 丁宥榆譯三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429 Essential presentation skills: keywords, phrases and strategiesIan Andrew McKinnon 2nd ed. 其他 1

9789863182443 衝刺新日檢N1聽解: 從考古題突破 田中綾子,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著; 黃怡綾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474 闖關!全民英檢初級精選試題 王名楷, 江雅玲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2481 超簡單手繪旅遊英語 Iris Chang作; 橋本友紀, 蔡怡柔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2573 全方位英聽強效特訓 Chris Cleary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580 English for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Laura Phelp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597 國際專業餐飲英語. 餐廳篇 Robert Majur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610 國際專業餐飲英語. 客房餐飲服務篇 Robert Majur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696 Essential restaurant Eenglish Yen-Yu Chen, Marie Szamborski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2719 無痛N2日檢文法總整理 遠藤ゆう子著; 洪玉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733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4必勝字彙 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740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5必勝字彙 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764 English for foodservice and tourism Robert Majure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2825 超好學日語五十音 葉平亭著 二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3182832 彩圖KK音標一學就會 Ying Ying Lee, Cosmos Workshop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2849 國際專業客房英語 Robert Majure著; 羅竹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856 好學日本語 池畑裕介, 橋本友紀, 葉平亭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2863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2900 Let's see grammar: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Basic Alex Rath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2917 Let's see grammar: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Basic Alex Rath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2962 新多益頻出字彙1200. 初級 L. A. Stefani作; 王佳蓉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視傳系



9789863183006 Let's see grammar: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Intermediate 1Alex Rath Ph.D.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3013 Let's see grammar: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Intermediate 1Alex Rath Ph.D.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3075 新日檢合格戰略N2 李敏姃著; 李俊德等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099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3, 4401-70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4318 生活易經 姚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4325 建築設計與風水大專暑期研修班成果冊. 2011~2014年陳立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4332 教師輔導研習營成果冊. 2014年 陳立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5580 大道一家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1870 50周年校慶特刊 唐國豪主編 平裝 2

9789867621924 畢業特刊. 2012 唐國豪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43045 奈米科學網年刊. 2011年 奈米科學網編輯室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5843052 奈米科學網年刊. 2012年 奈米科學網編輯室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5843106 佛學與人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二0一三年 許少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3267 建築皮層構築設計 絡思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逢甲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曼尼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崇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8

唯心聖教學院籌備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8665 快樂學堂: 忘掉煩惱與憂傷的38堂課 思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672 放下煩惱,眼前都是美景: 學會放手,重新擁抱幸福方品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689 20幾歲,你要學會的厚黑攻心術: 多一些謀略、多一些心計,你就贏了王可文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696 感謝,我的人生不完美: 有缺憾的人生是生命最美好的禮物史榮新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02 20幾歲,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活出不受限的人生: 告別迷惘的青春歲月,學會成功的智慧程華芳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19 不念過往,不畏將來,活在當下: 放下執著與煩惱,獲得身心輕安的智慧方品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26 你還要不快樂多久?放下,順勢而行吧: 學會不緊緊抓住不放,適時放手的生活哲學思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33 20幾歲,你要學會操控人心的攻心術: 從讀心到攻心的實用心理書齊思群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40 不悲不喜,心安就平安: 放下負累,得到快樂的生活法則胡細明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57 身安,不如心安: 用禪的智慧,安頓你的心靈 胡潤生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64 停下來,享受生命: 學會感恩,找到成就幸福人生的智慧思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71 放下執著遠離苦,心情轉念即晴天: 18個淨化心靈的幸福良方陳美如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788 因為看輕,所以快樂;因為看淡,所以幸福: 改變想法,改變活法的生活智慧胡凱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8795 47招讓你搞定職場的天使與惡魔: 看寓言故事學職場求生術王可文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01 20幾歲,你要學會穿越迷惘,走出自己的路: 看見自己的價值,活出你的富足與自在程華芳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38109 歷史之名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作; 魏德驥, 楊淳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215 動物城市 羅倫.布克斯(Lauren Beukes)作;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69 紅耳朵(諾貝爾獎珍藏版) 莫言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0628 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 政治中的道德問題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作; 林詠心, 蔡惠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168 靈魂之刃Online 夏堇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41069 拜託了!數學先生 向井湘吾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076 剩餘者 湯姆.佩羅塔(Tom Perrotta)著; 龐元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083 我會回來找妳 羅倫.布克斯(Lauren Beukes)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106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41120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19271 魚乾女的機甲生涯 千本櫻景嚴著; 若若秋繪圖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1212 女王的權杖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41229 傳統攀登: 保護裝備、保護支點、固定點、先鋒,進階攀岩技巧完整解說易思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麥田



9789863441236 把化學吃下肚: 揭開食品添加物的祕密,造假的美味: 有哪些東西?以及它們為何有害健康?漢斯烏里希.格林(Hans-Ulrich Grimm)著; 劉于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243 猶見扶餘 黃錦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250 食草家族(諾貝爾獎珍藏版) 莫言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267 A致X: 給獄中情人的溫柔書簡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274 帶燈 賈平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281 愛無比荒涼 江國香織作; 陳系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298 金米糖灑落的地方 江國香織作; 張富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304 大國政治的悲劇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 王義桅, 唐小松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1311 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 傑夫.代爾(Geoff Dyer)著; 馮奕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328 太宰治的人生筆記 太宰治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489 魚乾女的機甲生涯 千本櫻景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1335 魚乾女的機甲生涯 千本櫻景嚴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441342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41359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41465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41472 鬥芳華 十二弦琴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41373 慈禧: 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張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380 鴻: 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作者訪臺紀念版) 張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397 符號帝國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 江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403 藏寶圖(諾貝爾獎珍藏版) 莫言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410 好潮的夢: 快意慢活<> 張曼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427 為什麼你的病好不了?: 檢查飲食、掌握位胃的疼痛類型,就能得知病因!江田証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434 醫學不要論: 90%的醫療行為都是不必要的!別讓醫院偷走你的健康,日本現役醫師的良心建議內海聰著; 李琬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458 女王的權杖 帝柳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41496 如果你願意,讓我為你上一堂課：從牢房到教室,一個用人文教育讓弱勢找回自我的故事艾爾.蕭里斯(Earl Shorris)作; 譚天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1502 隔壁女子 向田邦子著; 張秋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1519 日本人也不知道的日本語. 3, 敬語、人物對話、書信書寫、文化歷史......學會連日本人都會對你說「讚」的正確日語蛇藏, 海野凪子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557 女王的權杖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41564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3, 令人心慌的咖啡香 岡崎琢磨作; 林玟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571 刻背 黃錦樹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1588 勞工自主企業 : 創造經濟民主,挽救崩壞的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理查.沃夫(Richard Wolff )作; 李靜怡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1595 無糖更致命: 為什麼無糖的飲料還是甜的?你不可不知的健康殺手!比古柯鹼更容易上癮、比砂糖更有害!人工甘味劑的恐怖真相大西睦子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601 卡繆札記. III, 1951-1959 亞伯特.卡繆(Albert Camus)著; 黃馨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618 賢妻多嬌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1625 賢妻多嬌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1632 放棄的力量 佩格.史翠普(Peg Streep), 艾倫.柏恩斯坦(Alan Bernstein)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649 真實的叩問 郭力昕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1649 真實的叩問 郭力昕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1656 看 袁瓊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670 廚房記 幸田文原作; 青木玉編;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00 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 施淑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717 懷鄉 里慕伊.阿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70942 寬恕: 為自己及世界療傷止痛的四段歷程 戴斯蒙.圖圖(Desmond Mpilo Tutu), 默福.圖圖(Mpho Tutu)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959 最活力的老後: 95歲金牌阿嬤教你不只老得很健康,還要有成就、有夢想!布魯斯.蓋爾森(Bruce Grierson)著; 曾育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1301 聽,古風的綠: Kunuhung的綠活手札 莊淳閔等撰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6452 陳守信院士回憶錄 殷梅瑄採訪撰稿; 陳劉欽智部分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16469 當代政治經濟學 黃春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483 二重奏: 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黃一農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00155 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retrospet and prospect Chun-chieh Huang 精裝 2

9789863500162 史記選讀 李偉泰等選注 增訂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華大學編採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5

啟示



9789863500179 台湾法における日本的要素 王泰升著 精裝 2

9789863500186 The CEFR in an east asian context Chris Merkelbach[主編] 平裝 2

9789863500193 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 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王惠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209 聚焦臺灣: 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 洪淑苓主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216 Globalization and new intra-urban dynamics in asian citiesNatacha Aveline-Dubach, Sue-Ching Jou,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平裝 2

9789863500223 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 高明士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230 槐聚心史: 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汪榮祖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247 伊瑞葛來: 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朱崇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254 鑄以代刻: 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蘇精著 平裝 2

9789863500261 科學與東亞儒家傳統 金永植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278 氣候變遷的制度因應: 決策、財務與規範 汪信君等作; 葉俊榮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285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基礎篇 謝尚賢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292 轉型中的東亞法院: 基本形貌、紛爭解決與行政治理吳從周等作; 葉俊榮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08 總力戰與臺灣: 日本殖民地的崩潰 近藤正己著; 林詩庭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3500315 總力戰與臺灣: 日本殖民地的崩潰 近藤正己著; 林詩庭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3500339 從沉鬱到淡定: 大學生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46 伊能嘉矩: 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陳偉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53 梁秉鈞五十年詩選 梁秉鈞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3500360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 葉淑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77 中國社會史 梁庚堯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91 石川啄木詩歌研究への射程 林水福, 太田登編 精裝 2

9789863500407 島田謹二: 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 橋本恭子作; 李文卿, 涂翠花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8429 流離語族: 臺大現代詩社社員作品選集. 2014 豈霧等作 平裝 1

9789868088436 煉詩刊: 復興 蕭上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29879 教學與學教: 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 方念萱等作; 陳炳宏, 柯舜智, 黃聿清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48

臺大詩文學社



9789577529879 教學與學教: 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 方念萱等作; 陳炳宏, 柯舜智, 黃聿清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886 教育史學研究 周愚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954 博雅與匯通: 師大核心通識課程理念與實踐 趙惠玲等作; 師大通識教育中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978 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27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964 50鎏金歲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57級相知50年聯展王美幸, 王友俊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29923 桃園縣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效分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03年度林淑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418379 (C#程式語言,臺灣的鋼結構設計規範,東和鋼鐵廠的型鋼尺寸)=>鋼構桿件設計+GSSMD軟體葉明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539 兩岸管理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年 曹銳勤, 彭麗芳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82621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曹銳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82621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曹銳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82706 海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馮朝剛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982720 姐妹校園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2年 吳錫德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577 歐債危機的原因與解決之道 黃得豐著 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復諮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營建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師大美術系57級同學會



9789865982645 未來學: 理論、方法與應用 宋玫玫等編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982669 嚮.建築: 民歌時代的建築青年 淡江大學建築系,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建築系同學會編著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652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國家漢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林盛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102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w global milieu 陳小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713 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研究. 2014 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683 快樂與閒暇經濟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編] 平裝 1

9789865982690 經濟倫理研究. 2013: 臺灣當前經濟問題探索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614 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 2014: 前瞻與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麗華, 朱惠芳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98900 怎樣呼吸,就有什麼樣的睡眠: 9個健康習慣克服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一周見效!泰絲.葛蘭姆(Tess Graham)著; 陳志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課程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淡大西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美洲所



9789866798917 醫生不會告訴你的疑難雜症小偏方 董益慶編整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38399 尊重自己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作; 朱麗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405 沉思靈想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作; 王境之, 區澤光, 林沈明瑩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412 心的面貌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作; 朱麗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429 與人接觸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作; 吳就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436 探索大地之心 約瑟夫.柯內爾(Joseph Cornell)作; 林淑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443 黑手玩家: 手作與生活器物的美好交會 阿默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450 愛人如己: 改變世界的十二堂課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作; 趙恬儀, 李佳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467 一生罕見的幸福. II, 走下去,才有驚喜! 巫錦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474 像青蛙坐定: 孩童的正念練習 艾琳.史尼爾(Eline Snel)作; 石世朋, 黃淑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6938481 從聽故事開始療癒: 創傷後的身心整合之旅 胡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498 正念的感官覺醒 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著; 丁凡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2350 我都這樣讚美孩子: 建立孩子自信的第一步 楊定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381 斷掌少女 岑文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398 血祭雙生 溫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709 愛的悖論 黎明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25594 雄渾與典雅: 張國榮石雕作品集 張拓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盛坊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年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培育文化



9789578625600 勒石.匠心: 張再興的石雕藝術 張拓主編 平裝 1

9789578625600 勒石.匠心: 張再興的石雕藝術 張拓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6513 源遠流長: 因信仍舊說話 李敏榕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107 臺灣桃園大溪南興庄纘紳公派下弘農楊氏族譜 邱榮裕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24873 托特塔羅解密: 探討克勞利《托特之書》,解開托特塔羅牌奧義權威經典之作羅.米洛.杜奎特(Lon Milo DuQucttc)著; 孫梅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27 落在心底的星星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34 托特塔羅入門 張紹強, 劉紀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41 許我向你看 辛夷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58 圖解吳神父腳部按摩保健法 鄭英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702 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 王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5757 心動 貓咪詩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795 你該知道的住屋權利 張建鳴, 莊佳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832 跟著節氣吃好料: 86位料理達人傾囊相授,深度挖掘58種當令盛產食材&167道養生創意料理的美味關係蘋果日報副刊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856 Hello paper!包裝趣: 紙張的創意設計,做出手感包裝的100種方法朴聖熙著; 楊雅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863 花花世界看見愛: 大女孩vs.小女人.蔡黃汝vs.豆花妹的率真告白蔡黃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917 我等你,直到你懂我的孤寂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931 賦能 張文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5986 紅茶就是高科技: 以一杯茶打造國際餐飲集團的牧羊法則吳伯超口述; 張志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993 適性探索啟發孩子的潛能: 教育專家讓孩子熱情學習的方法中華適性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051 他人房子裡的燈 齊雅拉.甘貝拉萊(Chiara Gamberale)著; 吳若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068 思念的布朗尼 Smile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防醫學院畢業生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楊纘紳



9789862726082 輸在起跑點,贏在轉折點: 股市憲哥的翻轉人生 賴憲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112 一擊奏效的社群行銷術: 一句話打動1500萬人,成功將流量轉成銷量蓋瑞.范納洽(Gary Vaynerchuk)著; 李立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174 找不到你的天堂 奧菲爾.圖塞.賈夫拉(Ofir Touche Gafla)著; 切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211 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 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尼爾斯.伯克霍夫(Niels Bokhove), 瑪利耶克.凡多爾斯特(Marijke van Dorst)編; 謝靜雯, 林宏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235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自白: 艾可的寫作講堂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著; 顏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266 禮貌,你做對了嗎?: 禮賓司長教你最正規的國際禮儀八堂課朱玉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280 圖解 邏輯思考的入門書: 全方面掌握職場溝通力、說服力、談判力、決斷力及解決力!西村克己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303 精品策略: 讓你的品牌,成為所有人奢求的夢想 尚.諾埃爾.凱費洛(Jean-Noel Kapferer), 文森.白斯汀(Vincent Bastien)著; 謝綺紅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6358 跟著你的本能走 史蒂夫.奧雪(Steve Olsher)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389 路西法效應: 在善惡的邊緣了解人性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著; 孫佩妏, 陳雅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6419 行銷新手必備的38套基本功 林隆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426 吃的美德: 餐桌上的哲學思考 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433 修行者的<>: 循天機而起、改天機而行,<>的解析與運用劉金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457 從達爾文到愛因斯坦: 科學理論的美麗錯誤與演進馬里歐.李維歐(Mario Livio)作;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464 原來你還在這裡 辛夷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471 完全捷進寫作詞彙 黃淑貞, 謝旻琪, 林湘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01 愛你是孤單的心事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18 阿育吠陀香料蔬食料理 川島一惠, 若山曜子合著; 尤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25 創造力的極論: 村上隆在藝術現場談「覺悟」與「繼續」村上隆著; 楊明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6532 心理學家教你的透視術: 77個讀心實驗,教你看穿人心更能獲取人心班.安柏瑞吉(Ben Ambridge)著; 廖育琳, 錢佳緯,蕭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49 是你選擇了憂鬱 威廉.葛列什(William Glasser)作; 曾璿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56 最遙遠的歸途 安德魯.麥卡錫(Andrew McCarthy)著; 方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63 貴人磁場學 陳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70 我的第一本百變彩虹編織書 柯琳.朵絲(Collen Dorsey)著; 李金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87 思考的盲點: 為何真相就在眼前,我們卻視而不見?戈登.魯格(Gordon Rugg), 約瑟夫.德艾格納斯(Joseph D'Agnese)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594 山之魔 丹.西蒙斯(Dans Simmons)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00 群眾募資第一本實戰寶典: 完全剖析募資流程22個關鍵步驟默德威娜.瑞絲摩格(Modwenna Rees-Mogg)著; 郭恬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17 當下善轉: 十二堂歡喜自在的修心課 法相山 釋慈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6624 天界的52則聖諭: 52個自我覺察的練習,讓你回到內在和平田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31 安慰的藝術 芙爾.沃克(Val Walker)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48 小婦人 路易莎.梅.艾考特(Louisa May Alcott)著; 柯乃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55 為1%的人服務的經濟學: 主流經濟學如何向少數靠攏,排除多數人的幸福?約翰-偉克斯(John F. Weeks)作; 張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62 黃金: 左右政權、戰爭與金融走向的貨幣之王 馬修.哈特(Matthew Hart)作;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79 我們,別做朋友了 晴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86 百變彩虹圈炫技新點子!: 立體飾品、實用小物的創意特集柯琳.朵絲(Collen Dorsey)著; 李金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693 王者業務力: 掌握最關鍵的6件事,業蹟就能輕鬆翻倍曾國棟原著.口述; 王正芬整理.補充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23 老闆不說,卻很在意的95個工作地雷 長井亮著; 謝育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30 哲學在深夜思潮起伏時 小川仁志作; 李伊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47 寫一封信給妳 東燁(穹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61 時尚彩虹圈: 好搭又流行的獨創彩虹圈飾物 柯琳.朵絲(Colleen Dorsey)著; 茉莉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78 到艾雷島喝威士忌: 嗆味酒人朝聖之旅 梁岱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85 求職聖經 楊士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792 超越極限 史蒂芬.邁哈特(Stefan Merath)著; 陳君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08 頂尖人才的街頭思考術 藤卷幸夫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714 允許自己不快樂: 勇敢悲觀、放心落淚,不再強顏歡笑的幸福練習陶德.卡珊登(Todd B. Kashdan), 羅伯特.比斯瓦斯-迪納(Dr. Robert Biswas-Diener)著; 范堯寬, 吳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60 只要10分鐘,投資逆轉勝: 輕鬆學會這4招,從此抓對時機、做對個股王奕辰(王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84 一鉤就上手!可愛系彩虹圈鉤針編織小物 伊麗莎白.科瑪(Elizabeth M.Kollmar)作; 蔡宛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39 有錢人不一樣的財富印記: 揭開生命從誕生以來即存在的財富烙印金.卡洛斯(Jim Carlos)著; 張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46 每一次往北出走都是為了尋找自己 能町岑子[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46 每一次往北出走都是為了尋找自己 能町岑子[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14 失控的懲罰: 剖析美國刑罰體制現況 勞勃.弗格森(Robert A. Ferguson)著; 高忠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21 集眼者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45 越走越年輕 三浦雄一郎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52 特戰綠扁帽.2, 強悍之路 切斯特.黃(Chester Wong)著; 莊勝雄, 崔宏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83 以頸為鑰: 跟百歲人瑞學脖子保健,輕鬆疏通百病之源王唯工著 平裝 1

9789862727010 你比自己想的更完美: 放下焦慮、擺脫困擾,懂得善待自己的7個步驟伊莉莎白.隆巴多(Elizabeth Lombardo)著; 簡美娟, 廖育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34 物聯網革命 傑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著; 陳儀, 陳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41 B棟11樓 藤井樹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727058 這城市: B棟11樓第二部 藤井樹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727072 遠見者: 麥肯錫之父馬文．鮑爾的領導風範 伊麗莎白.哈斯.伊德善(Elizabeth Hass Edersheim)著;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89 領導力2030: 世界正在翻轉,你如何帶領企業破局而出?喬治.維爾麥特(Geory Vielmetter), 伊凡.塞爾(Yvonne Sell)著; 沈耿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8086 計算機概論60天考前衝刺 啟芳資訊研究室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78

啟芳



9789865868093 數學統測講義全壘打王. C 王睿著 平裝 1

9789865868130 數學統測必勝複習講義. B 林鴻鳴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147 數學統測搶分祕笈. B 林鴻鳴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154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鄭美蘭, 朱珍珍, 江淑真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185 會計學總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222 會計學總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192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講義 啟芳資訊研究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208 APP Inventor手機程式設計手冊 李啟龍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215 會計學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輯 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8239 會計丙檢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所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246 計算機概論高分總複習 啟芳資訊研究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253 商業概論總複習講義 莊宏啟, 蕭煒羣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277 會資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284 數學BI隨堂講義 林鴻鳴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291 會計事務: 資訊項: 丙檢術科超易通(報表大全) 喬傑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307 會計事務: 資訊項: 丙檢術科超易通 喬傑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314 會計事務: 資訊項: 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報表解析)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8321 會計事務: 資訊項: 丙檢術科簡易大全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6035 史托納 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作; 馬耀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4625 光明覺品講記. 上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632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三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649 光明覺品講記. 下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656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663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670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二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9789865814687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814694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814700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3冊 2

9789865814717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4冊 2

9789865814748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三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755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四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7003 觀光資源 蘇芳基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010 旅遊實務 呂永祥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072 家庭生活管理實務 郭筱雯, 黃郁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140 嬰幼兒照護實務 郭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9371 健康促進 陳美燕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188 特殊幼兒保育 王淑娟, 林欣瑩, 馬藹屏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294 家政概論 黃惠鈴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317 立體剪裁 馮家慧, 顏仲汝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348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游淑芬, 李德芬, 陳學怡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362 菜單設計 邱麗玲, 黃經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379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等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867386 新護理突破. 2, 內外科護理學 何昭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393 日本料理: 基礎實務介紹與精選菜餚示範 黃經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409 幼兒遊戲 吳凱琳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416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郭靜宜, 陳千蕙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430 西式點心製作: 一次學會49種精緻點心 許燕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485 餐旅概論. 2014年版 呂永祥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522 美顏 廖秀瑩, 黃嫈琪, 李春振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7539 美膚 許麗娜, 李麗惠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960566 歷屆護理師考解析百分百: 自我實力評量 啟英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晨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78129 當代英語用法指南 蘇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49 貓頭鷹守護神. 14, 決戰不幸烽火夜 凱瑟琳.拉斯基(Kathryn Lasky)著; 古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723 別讓小孩成為你們婚姻裡的小惡魔 安德魯.G.馬歇爾著; 江羿均, 黃詩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785 里山生活實踐術 大內正伸繪.文; 陳盈燕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08 小鼯鼠的看法 劉克襄文; 何華仁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8839 臺灣畫家梁奕焚 梁奕焚圖文作者; 林明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53 寵物到底在想什麼?: 了解貓、狗、鳥的行為與心理支倉槙人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60 超神奇的科學魔術: 77個科學原理x隨手可得小道具=親子同樂的魔術時光後藤道夫著; 張沛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84 大腸癌: 怎樣預防、檢查與治療的最新知識 張繼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07 油漱療法的奇蹟: 清除齒科毒素與致命疾病 布魯斯.菲佛著; 謝嚴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14 消除現代人煩惱的哲學圖鑑 大城信哉作; 廖文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201 從西瀛到磺溪: 區域文學論集 葉連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16 我與世界失去了聯繫 柯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54959 臺灣傳統宗教藝術 謝宗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5786 PowerPoint 2010簡報博覽會 [彩虹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1027 沃克農場的清晨 周寧靜文; 劉瑞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71034 1,2,3飛吧! 李郁清文; 黃瀅潔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71119 Google雲端文件博覽會 彩虹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1126 自由新國度Calc 彩虹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1133 自由新國度Scratch 彩虹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1140 Show影音博覽會 彩虹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08954 快速記憶英文字首字根字尾 李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001 高中英語聽力搶分模擬測驗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032 Perfect shot. Level 1 Shih-Hsiung Lai[主編]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彩虹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常春藤有聲



9789865676049 Perfect shot. Level 2 Shih-Hsiung Lai[主編] 其他 1

9789865676056 Perfect shot. Level 3 Shih-Hsiung Lai[主編] 其他 1

9789865676063 All in all. level 1 Chen, Jui-Sung etc.[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5676070 All in all. level 2 Chen, Jui-Sung etc.[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5676087 All in all. level 3 Chen, Jui-Sung etc.[編] 其他 1

9789865676094 Aim to win. Level 1 Shih-Hsiung Lai[主編] 其他 1

9789865676100 Aim to win. Level 2 Shih-Hsiung Lai[主編] 其他 1

9789865676117 Aim to win. Level 3 Shih-Hsiung Lai[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8997 樂遊花蓮觀光護照 花蓮縣觀光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195 我是保險企業家(簡體字版) 宋木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287 深不可測: 大陸市場的機會與陷阱 吳紹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00 兩岸企業勞資管理的5把鑰匙 董峰如, 董峰豪, 吳錦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517377 數學小偵探 施曉蘭著; 劉俊良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18084 潮間帶大作戰 王華著; 吳姿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091 Who will help? Archie Yang[作]; Chen Kuan Hong[繪] 平裝 1

9789861518107 Carrot soup Archie Yang[作]; Chen Kuan Hong[繪] 平裝 1

9789861518114 Winnie the witch and minnie the cat Archie Yang[作]; Chen Kuan Hong[繪] 平裝 1

9789861518121 The gingerbread man Archie Yang[作]; Grace Chang[繪] 平裝 1

9789861518138 忘了咒語的魔術師 謝武彰著; 陳光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145 巫婆波波的怪病 謝武彰著;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152 好奇怪的村子 謝武彰著; 張振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169 什麼也沒有! 謝武彰著; 陳永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176 好好吃喔! 謝武彰著;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183 謝武彰經典幼幼故事 謝武彰著; 陳光輝等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8190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其他 第1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康軒文教



9789861518206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1518213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518220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518237 森林小學的七堂課 王文華著;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244 快樂小學開學嘍 王文華作; BO2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251 動物大觀園 王文華著;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268 王文華的動物童話 王文華著; BO2, 九子,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8275 新說水滸風雲錄 黃培欽作; 黃正文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7155 新實用國語詞典 陳廖安, 康軒國語詞典研編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282 數學小偵探. 2, 壞蛋軍團的逆襲! 施曉蘭著; 劉俊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05 天生愛作對 謝武彰著; 蘇郁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12 失蹤的灰姑娘 蕭逸清作; 楊嚕嚕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29 妙比生花 謝武彰作; 劉鵑菁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36 比比皆詩 謝武彰文; 林傳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43 食夢貘碰碰 張三三著; 陳亭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50 山色有無中 謝武彰著;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67 寫作密碼 謝武彰著; 蘇郁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74 創作的火花 謝武彰著; 劉鵑菁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381 跟著謝武彰, 讀出中文的趣味! 謝武彰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8411 阿亮老師的科學宅即變 亮傑著; 劉俊良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518398 阿亮老師的科學宅即變 亮傑著; 劉俊良繪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518404 阿亮老師的科學宅即變 亮傑著; 劉俊良繪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518428 雲豹抱抱 蕭逸清著; 郭璧如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435 第一個發明的故事 張容瑱, 鄭雯娟文; 吳子平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1518442 第一個發明的故事 張容瑱, 鄭雯娟文; 吳子平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4017 Woman islands Chung Wenyln 平裝 1

9789868234031 Decayed lust Chung Wenyin[作]; C.J. Anderson-Wu[譯] 1st ed. 平裝 1

9789868234048 Sorceress diguwan Badai[作] 平裝 1

9789868234055 Voices of the mountain Husluman Vava, Auvini Kadresengan, Badai[作]; Shirley S.H. Wu[譯]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40

從容國際文化



9789868234062 Decayed land Chung Wenyin[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2204 最適合華人學習的Swing400招 許厥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211 六弦百貨店精選紀念版. 2012 潘尚文, 盧家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228 專業音響X檔案 陳榮貴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52235 烏克城堡 龍映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242 吉他玩家 周重凱著 14版 平裝 1

9789865952259 鋼琴動畫館: 日本動漫 朱怡潔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952266 烏克麗麗指彈獨奏完整教程 劉宗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273 古典吉他名曲大全 楊昱泓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52280 新編古典吉他進階教程 林文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297 彈指之間 潘尚文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952303 經典電影主題曲30選(簡譜版) 朱怡潔, 蟻稚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310 電貝士完全入門24課 范漢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327 陶笛完全入門24課 陳若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334 六弦百貨店精選紀念版. 2013年 潘尚文, 盧家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358 Hit 101校園民歌鋼琴百大首選 邱哲豐, 何真真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2365 Hit 101校園民歌鋼琴百大首選(簡譜版) 邱哲豐, 何真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372 二十世紀百大西洋經典歌曲 查爾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389 指彈吉他訓練大全 盧家宏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952396 五弦藍草斑鳩: 中文入門教程 施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402 交響情人夢: 鋼琴演奏特搜全集 朱怡潔, 吳逸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2419 吉他玩家 周重凱著 15版 平裝 1

9789865952426 電吉他完全入門24課 劉旭明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952433 吉他贏家 周重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52440 現代吉他系統教程 劉旭明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457 口琴大全: 複音初級教本 李孝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464 彈指之間 潘尚文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麥書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6817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入門基礎級模擬試題 1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8676824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進階高階級模擬試題 1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8676831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流利精通級模擬試題 1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8676848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1, 聽力測驗信效度. 201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8676855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2, 閱讀測驗信效度. 201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8676862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3, 口語測驗信效度. 201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8676879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4, 寫作測驗信效度. 201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8676886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5, 兒童聽力、閱讀測驗信效度. 201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621 Vibration therapy: shake off illness&move into fitnessDan Ja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9219 腎移植術後相關論文集選. 2010年 黃淳康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629226 腎移植術後相關論文集選. 2011年 黃淳康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629233 兩性保健雜輯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8629240 兩性保健雜輯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下冊 1

9789868629257 肝臟及其相關疾病雜輯 黃淳康編輯 平裝 1

9789868629264 扎記醫藥輯. 菸與酒害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11

9789868629271 扎記醫藥輯. 一般常識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8629288 扎記醫藥輯. 一般常識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下冊 1

9789868629295 認識心血管及其病變與保健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2102 認識心血管及其病變與保健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12133 札記醫藥輯. 2013年, 醫學雜知輯錄篇 黃淳康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2188 札記醫藥輯. 2013年. 一般常識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2195 札記醫藥輯. 2013年. 一般常識篇 黃淳康編輯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淳康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9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健康希望生物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0410 Sibelius 7參考指南 Tom Clarke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427 Sibelius 7實例教學 Tom Clarke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1405 中國古玉鑑定秘笈 金天放編著 精裝 1

9789869081412 古玉浮沉記 金天放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8816 游墨騫翮八十載: 基隆市書道會暨臺灣名家邀請展專輯馬水城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164 Live國中數學i講義 葛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1261 撒母耳記上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471278 撒母耳記上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6471285 出埃及記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71292 約伯記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71360 新眼光讀經: 以行動分享愛 机嘉勝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377 新眼光讀經. 2015年1-3月: 回應百分百 王芳舟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徠富數位學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顧問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市書道會

送存冊數共計：23

偉捷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110 水晶的綺思藝響. 2014: 摩瑟水晶的絕彩樂章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5033 衍創式字彙圖像故事互動教材 文謙益, 魏毓瑛作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765064 Gateway to English 方淑慧等作 其他 1

9789865765071 American lifestyle and culture 戴銘恩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5088 English all around you. A 莊明豐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65095 English all around you. B 莊明豐主編 其他 1

9789865765101 English all around you. C 莊明豐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621 參雜異教的基督信仰? 法蘭克.威歐拉, 喬治.巴拿作; 顧華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100 減少啊,減少!: 認識資源及環境的保護 金孝廷作; 李妍娥繪畫; 楊國群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4117 咳咳!我感冒了!: 認識細菌及如何預防感冒 張壽珉作; 趙恩熙繪畫; 楊國群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4124 雲兒 雲兒 會說話: 認識雲的變化與天氣的關係 朴柱美作; 金載洪繪畫; 李歳蒂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4131 要往哪裡走呢? 曹永姬作; 鄭志善繪畫; 楊國群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4148 這是什麼聲音呢?: 認識身體裡各種不同聲音 姜旻炅作; 郭鮮英繪畫; 楊國群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4155 霹靂!霹靂!地球探險: 認識地球 尹喜貞作; 郭真永繪畫; 楊國群譯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40866 臺灣史略 仲崇親著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荷葉堂書坊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9789861440903 當代族群關係 洪泉湖主編 平裝 1

9789861440927 臺灣低碳電力結構分析 陳發林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0989 浮生漫語 龍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0996 終身服務學習護照 臺北醫學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編製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009 終身服務學習地圖導覽繪本 臺北醫學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編製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306 國際跨語言與文化 洪秀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306 國際跨語言與文化 洪秀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344 現代國際禮儀 許南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351 逆風擺渡 龍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368 公文寫作指南 柯進雄著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034 得勝思維 史蒂夫.貝克藍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939 碟形世界特警隊. 7, 砰!砰!砰! 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作;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14953 碟形世界特警隊. 8, 斷了氣 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作;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0400 透視野球: 日本球場旅行與職棒文化解析 李承曄作 平裝 1

9789868760400 透視野球: 日本球場旅行與職棒文化解析 李承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4302 升高中必備2200核心單字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74319 升高中必備2200核心單字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球魂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祥福文創



9789866374326 國中教育會考核心2000單字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74340 12年國教最新版: 高校入學必勝單字1188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74357 12年國教最新版: 高校入學必文法句型168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74364 升高中必備2200核心單字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74371 升高中必備2200核心單字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374388 國中教育會考核心2000單字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8124 走出靈性文盲: 2014今日之神. 第二部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Jimmy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985 多益單字30天 Graham Pickering著; Ian Mcllwaine試題撰寫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108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創新教學」論文集. 第七屆閣亢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1024 青山勁師情: 教師教學研究成果彙編. 102學年度楊宜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209 當歐風遇見臺風 李淑媚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02209 當歐風遇見臺風 李淑媚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橋雙語學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頂優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護專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淳鳴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106193 金泰希老師的韓語書信寫作教室 金泰希著; 邱香凝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339 鋼珠筆彩繪塗鴉隨手畫 米澤美紀等作;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360 今天開始學法語. 進階篇 沢辺有司著, 大磯仁志著; 陳琇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407 N1邁向合格!新日檢考前文法總整理 劉文照, 海老原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438 日本人的哈啦妙招!助詞輕鬆學: 我的日語超厲害!舒博文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606 拆穿讓你上當的保養謊言 張麗卿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6900 傳統與現代性: 印尼中爪哇伊斯蘭宗教音樂文化蔡宗德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605 艷亮新疆: 國際超模總決賽. 2013 李花環, 黃揚婷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36919 萬象甲骨文詩畫集 董作賓甲骨文法書 增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63787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偉靈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歡書院

送存冊數共計：2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張麗卿技術顧問



9789866063794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63800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63817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63824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63831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63848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63855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63862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63879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63886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63893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63909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63916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63923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63930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307 福音傳奇<> 藍蕙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663 最後的侮辱: 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文章點評辛灝年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1751 小王子系列雕塑集 王志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水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山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大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7408 我愛你愛我: 愛情來了 陳孝忠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5994 全臺嚴選親子餐廳+景觀餐廳66點 樂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406 用故事玩出創意腦: 40招打造孩子的想像力、思考力、創意力、應變力及表達力余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437 最俏麗的彩虹編織: 13款網路不傳的裝扮小物 約翰.麥肯(John McCann),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11071 都市貓 微風婕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1545 曹賊 庚新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1668 都市鬼奇談: 天罰 秋風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1675 逆行世界: 回歸戰爭 翼玥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1682 靈能之森 七夜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1804 靈能之森 七夜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1699 都市鬼奇談: 死亡遊戲 秋風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1705 世界第一的魔王陛下 Cup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1712 創世記典Online 蒼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1736 懶人也能成為家事王: 省時省力的超效清潔術 活泉書坊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1767 邪與血 J2.維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1774 惡魔獵人Nero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1781 曹賊 庚新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1798 鬼事顧問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1811 錯.愛 禾少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1842 小資上班族一定要懂的薪水活用術 李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1927 福爾摩斯貴公子 愛紗無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1934 風水 月夜暮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1958 幻影歌劇 烏米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1965 雙夜 DARK櫻薰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文網



9789862711972 靈能之森 七夜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1989 鬼事顧問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1996 邪與血 J2.維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2009 惡魔獵人Nero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2030 林書豪給年輕人的12件禮物 王寶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047 林書豪成功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054 我有自己的薪水了: 從小培養孩子的滿分理財力王擎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061 好父母是學來的!不用數到3的親子教養關鍵50招莫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078 吃飯前最好摸清楚的飯局潛規則 林均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108 考什麼都過!3效突破英語閱讀 孫丹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122 福爾摩斯貴公子 愛紗無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2139 創世記典Online 蒼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2146 風水 月夜暮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2160 幻影歌劇 烏米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2191 人人著迷的樂活養生素: 自然、無毒、零負擔的素食新煮張陳國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221 HQ帶你飛出自己的井 崔沛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12245 靈能之森 七夜茶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2252 惡魔獵人Nero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2269 邪與血 J2.維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2276 教育棒小孩請跟我這樣做!單中興優兒培育心法大公開單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290 告別失眠,數羊的日子bye-bye! 陳可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313 雙夜 DARK櫻薰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2337 鬼事顧問 林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2344 風水 月夜暮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2368 福爾摩斯貴公子 愛紗無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2450 都市貓 微風婕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2467 靈能之森 七夜茶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2481 幻影歌劇 烏米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712504 惡魔獵人Nero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2511 邪與血 J2.維特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2528 曹賊 庚新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712566 工作不卡,人生不苦的31個生存心法 葉惠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634 福爾摩斯貴公子 愛紗無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2641 風水 月夜暮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2672 甩掉大L!S纖體全效完瘦計畫 陳柏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696 小資女孩的心機速效微整術: 變身後天美女應該這樣做BCG醫學美容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719 曹賊 庚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712733 鬼事顧問 林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2764 惡魔獵人Nero 紅茶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2887 畢業5年,一定要存到100萬 典馥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900 老闆在乎的35種工作態度 江羚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917 黑馬飆股煉金密碼 黃賢明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924 都市貓 微風婕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2931 惡魔獵人Nero前傳 紅茶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2986 五行娃娃教你打造健康養生方 張建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006 不是哈佛人也能偷學的8個關鍵特質 林均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013 這樣就能說到心坎裡: 雙贏溝通的96個心機說話技巧柯景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020 5分鐘凍齡!DIY美肌消脂簡易速效按摩 賴鎮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051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3068 禍亂創世紀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3099 網賺首部曲: 網路印鈔術 鄭錦聰, 王紫杰著 平裝 1

9789862713105 堅持的力量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112 學會獨立,就有競爭力 廖翊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129 一試見效!懂不懂都會影響你的超人氣色彩轉運術!金聖浦子著; 馬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136 有錢人的自動賺錢術 歐陽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150 超神奇!喚醒自癒力的牛初乳: 抗過敏、增免疫、防老化!孫崇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235 鬼事顧問 林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713242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3310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3389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3259 禍亂創世紀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3303 禍亂創世紀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3372 禍亂創世紀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3327 讓2個人比1個人好 林淑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334 50歲後,退而不休的養生力 鄭碧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341 成功的13個關鍵力 尤欣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419 Evil Soulx少年魔人傳說 邪貓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3501 Evil Soulx少年魔人傳說 邪貓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3426 想比別人升得快,就該懂這些 劉砡潔著 平裝 1

9789862713471 逆齡肌!50道不老奇蹟漢方 樂覺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518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3525 禍亂創世紀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3556 黃金30分鐘學會全世界都在用的英文 張翔, 賴素如英語教學團隊聯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13594 我用英文在全世界度假: 遨遊天下說走就走 張翔, 薛詩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13600 禍亂創世紀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3617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13631 Evil Soulx少年魔人傳說 邪貓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3648 少女騎士 夏澤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13655 月薪兩萬初,財庫怎麼補? 陳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662 何必成為學人精,全世界只有1個你! 黃德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679 好家教勝過好學校 典馥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693 3分鐘職場讀心術 林進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709 靠兼差賺到100萬 典馥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747 天字醫號 圓不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713778 上班族的隨身隨手隨時動動本 陳柏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815 輕鬆聊,聰明學!用APP聊出好英文 張翔, 賴素如英語教學團隊聯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13822 凍齡美顏總裁羅麗芬不藏私的四維排毒養生法 羅麗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839 簡單5招,養成瘦身體質 林又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846 放寬心,有些事這樣就可以: 豁然開朗的禪生活提案余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877 快樂的孩子最富有 孫韻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3891 少女騎士 夏澤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13976 少女騎士 夏澤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13945 主管不是難相處,而是你不懂他 王寶玲著 平裝 1

9789862714133 少女騎士 夏澤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14195 投資運勢速推法 邱士林著 平裝 1

9789862714232 曉風書院的八卦事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714249 曉風書院的八卦事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714256 火鳥 高凌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4263 在家工作賺到100萬 典馥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4287 少女騎士 夏澤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714355 畢業5年,就定位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14485 瞎換工作不如養好工作 林少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8087 普通化學 黃進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28094 電子概論與實習 張志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117 食品分析與檢驗 鄭清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124 食品經營 鄭清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155 機車實習實務: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解析張炳暉, 林豐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162 乙級工程測量學術科解析 吳順正, 廖長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179 水產加工 鄭清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193 引擎原理及實習 馮彥平, 吳忠原, 鄭永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09 最新農業概論試題集錦 蔡耀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16 汽車柴油引擎實習 戴主修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23 內室禱告: 超實用power手冊 陳思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30 越南教育探究與省思 林志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47 蔬菜 曹幸之, 羅筱鳳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28254 本土女性神學 吳富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92 汽車實習實務: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解析 郭昭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315 汽車實習實務: 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解析 吳竹豪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32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339 理財與生活 吳孟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45573 觀光餐旅概論 蔡孟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580 休閒遊憩觀光行銷: 消費者身、心、靈效益整合及產業永續經營效能之利器黃金柱, 張軒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597 領隊導遊實務 楊明青等合編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5641 最新空服地勤面試秘笈 張馨化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4

送存冊數共計：122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華立圖書



9789577845672 人文地理 周國屏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689 臺灣社會的發展: 1945- 晏揚清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1858 女巫之森: 精靈王族.咒印.眾神的憤怒 YoY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1872 只吃好東西: 前蘋果日報美食組長教你挑好食 張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1889 修修臉,5分鐘美顏小微整 林上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1896 愛在廚房輕料理x50食尚生活私提案 Is Life食尚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4100 江映瑤的極上野境: 熱血環島私旅行 江映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4117 死神料理 那口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4124 只吃好東西: 前蘋果日報美食組長教你挑好食 張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4131 太太好吃經: 家傳好味宴客菜x六星級國民小吃 緯來電視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74148 沙發衝浪x公路旅行: 環遊美國88天美西行 練蕙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4155 我們結婚吧!: 辦一場自己的完美婚禮 張綰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4179 太太好吃經. 3: 新手懶人超簡單料理X百變營養美味便當緯來電視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74186 太太好吃經. 2: 補氣養身古早味x時令在地美饌 緯來電視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74193 完美牛排烹飪全書: 12道全世界都在享用的經典牛排食譜王永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004 臺客料理: 52道常吃也健康的低油少鹽下飯菜 黃景龍, 李明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011 平價時尚力: 時尚女王教你穿出個人競爭力 陳璧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042 高血壓自然降壓法 曾春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7066 超瘦美就是要當辣媽: 偷學好萊塢女星名模完美塑型術賈妮斯.閔(Janice Mi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22188 輕鬆遊北歐 安妮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225 英國,打工度假 林鈺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232 巴黎夢幻自助婚紗 Iris, Edd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249 柏林自助超簡單 Spicyfis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256 護腎: 腎臟病營養與保健 董萃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22263 酷玩人生: Die young or be wild 張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開企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0

華成圖書



9789861922270 可以載我一程嗎?: 加拿大、阿拉斯加野地漫遊 邱昌宏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287 背包客醫生+旅遊保健通 洪子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294 巷弄.隱食: 跟著大口食遊臺中 大口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6983 中國名將之亂世豪傑 邵裕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005 中國名將之文韜武略 邵裕民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43251 生命期營養 張美鈴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268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盧小珏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275 照護基本功: 趙可式教授實作教學 趙可式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1943312 美容儀器學 詹錦豐, 徐照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336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靜敏等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3350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林笑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367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374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381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398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李淑雯, 羅筱芬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04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11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28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35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阮玉梅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42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59 食品分析與檢驗 劉麗雲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466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 林寶玉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473 實用醫護術語 胡順江作 二版四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627 國中資優數學56 陳惠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9010641 國中資優理化 王宇資優理化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2224 外商航空進階英語面試 江俞葳, 空勤學園教務研發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9127 IF定律攻心說話聖經: 公關談判專家將「不存在」變「事實」的攻心祕訣羅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027 耶穌的心上人: 先知性事工迷思指南 黃讌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1286 大國慎權: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9次否決 邱明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3160 商業秘書英文E-mail學習手冊 張瑜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177 日本人最常用的慣用語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184 就是要瘦身: 搭配清爽蔬果汁,輕鬆雕塑好身材 王凱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191 史上最強GEPT Pro企業英檢一本就夠 張文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207 英文文法不小心就學會了 何維綺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言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門山

博志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杜國際



9789865753214 用漢字背韓語單字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252 旅遊韓語萬用手冊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269 小資女塑身法: 讓妳花小錢,大變身! 王凱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276 史上最強GEPT全民英檢(中級): 聽力&口說完全破題張文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283 史上最強日檢N5文法+單字精選模擬試題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0120 多肉植物的栽培與養護 黃騰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144 用電鍋&烤箱做菜 梁瓊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305 瀛臺雜拾 楊前川作 平裝 1

9789869103305 瀛臺雜拾 楊前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706 不上當的健康飲食: 「聽說」來的都不是真的 林雅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6050 一生的房地產計畫. 基礎篇 胡偉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1213 國際漫畫家大會紀念畫冊. 第15屆 臺北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監製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拓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昕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易文坊媒體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5754 飛機失事調查 王心靈, 王承宗, 崔海恩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1909 雲林縣書法學會成立首度作品專輯 阮成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1916 雲林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阮威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024 領導學: 文化視野之詮釋分析 謝金青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903 雲林縣濁水溪書畫學會書畫專輯. 第六屆 謝美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8249 最簡單的家居開運魔法書 華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8270 最簡單的職場開運魔法書 華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8331 親愛的,我把壓力變小了: 最有效的緩解壓力放鬆術牧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8409 命運好好玩. 手相篇 南宮雅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8874 可以不信男人,但一定要信愛情: 輕熟女愛情寶典. 2孫明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074 每天學點經濟學: 賣的總比買的精 宋金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166 說話也要懂心機 萬劍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340 效率高手換你當: 掌握9大方法,提升工作效率 賀德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32 假裝心理學 楊麗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濁水溪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雲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金學堂

送存冊數共計：1

凱林國際教育



9789865758332 假裝心理學 楊麗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63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6, 寫給孩子明辨是非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63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6, 寫給孩子明辨是非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70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7, 寫給孩子掌握自己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70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7, 寫給孩子掌握自己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87 記憶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記憶力 石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87 記憶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記憶力 石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94 注意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注意力 高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394 注意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注意力 高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00 思考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思考力 張盛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00 思考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思考力 張盛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17 玩轉職場必備的13種能力: 我不要被淘汰,我要留下來張笑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17 玩轉職場必備的13種能力: 我不要被淘汰,我要留下來張笑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24 菁英人士的交際方法: 談判專家教你攻心術 丁元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24 菁英人士的交際方法: 談判專家教你攻心術 丁元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31 20歲後一定要做對的15件事情: 第一次的成功很重要武慶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31 20歲後一定要做對的15件事情: 第一次的成功很重要武慶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48 關鍵在於落實: 效率高手換你當 賀德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48 關鍵在於落實: 效率高手換你當 賀德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55 一學就會的交際法則: 魅力交際100招 宋天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62 幸福不會總來敲門,愛你的人不會總是出現: 沈嶸寫給女孩的77個幸福魔法沈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62 幸福不會總來敲門,愛你的人不會總是出現: 沈嶸寫給女孩的77個幸福魔法沈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79 職場新人脫胎換裝指南: 不動聲色漲姿勢 四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86 讓步心理學 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493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8, 寫給孩子謹慎言語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09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9, 寫給孩子不能投機取巧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16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10, 寫給孩子友愛成就大事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30 高分數學遊戲 夏桂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47 冷知識追追追 蘇明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54 表達力訓練遊戲手冊: 50招提升孩子的表達力 俞慧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61 操控心理學 徐志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78 心若放寬,處處都是晴天 尚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92 高分數學遊戲 夏桂潔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793 那時我在: 公民聲音 One More Story公民的聲音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201 港都人生 鹽埕市井 林佩穎, 李怡志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218 狗媽媽深夜習題: 10個她們與牠們的故事 林憶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225 果園人生: 從代工到厚工的斗六文旦 余世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5634 NEW TOEIC聽力高分特訓 曾婷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696 終極日語詞彙大全 姜星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702 NEW TOEIC閱讀高分特訓 曾婷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5726 日文課本不會教你的旅遊懶人句 上杉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043 New TOEIC 14天單字高分特訓 曾婷郁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920524 1次1分鐘的英語課 王洛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531 老外的生活攻略: 他們都用這些字!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548 英文表達一次到位,口說、書寫一次搞定! 王洛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555 輕鬆打開話匣子, 和老外嘰哩呱拉聊不停! 廖俞晴, 吳昀叡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0562 e起用英文Mail你的職場生活,伊媚兒兩個按鍵輕鬆搞定!Johnddo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490896 學英文不用背短句: 一秒情緖短句創造英語溝通奇蹟!David A. Thayne, Tim Takayuki Tamura合著; 石岡福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490995 翻開就會的英文閱讀 藥袋善郎著; 大放譯彩翻譯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5009 翻開就會的英文文法 藥袋善郎著; 大放譯彩翻譯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5108 7天用國中英語行遍天下 中村彰伸著; 曾美玲, 郭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115 英語大勉強: 英語關鍵會話110 秋葉利治, 森秀夫合著; 陳貞吟, 高詹燦, 陳韋利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146 英文會話這樣說才對 遠山顯著; 中天翻譯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191 英語高速傳奇 笠原禎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399 必考單字袋著走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15504 生活常用單字袋著走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42

無限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6466 刺蝟小孩不難搞!: 要讓孩子聽話,先聽孩子說話!姜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473 孩子,我要你的未來比我更富有! 鍾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480 和老外做生意一本就夠!關鍵時刻3句搞定! Wenny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497 沒有好成績,就不可能有好成就?! 高至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03 開創美好人生必學的十堂情緒課 汪國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10 每天聽一點日文: 單字&短句篇 上杉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27 別再說你不好命!扭轉人生的祕密信念 林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41 我要更好!四週教你正確學英文: 單字、句型、短句、會話鍾亞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9190 花開剎那的櫻樹之如夢令. 上篇 桑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44 茱萸花: 三輪車伕之子到留美博士的家族顛沛流離奮鬥史張守玉口述 ; 蹇婷婷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9251 命運.運命: 一個鄉下孩子的臺北夢(中英對照) 陳明道著; 岳彤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68 錯覺 李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75 到一個約定的方向 李曼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82 宅男型不型 嬋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99 阿公帶我飛 何元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05 軒轅十四歷險記 左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12 紅磨盤下 鄭家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29 學校沒教的12堂課 鄭春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36 華滋集 汪洪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67 湖魂藕情 柯美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74 幸福要上緊發條 羅雅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81 輕鬆賺20%的選擇權賣方投資法 曾志揚, 曾志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98 與神有約: 破解輪迴轉世的密碼 李瑋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策馬入林文化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博客思



9789868693913 工蟻的叛亂: 伊索寓言中的職場萬年生存法則 伊索原著; 鄭晉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3920 讀設計的CEO: 美學設計力決定企業大未來 崔京元著; 戚先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3937 紅酒男人劉鉅堂: 14堂紅酒實用入門課 劉鉅堂著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693968 幸福迎接死亡 郭漢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3011 百年迪化風華 許麗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73004 洞見: 教你穿透表相看見本質 姜一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4313 奇點 奇哥圖.文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238 腰瘦美味好鍋物: 76道溫暖身心的家常湯、濃湯、火鍋、養生粥料裡禹貞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245 十億人都在學的親子作文: 加強孩子的作文用詞能力非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99595 網路傳媒與文化: 意象、圖像與虛擬影像 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8110 老人營養學 湯雅理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141 物理 林旺德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424 運動生物力學理論與應用 黃紹仁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462 簡明生物學 陳昱青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516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 邱致穎, 林信宏作 平裝 1

9789865828523 旅行業經營管理 謝永茂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561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陳碧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給氣人音樂社



9789866335884 新編化粧品概論 林永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646 嬰幼兒健康評估 曾如敏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868 膳食療養學 彭巧珍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828950 物理治療師實習手冊. 一,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學 呂麗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020 餐旅採購 駱俊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044 兒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林琦華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051 兒科護理學(精選重點整理) 林琦華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099 兒童安全與急救 黃庭紅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143 新編精神科護理學 林靜幸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150 美容英文 陳美惠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20167 醫療品質管理 鍾國彪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174 情緒與壓力管理 李彩歆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198 實用生死學 林綺雲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204 傷口護理實務手冊 羅淑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211 最新生理學 賴明德等合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20228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陳德昇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235 兒童發展與輔導 高義展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242 疾病分類指引 鄭貴真著 平裝 1

9789863620259 食品營養專業英文 蘇敏昇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266 幼托機構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林秀蓁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273 兒童產業概論與實務 陳建志, 薛慧平, 張冠萫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280 實用人體解剖學 盧冠霖等合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20297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鄭聰旭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303 化粧品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 林恩仕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310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327 餐旅行銷 紀學斌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334 新編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等合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20341 新編普通化學 楊天賜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365 食品微生物學 郭嘉信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0372 保健食品概論 陳師瑩等合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20389 心理學導論 陳柏年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396 微生物實驗 李丹昂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402 新編生物化學實驗 黃瓊華, 吳如雯, 賴素媛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440 化粧品調製學 陳玉芬, 張乃方, 吳珮瑄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464 社區營養學 吳幸娟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471 新編人體解剖學 賴明德等合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20488 新編老人護理學 謝惠玲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0495 醫護數學 張振華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501 美容經絡學 李雅婷, 李姿穎合著 平裝 1

9789863620518 美容衛生與法規 張聰民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532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549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法規彙編 賴坤明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563 以體驗行銷觀點探討對顧客關係品質與忠誠度之影響: 休閒農場為例陳欣欣作 平裝 1

9789863620570 早期療育 傅秀媚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587 營養評估 劉慧蓉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0624 新護理考試秘笈. 10, 病理學 陳杏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0631 新護理考試秘笈. 9, 藥理學 詹婉卿, 翁逸奎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0648 從運動生物力學角度探討排球攔網動作: 對於運動學及網上表現之影響趙峻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16851 天價姻緣. 卷五, 碧血丹心 令狐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905 天價姻緣. 卷六, 江山美人 令狐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01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一, 天意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18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二, 暗香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25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三, 和離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32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四, 情關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49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五, 空間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56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六, 再嫁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63 隨身帶著珠寶店. 卷七, 龍鳳 愛璦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070 閒妻涼母. 卷二, 相愛相殺 蟲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00 別得罪大夫. 卷一, 兩世糾纏 絲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17 極品嫡女. 卷一, 技高一籌 雨夕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24 別得罪大夫. 卷二, 命懸一線 絲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31 閒妻涼母. 卷一, 作繭自縛 蟲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紫宸社文化



9789862817148 閒妻涼母. 卷三, 物是人非 蟲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55 別得罪大夫. 卷三, 恩將仇報 絲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62 極品嫡女. 卷二, 環環相扣 雨夕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79 別得罪大夫. 卷四, 收拾殘局 絲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86 極品嫡女. 卷三, 風起雲湧 雨夕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193 極品嫡女. 卷四, 天賜良緣 雨夕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16 不准叫我傻妞. 卷二, 反客為主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23 不准叫我傻妞. 卷三, 風雲不測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30 不准叫我傻妞. 卷四, 瞬息萬變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47 不准叫我傻妞. 卷五, 你來我往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47 不准叫我傻妞. 卷五, 你來我往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54 極品嫡女. 卷五, 情深意重 雨夕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61 極品嫡女. 卷六, 相知相守 雨夕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78 不准叫我傻妞. 卷六, 皆大歡喜 雪山小小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85 閒妻涼母. 卷四, 風起雲湧 蟲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292 公子,你被看上了. 卷上, 宿命 暖暖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08 公子,你被看上了. 卷下, 解魄 暖暖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15 莫當賢妻好欺負. 卷一, 大嫂愛挑撥 嫿媚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22 莫當賢妻好欺負. 卷二, 極品惡婆婆 嫿媚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39 莫當賢妻好欺負. 卷三, 美人毒心計 嫿媚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46 莫當賢妻好欺負. 卷四, 表妹很蠻纏 嫿媚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53 莫當賢妻好欺負. 卷五, 好壞皆親人 嫿媚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60 莫當賢妻好欺負. 卷六, 親愛的相公 嫿媚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77 妄情醉. 卷上, 山無稜 憑欄卷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84 妄情醉. 卷下, 天地合 憑欄卷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391 邪惡駙馬 七月采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07 美食小魔女. 卷一, 八字風波 蘇子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14 花樣食神. 卷上, 渺渺駕到 寂寞無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21 美食小魔女. 卷二, 分家大計 蘇子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38 花樣食神. 卷中, 好事多磨 寂寞無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45 千金逆轉勝. 卷上, 浴火重生 心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52 千金逆轉勝. 卷下, 一償宿願 心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69 花樣食神. 卷下, 冤家聚頭 寂寞無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76 美食小魔女. 卷三, 身世之謎 蘇子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06 調戲狗熊相公 西瓜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13 美食小魔女. 卷四, 終獲良緣 蘇子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20 千金逆轉勝. 卷中, 步步為營 心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37 美食小魔女. 卷五, 美人命薄 蘇子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68 我本千金. 卷上, 明珠蒙塵 晉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75 我本千金. 卷下, 浴火重生 晉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82 美食小魔女. 卷六, 悲喜重重 蘇子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0229 自動控制 王錦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2878 地方文化節慶活動視覺形象設計: 實務&教學 林明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0849 虛擬樂器作品. 聖樂篇 李蕙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505 職場修煉了沒 蕭合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1304 星星不見了 黃海蒂圖文 精裝 1

9789868941311 歪歪兔 黃海蒂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納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海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5

超級科技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院書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708 燕梭點燈: 企業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江朝峰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2205 飄鴻集 吳榮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9153 複製金律(簡體字版) 何加利口述; 陳筱青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8354 千古雲山覺夢長: 創辦人曉雲導師圓寂十週年紀念特刊呂健吉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8347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九期 廖學書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0578 社會個案工作 吳鄭善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585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葉青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608 戶外遊憩管理 吳崇旗, 王偉琴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發現者旅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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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造力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梵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9789869090605 喜馬拉雅山下的旅圖: 蘇芷綝油畫創作專輯 蘇芷綝創作.撰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506 好天氣,從不為誰停留 顧蕙倩, 顧凱森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02513 孵夢森林 愛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2520 1960世代詩人詩選集 琹川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863 抽象.符碼.東方情: 臺灣現代藝術巨匠大展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9439 翻牆術 鴻鴻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2565 健康又美麗的飲食 王復蘇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327 微積分 倪簡樸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3876 民間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彙編. 文教篇楊蓮福, 陳謙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復御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景深空間設計



9789865757151 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 闞正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168 臺灣十八王公廟傳說 練美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175 研究新視界: 「媽祖與華人民間信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王見川, 李世偉, 洪瑩發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205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5,「臺南文創、一貫道」專輯王見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212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航運.海難.倭寇 松浦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243 臺灣一九六0世代詩人論文集 方群, 陳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80583 觀光與政治 劉維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0774 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 民國三十八年以來的變遷齊光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528 餐廳開發與規劃 蔡毓峰, 陳柏蒼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81542 航空客運與票務 張瑞奇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1559 食品與健康 江文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573 廣告趨勢與策略建構: 從2008年與2012年我國總統選舉候選人競選廣告策略談起鈕則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580 兩岸觀光旅遊的回顧與前瞻: 兼論我國發展郵輪博奕之可行性劉維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610 職場倫理 丁志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627 觀光餐旅行銷 蘇芳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641 環境科學概論 藤倉良, 藤倉まなみ著; 翁御棋, 李文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1721 邏輯式學測數學總複習 黃文熙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738 全新版邏輯式地理總複習 薛芳, 周揚慧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01769 全新版邏輯式地理總複習 薛芳, 周揚慧編著 平裝 中冊 1

9789865901745 精通高三選修生物精通. 下冊(99課綱) 林元露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752 高中異數學. 第四冊第二章, 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賴昱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820 滿級分學測化學嘿皮書 李振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851 滿級分學測數學嘿皮書 鄭昇數學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868 EZ100高中歷史新教材 季子欽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01875 滿級分學測國文嘿皮書 陳湘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揚智文化



9789865901882 英文克漏字魔法書 勞乃慧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6880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106897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106903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106910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106927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106934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106941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106958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106965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106972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106989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106996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656003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56010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56027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56034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3081 融入拉邦動作理論之舞蹈教學實踐 曾瑞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9401 愛兒優動漫數學. 4上(人教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18 愛兒優動漫數學. 5上(人教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25 愛兒優動漫數學. 6上(人教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全壘打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森淼



9789868859432 愛兒優動漫數學. 4上(蘇教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49 愛兒優動漫數學. 5上(蘇教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56 愛兒優動漫數學. 6上(新課標)(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63 愛兒優動漫數學. 4上(北師大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70 愛兒優動漫數學. 5上(北師大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8859487 愛兒優動漫數學. 6上(北師大版)(簡體字版) 薛伃婷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43948 岩盤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2014 吳獻堂等策劃 平裝 全套 2

9789867043962 AutoCAD 2014 2D TQC Plus電腦輔助設計類檢定題庫解題秘笈吳獻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031 Start-up Taiwan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大學組)作品彙編. 2014楊文廣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209 Phonics Handout Sofia Huang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3101 太極拳經論輯要 塵子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5084 從google併購策略解析機器人產業發展與影響 創智智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0864 潘多拉的眼淚 胡偉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超智能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智智權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敦華英語國際文教



9789865693008 鏡花水月 翁子揚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015 赤壁 翁子揚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022 卻風歸之鳳凰于飛 青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3039 返魂香 賴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404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116411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116428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116435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73691 中級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作 第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707 中級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作 第八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73714 審計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7473721 中級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林蕙真著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9594 最動人的色鉛筆彩繪: 色調X意境的進階繪畫技法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76 日日的美好,咖啡館繪手帳 橘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80 小空間的自在居家提案: 不用花大錢裝潢,看了就想跟著做的設計魔法<>、<>雜誌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388 斷捨離後,記得收納啊!: 623招巧妙創造大空間的39元商品收納術,迎接清爽俐落的每一天主婦與生活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395 舊金山在地漫遊: 灣區X酒香X美食,精選行程說走就走克里斯.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401 咖啡好時: 手沖、拉花、烘豆、器皿,職人親傳的咖啡玩味筆記Enterbra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456 千萬別照著畫! Melanie Test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494 孕媽咪日記: 最真實X最溫馨,笑中帶淚的幸福大肚生活!高橋美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524 咖啡師之味: 14杯用咖啡書寫的醇味人生 川口葉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証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無極工作室



9789865751548 水彩風景繪: 33個最美好的寫生練習,看了就想跟著畫的清新感手繪技法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562 按出健康髮!: 超神奇頭皮穴道按摩術 加藤雅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579 NObody。我是NoNo辜莞允 nono辜莞允,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586 捲一捲、剪一剪,十分鐘內就搞定!: 超可愛的療癒系毛球小物熊田麻里著 ;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09 不用油的平底鍋料理: 省時X低卡X零失敗,煎炒炸燉蒸燙煮一鍋OK井澤由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23 用LINE貼圖月入30萬: 下載率NO.1香蕉人角色經濟必勝技楊劍雄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908 壺嗣吳氏遷臺祖永昌公族譜 吳正牧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45424 職場禮儀: 高尚優雅競爭力 臧聲遠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45431 從性格密碼透視職業天賦 伊藤友八郎, 翁靜玉作; 蕭志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5448 我與廣播電視: 兩岸三地廣電推手翁炳榮回憶錄翁炳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5455 縱橫職場軟實力 臧聲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5462 第一次創業就成功 臧聲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149 甘露法語: 共同要義 普巴扎西仁波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008 曠野.繁花: 席慕蓉畫集 席慕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16015 秀藝術 席慕蓉等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普遍勝利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壺嗣吳氏遷臺祖永昌公族譜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就業情報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00653 溫馨有亮點的生活雜貨設計 禹甫明著; 郭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0684 躺著也能學會Excel的核心關鍵: 看懂故事情節就能快速聰明掌握Excel王俊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721 散戶的迷思日記: 理性與獨到的眼光,教你花五角買一塊的投資思維萬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738 翻轉人生: 教你從一本筆記本成功創業 上野光夫著; 黃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745 美肌魔法雙重奏: 隨著季節手作適合自己膚質的純天然面膜崔鈗廈著; 江依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752 那些讓我回不去的雲端好工具: Google+Evernote+Dropbox的雲端工作術酆士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769 婚姻這檔事: 有容乃大 Melanie Shankle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783 夏威夷旅遊通. 大島篇 永田さち子, 宮澤拓著; 劉秀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06 爸媽跟我一起玩 金秉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13 日本美魔女草間淑江的美麗手札: 從皮膚保養、化妝技巧、養顏料理、時尚穿搭到心態的養成,讓你由內而外散發迷人的光芒!草間淑江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20 巴冷公主. 1, 鬼湖奇緣 陳德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18507 臺灣經濟關鍵下一步: 兩岸經濟整合的趨勢與挑戰童振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019559 ASP.NET 4.5.1初學指引. I, 使用Visual Basic 2013: 網頁開發快速上手陳錦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566 正確學會App Inventor 2的16堂課 白乃遠, 曾奕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580 Excel 2010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2019597 CentOS 7建置、管理與伺服器架設實戰 湯秉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603 工作效率UP!Excel VBA與資料庫的活用關鍵技法古川順平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610 ASP.NET 4.5.1初學指引. 2, 使用Visual Basic 2013: 網頁資料庫超簡單陳錦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627 Continuous Delivery中文版: 利用自動化的建置、測試與部署完美創造出可信賴的軟體發佈Jez Humble, Devid Farley著; 喬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641 駭客攻擊與預防實戰 龍馬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658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Java 胡昭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665 Illustrator隨手畫.隨便繪: 以拉控一講你就會的神速絕殺技x絕對學得會的實例操作艾凡思, 蔡國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672 Office 2013雲端職場達人技: OneNote數位筆記XWord圖文編排XExcel分析應用XPowerPoint專業簡報XOutlook人脈管理林宏澤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689 Eclipse完全攻略: 從基礎Java到PDE外掛開發 宮本信二著; 廖文斌, 博碩文化, 許郁文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019696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博碩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0428 來自雪域大士的妙音善說: 訣竅薈萃 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講授; 堪欽索達吉口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6913 一枝草一點露: 阿輝的人生故事 王玉輝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5699 Arduino 旋轉字幕機開發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03 Arduino飲水機電子控制器開發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10 Arduino貓咪餵食碗控制器開發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8154 畫說三曹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2094 薛珂.工筆花鳥畫作品集 石允文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4478 手機平板學韓語40音 陳慶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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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善德文化

喇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綠美農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1172 My Teacher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189 我的老師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196 The Rabbit On The Moon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02 傑克與南瓜燈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19 Wu Gang Chops the Osmanthus Tree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26 Chang'e flew to the moon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33 虎姑婆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240 十二生肖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5809 基本電學實習(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103年審定版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6255816 基本電學(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103年審定版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6255823 動力機械概論(技術高級中學動力機械群). 103年審定版吳興祥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5176 心塵微光: 生命故事書 王淑珍等作; 鄭美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9361 史上最令人驚訝的歷史巧合與謎團 余沛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378 把成語當遊戲: 每天玩一玩,速成成語王 郭彥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385 領隊專用: 人氣指數No.1的團體遊戲王(攜帶版) 路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392 那些聳人聽聞的離奇巧合事件簿(攜帶版) 阿摩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19408 狂人日記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15 阿Q正傳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22 夜裡夢境知多少: 為你揭開意想不到的夢境之謎賴怡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39 歷史上最不為人知的神祕怪事與驚悚奇聞! 張家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興文化



9789865819446 非玩不可: 成語實力大升級 郭彥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453 夢裡隱藏了多少祕密?: 不可告人的夢境大解析 李長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14 深層心理測驗讀心術. Part 2 羅沅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521 刺激,你的腦殘指數有多高: 最好玩的益智遊戲王(攜帶版)李元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401 復興崗新聞人(一0二年版) 李紀岡等採訪撰文; 吳東權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987418 復興崗新聞人. 一0三年版 李紀岡等採訪撰文; 孫光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80746 商檢英語能力測驗考前練習. 第四級: 詳解本 賴世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80753 四技二專關鍵解析: 統測英文非選擇題 吳紀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841 異度空間 范揚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14858 就愛這麼想: 透過漫畫學習創造思考 范揚相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7195 『今昔物語集』震旦部卷十の考察 蔡嘉琪, 魏世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1712 圓融曼陀羅 恆長法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91729 地藏懺 恆長法師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智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8516 老人生理變化: 概念與應用 Sue V. Saxon, Mary Jean Etten, Elizabeth A. Perkins作; 吳瓊滿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8615 用神 何國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622 婚姻與家庭 吳就君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98639 博物館網絡合作策略 田潔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660 媽媽的「敏感期」: 蒙特梭利教育是培養孩子、培養父母相良敦子作; 吳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677 嬰幼兒營養與膳食 楊素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98684 輔助科技: 增進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經驗 Amy G. Dell, Deborah A. Newton, Jerry G. Petroff作; 張茹茵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691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鄭博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07 創造力與創新教育: 創造力教學實務指引 Donald J. Treffinger, Patricia F. Schoonover, Edwin C. Selby作; 鄭聖敏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14 你也可以這樣教科學: 100個容易上手的活動 Steve Tomecek作; 劉淑雯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21 幼兒園課室經營 顏士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38 專業合作與溝通: 合作、諮詢與團隊運作支持特殊需求學生Peggy Dettmer, Ann Knackendoffel, Linda P. Thurston作; 韓福榮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45 幼兒科學課程活動設計 黃意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52 幼兒教保概論 顏士程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769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 Frances A. Karnes, Suzanne M. Bean作; 侯雅齡等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8776 幼兒園教材教法 顏士程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8783 ICF於特殊教育中的活用. Part 3, 為了充分因應學習的需求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特別支援教育綜合研究所編著; 黃靄雯, 劉淑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998790 幼教課程模式 Jaipaul L. Roopnarine, James E. Johnson作; 蔡明昌等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998806 0-8歲學習環境設計與規劃 Julie Bullard作; 何素娟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8813 兒童學前課堂投入: 提升兒童生活參與 R. A. McWilliam, Amy M. Casey作; 黃靄文, 劉淑雯, 康琳茹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4194 遊戲主題與變奏: 邁向幼兒體感互動遊戲創發之路蔡其蓁, 陳光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華騰全球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鐘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騰文化



9789868561021 黃輔棠小提琴入門教本 黃輔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1038 黃輔棠小提琴入門教本(鋼琴伴奏譜) 黃輔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1607 劉蟠給你好運到. 2015 劉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3098 女人20+: 活出更出色的自己 郭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58930 改變世界的夢想: 賈伯斯給員工的24堂課 楊雲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5031 上班這檔事: 辦公室裡不可不知的社交通關密碼李開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5048 在人生轉角處找回自己 王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5055 厚黑始祖鬼谷子教你成為搶手貨 張兵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6175 中餐丙級技能檢定 葉子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80722 總裁的專屬誘哄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2696 經理另有所圖 于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2719 帝本薄倖 明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2726 流浪狗老闆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2757 搶當早鳥爸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352 試婚娘子 心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369 買賣豪媳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376 竹馬是隻笑面虎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貿騰發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人文創



9789862885383 花魁成妃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390 鹽妻發家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13 魔女設套騙教授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20 種田宅女逗忠犬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37 唐先生的小蠻妻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44 一睡鍾情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51 技壓金龜婿 官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68 爺兒不信邪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75 攻下金磚先生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82 青梅的黑馬王子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499 隔壁房的太子爺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05 登床入室 米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12 丞相夜不歸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29 將軍夜不眠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36 王爺夜夜歡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43 轉行做貴婦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50 派遣醫生娘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67 內定段太太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74 福妻招進門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81 小妾上位 井上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598 王妃無德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04 公主越雷池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11 妻懷不軌 官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28 騙夫計劃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35 假千金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42 淘氣女人窩 亮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59 女禍 有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66 老婆千金不換 桐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2149 1-3歲幼兒手指食物 中村美穗著; 洪伶欣翻譯 初版1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新手父母



9789865752156 營養師&小兒科醫師的副食品配方 湯國廷, 廖嘉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163 刺蝟媽媽與穿山甲女兒的思辨對話 羅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170 陪伴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黃尹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00 青少年的叛逆,都是5%惹的禍!? 丘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508818 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第十九屆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331 圖解菜根譚大全 (明)洪應明原著; 王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362 圖解西遊記 吳承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379 少女時代的18°C狂想曲 Plariex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386 圖解水滸傳 施耐庵作; 之人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09 我的第一本心情故事圖文書 Tpag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16 圖解茶經大全 (唐)陸羽原著; 唐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2719 青山留影: 民國名人在新北 丘智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9517 時代與遭遇: 南勢溪流域泰雅部落文化紀錄與研究宋神財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文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泰山藝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北市一江山戰役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文京開發



9789869108904 發現泰山 羅貴貞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500 尋找客戶方法30 新加坡奔脈業務團隊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1562 Listen in(teacher's edition). book 1 平裝 1

9789866121586 Listen in(teacher's edition). book 3 平裝 1

9789865840365 Listening pro: total mastery of TOEIC listening skillsJenny Wilsen[編]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372 Listening pro: total mastery of TOEIC listening skillsJenny Wilsen[編]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40389 Listening pro: total mastery of TOEIC listening skillsJenny Wilsen[編]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40402 Principles of physics: a calculus approach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 Shang-fang Tsai[編] 平裝 1

9789865840464 普通化學 Steven S. Zumdahl, Donald J. DeCoste原著; 何雍, 高憲明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5840471 普通化學(精華版) Steven S. Zumdahl, Donald J. DeCoste原著; 何雍, 高憲明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5840488 經濟學原理 N. Gregory Mankiw原著; 王銘正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40495 經濟學 N. Gregory Mankiw原著; 王銘正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40501 計算機概論: 數位生活. 2015 Misty E. Vermaat, Susan L. Sebok, Steven M. Freund原著; 陳玄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518 Aspire upper intermediate student book Paul Dummett, Rebecca Robb Benne, Robert Crossley[編] 其他 1

9789865840525 Aspire intermediate student's book John Hughes, Robert Crossley[編] 其他 1

9789865840532 Aspire pre-intermediate student's book John Naunton, Robert Crossley[編] 其他 1

9789865840556 New reading&vocabulary. development 1, facts&figuresPatricia Ackert等[編] 其他 1

9789865840563 New reading&vocabulary. development 2, thoughts&notionsPatricia Ackert等[編] 其他 1

9789865840570 New reading&vocabulary. development 3, cause&effectPatricia Ackert等[編] 其他 1

9789865840587 計算機概論 Behrouz Forouzan原著; 林仁勇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0594 抽樣調查 Richard L. Scheaffer等原著; 鄭天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600 Analytical chemistry, annotated edition Douglas A. Skoog等原著; 蘇玉龍等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617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with conceptual emphasis on IFRS, annotated editionCarl S. Warren等原著; 鄭立仁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624 Work advantage Jeff Curran, K.A. Wright, Joseph Henley[編]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631 Work advantage Jeff Curran, K.A. Wright, Joseph Henley[編]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奔脈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9789865840648 Work advantage Jeff Curran, K.A. Wright, Joseph Henley[編]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40655 Statistics for business&economics, annotated edition David R. Anderson等原著; 陳瑞照導讀 平裝 1

9789865840662 Start smart: preparation for cambrigde YLE tes Gerhard Erasmus 其他 1

9789865840679 Move fast: preparation for cambrigde YLE test Gerhard Erasmus 其他 1

9789865840686 Fly high: preparation for cambrigde YLE test Gerhard Erasmus 其他 1

9789865840693 作業系統概論 Ann McIver McHoes, Ida M. Flynn原著; 鍾俊仁, 鄧姚文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709 財務分析與企業評價 Krishna G. Palepu, Paul M. Healy, Erik Peek著; 郭敏華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716 New reading&vocabulary. development 4, concepts&commentsPatricia Ackert, Linda Lee, Stefan Kostarelis[編] 其他 1

9789865840723 Hear me out: ultimate solution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listening testJessica Beck[編]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730 Hear me out: ultimate solution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listening testJessica Beck[編]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40747 媒體ING: 認識媒體、文化與科技 Joseph Straubhaar, Robert LaRose, Lucinda Davenport原著; 林日璇, 李育豪, 王茜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754 社會學 Nijole V. Benokraitis著; 吳羽茜, 郭盛哲, 呂明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785 微積分(精華版) Ron Larson, Bruce H. Edwards原著; 蕭嘉璋, 張海潮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0815 統計學 Gerald Keller原著; 顏慧, 丁淑方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840822 運動性言語障礙: 診斷與治療 Donald Freed原著; 陳雅資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839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測驗全練習. 基礎篇 Jessica Beck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40853 統計學: 基礎與應用 Gerald Keller原著; 顏慧, 丁淑方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40846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測驗全練習. 進階篇 Jessica Beck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40860 General chemistry Steve S. Zumdahl, Susan A. Zumdahl, Hsiu-Fu Hsu[編] 平裝 1

9789865840877 Principles of chemistry Steve S.Zumdahl, Donald J.DeCoste, Hsiu-Fu Hsu[編] 平裝 1

9789865840907 Introductory chemistry: a foundation Steve S. Zumdahl, Donald J.Decoste原著; 高憲明, 何雍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921 人格心理學 Duane P.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著; 危芷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6612 中華民國之共識 王之政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423 星耀學園: 赤狼的戰歌 宴平樂著; Animen原案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5

新生活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尼曼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1551 Seal, thimble & sinew thread: sewing art of the Siberian Yupiks from Savoonga, AlaskaElaine Kingeekuk, Herminia Di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8975415 穆奇王子 張永仁作; 林宸伊, 張永仁繪 平裝 1

9789868975422 幻蝶奇谷 張永仁作; 林宸伊, 張永仁繪 平裝 1

9789868975439 箱格之城 張永仁作; 龔菁瑤, 張永仁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7125 未破壁集 王彬彬著 平裝 1

9789865877132 說與不說 肖鷹著 平裝 1

9789865877149 頹敗.毀滅.救贖: 後烏托邦時代的文學與政治 陶東風著 平裝 1

9789865877156 文學的蛻遷 李潔非著 平裝 1

9789865877163 文學與人的尊嚴 李建軍著 平裝 1

9789865877170 見證一千零一夜：新世紀文學生活 李敬澤著 平裝 1

9789865877187 無文時代細論文 郜元寶著 平裝 1

9789865877194 尋覓知識份子的良知 丁帆著 平裝 1

9789865877200 慧心蓮 陳若曦著 平裝 1

9789865877217 紙婚 陳若曦著 平裝 1

9789865877224 尹縣長 陳若曦著 平裝 1

9789865877231 尋找桃花源 陳若曦著 平裝 1

9789865877248 媽媽的原罪 陳若曦著 平裝 1

9789865877255 山的哲學 郭楓著 平裝 1

9789865877262 春夜聽雨 郭楓著 平裝 1

9789865877279 老家的樹 郭楓著 平裝 1

9789865877286 坐對一山青 郭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230952 歌頌大自然: 大自然之歌. 一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資料彙整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慈光

送存冊數共計：1

頑石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地文化藝術



9789864230976 世界公民信仰(精華版) 汪慈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603 日安,寶貝 亞瑟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27 我是馬拉拉: 一位因爭取教育而改變了世界的女孩馬拉拉.優薩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 派翠莎.麥考密克(Patricia McCormick)作; 朱浩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34 祕密. III, 揭示 瑪麗.艾德琳(L. Marie Adeline)作;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41 沒試100次,別說你有夢想! 金壽映作; River Tree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3102 生物統計資料分析以PAST為例 林宗岐, 詹毓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67795 超逆齡!脊骨神經醫學深層抗老魔法,有效告別初老,再現青春奇蹟!黃如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18 我在阿塱壹,深呼吸: 從地理的「阿塱壹古道」,見證歷史的「瑯嶠卑南古道」張筧, 陳柏銓共同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32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逆轉腎: 喝對水.慎妨毒.控三高江守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63 滑手機不再痠麻痛 木津直昭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70 健檢做完,然後呢?: 從自然醫學觀點,拆解數字真相,掌握對症處方,找回健康!陳俊旭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306125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王承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8輯 1

9789860174069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姜秀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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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縣濕地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愛百隆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米粒



9789869079402 新豐國家濕地導覽手冊 李鎮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003 聖方濟St.Francis of Assisi影音繪本 誠佑編輯部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7889 咖啡吧台師的新形象: 頂級職人淋漓盡致咖啡調理技術阪本義治著;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24 大師如何設計: 最節能的生態綠住宅 竹內昌義, 森美和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79 失戀後遇見蘇格拉底 富增章成作;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583 大師如何設計: 蓋一間代代相傳的好房子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590 送你一塊肌膚保養的手工皂 小幡有樹子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06 天天不一樣!狗狗完整照顧鮮食譜 岡本羽加著;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13 真的簡單!第一次就烤出漂亮馬卡龍 熊谷裕子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20 彥根安茱莉亞的建築設計分享 Andrea Held作;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37 人氣夜吧異國酒餚料理: 150道美味下酒輕食,小酌．聚餐．開店都可參考!永瀨正人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44 玩味咖啡 門脇裕二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51 大師如何設計: 最舒適好房子設計技巧180例 株式会社工クスナレッヅ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68 皮膚體操治百病 宮田トオル作; 高詹燦, 劉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75 壽司握技冠軍主廚技法習得 川澄健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82 免工具!用手指編織可愛小物 寺西惠里子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699 蔬食點心這樣做! 樋口正樹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05 消失的大和撫子 西村京太郎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12 橄欖油清新料理: 瘦了小腹、美了臉蛋! 濱內千波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29 終於發現秘訣!巧克力甜點完美製作技巧 熊谷裕子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36 一級建築師教你透視圖素描技法 山田雅夫作; 林鍵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43 咖啡館專家規畫的廚房菜單 富田佐奈榮作; 高詹燦, 劉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50 腸養好菌: 活到100歲 辨野義己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67 七色之毒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74 頂尖甜點師的蒙布朗代表作 旭屋出版書籍編集部編;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佑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9789865749781 大師如何設計: 找地蓋一間完全自我的好房子 畠山悟插圖.文章; 高詹燦, 黃正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798 這些排隊店的獨家創意料理 永瀨正人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04 史多倫聖誕麵包教科書 史多倫編輯委員會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11 1小時讀懂稻盛和夫 皆木和義作;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28 冠軍主廚の甜點奶油醬調理聖經 柳正司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42 懶人麵團: 手作好吃麵食料理 真藤舞衣子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59 國寶大師の日式炸物好吃祕訣 大田忠道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66 倆人按摩+伸展操: 健康寶寶應孕而生 原幸夫監修;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80 名店主廚私藏法式甜點筆記 永瀨正人編著; 龔智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897 燒肉經典菜單 旭屋出版編集部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03 五張面具的微笑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927 向星巴克CEO學領導 岩田松雄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3162 銘訓集錦 濟公活佛作 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71100 亂反射 貫井德郎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117 不學無術的偵探學園 東川篤哉作;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124 紅色密室 鮎川哲也作;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131 賓漢姆的陀螺 小島達矢著; 吳函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148 再也不綁架了 東川篤哉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155 日本之黑霧 松本清張作; 王榆琮,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271162 日本之黑霧 松本清張作; 王榆琮,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71179 日本之黑霧 松本清張作; 王榆琮,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271186 惡之華 夏爾.皮埃爾.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著]; 郭宏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193 轉移 中島梓著;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216 在廢墟中乞求 佐佐木讓作; 鄭清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223 苦役列車 西村賢太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雨



9789862271339 教師效能訓練 湯瑪斯.高登著; 歐申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407 新.AV時代 本僑信宏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14 新島八重. 上, 會津女人戰記 福本武久著; 鄭清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21 新島八重. 中, 新島襄與他的妻子 福本武久著; 鄭清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38 惡之華 夏爾.皮埃爾.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作; 郭宏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452 俺俺 星野智幸作;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69 新島八重. 下 福本武久著;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83 飛翔公關室 有川浩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90 遇上一隻狗 亞德里安.凡迪斯(Adriaan van Dis)作; 管筱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06 白戶修的事件簿 大倉崇裕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13 這樣不是太可憐了嗎? 綿矢莉莎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20 無緣社會 NHK特別採訪小組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37 真相 橫山秀夫作; 梅應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544 巴黎的憂鬱 夏爾.皮埃爾.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作; 郭宏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51 華麗的誘拐 西村京太郎作; 林達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568 酸臭之屋 歐文.威爾許(Irvine Welsh)作; 何致和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80591 禁地 金萬藏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614 鬼子 金萬藏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645 路神 金萬藏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652 清明 金萬藏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799 3:33海島莊園謀殺事件簿 葛若凡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805 狼人劫 王文杰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942 曾半仙談馬年運程 曾大有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574881215 鐵凝精選集 鐵凝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222 張煒精選集 張煒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239 李劼人精選集 李劼人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246 宗璞精選集 宗璞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253 郭小川精選集 郭小川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8

圓明

送存種數共計：1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710 甄福秋盘鷹風箏畫法 甄福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98581 南宮搏著作研究 蔡造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789 概說臺灣客家勸世文 楊寶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796 臺南四草大眾廟誌: 四草大眾廟開發史 許政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819 文心交響: 語文教學與文學論集 張春榮, 顏藹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26 治學方法 楊晉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33 創世紀60社慶論文集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40 章法論叢. 第八輯 中華章法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57 文學與生命的交響樂章 閱讀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主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2576 至誠致福: 氣爆驚港都 安心福富足 李貞蘭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9636 當頭棒喝: 施寄青與紫靈破解現代奇案 施寄青著 平裝 1

9789869029643 大叔 馬家輝著 平裝 1

9789869029650 續.當頭棒喝: 施寄青與紫靈破解現代奇案 施寄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15806 動物隱藏版: 動物們的驚人怪癖 韓大奎作; 張瀞午繪; 皮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經典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2

聖典企業



9789574515851 煉獄魔法軍校 律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515905 這世界瘋了: 成功率100%的穿越手術! 一世華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15912 Amazing!超神準星象占卜 李瑾圖.文;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929 幽靈BOSS. 3, 重生血族 酥油餅著; 艸肅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1823 家政群速成手冊(含歷屆試題解析與重點精華) [群英出版社]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7401861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總複習 蔡子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1885 嬰幼兒學習環境: 理論與實務 臧瑩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7401892 幼兒與性: 父母與學齡前教師必備的性教育手冊龔美娟, 黃于庭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7401915 幼兒發展 游淑芬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7401922 藝術飾界 趙屏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1939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酥油皮、糕漿皮類)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程永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1946 家政群專二總複習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 蕭慰親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47369 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376 民事訴訟法: 金鑰 何臻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7390 監獄官.監所管理員歷屆試題 林專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7420 公民完全攻略 林茵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444 法學英文 雨萱, 采揚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451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KEY題 齊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3484 立法程序與技術: 金鑰(申論題庫) 林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3958 憲法與行政法: 畫解難題 孫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3972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153 憲法: Key題 林思廷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4382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題庫大全 亞鑂, 亞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535 作對的選擇 讓民法說話 常揚, 鮑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051 刑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新保成



9789862446478 邢浩南老師開講: 刑事訴訟法(戰) 邢浩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706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總則篇 李允呈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881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分則篇 李允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898 關稅法務.財稅法務: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904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911 法學緒論(司法專用) 鄭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468 法研所試題解析. 103年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7475 魁選: 律.司複選題 十萬火急攻略 程樂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482 林青松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林青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499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7505 矯正暨觀護法典 林專文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7512 魁猜: 申論題考前速讀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529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536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543 民法總則 常揚, 鮑伯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543 民法總則 常揚, 鮑伯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550 民法概要 常揚, 鮑伯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567 互動式憲法(司法專用)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574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江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581 民法概要: 體系表 常揚, 鮑伯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598 家庭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含家庭暴力) 戴馨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604 公民完全攻略(司法五等) 林茵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7611 刑法總則 李允呈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628 刑法總則(讀實力) 李允呈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642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完全攻略 林嵩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659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666 黎民老師開講 強制執行法(順) 黎民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673 犯罪學 林專文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7680 監獄行刑法 林專文, 陳學毅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7697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林茵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703 中華民國憲法: 測驗解題關鍵(司法人員考試專用)鄭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710 裴騰老師開講智慧財產權法(科) 裴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727 監獄學 林專文, 陳學毅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7734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凱薩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741 法院組織法 高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758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Minsanity 名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765 行政法(測驗題庫) 林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772 刑事訴訟法大意完全攻略 楊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789 法院組織法金鑰(申論題庫) 林沛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819 錄事.庭務員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3333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93340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93357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93364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93371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93388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93395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93401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93418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093425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6093241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93432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6093258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93265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93272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93289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93296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93302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93319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93326 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第二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3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109 成為專業塔羅師,你該深入的占卜密技 宇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130 觀察自己: 第四道靈性大師葛吉夫入門 雷德.霍克(Red Hawk)著; 孫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147 生命的真相: 第四道靈性大師葛吉夫的教導 珍妮.德.薩爾斯曼(Jeanne De Salzmann)著; 孫霖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5438 兩岸商管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楊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806 金秀賢的全盛時代: 全方位看透國民天王 大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35117 金頭腦冠軍的超強學習法 孔繁錦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155 人生的八個關鍵字 朴雄賢著;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162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8, 神秘的臺灣發明家 松岡圭祐著 ;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179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9, 蒙娜麗莎之瞳 松岡圭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186 超能力師事務所 譽田哲也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193 最後五天我愛你 茱麗葉.勞森.提默(Julie Lawson Timmer)著; 劉嘉路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09 父親這回事: 我們的迷惘與驚奇 黃哲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16 藍色謀殺: 草莓之夜 譽田哲也著;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23 人生啊,歡迎迷路 米米文; 迷路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5599 我的朋友都死了 艾弗里.蒙森(Avery Monsen), 喬里.約翰(Jory John)作; 陳鴻銘翻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約翰科大商管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真文創

新星球



9789865775605 我的朋友都死了 艾弗里.蒙森(Avery Monsen), 喬里.約翰(Jory John)作; 陳鴻銘翻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775780 皮革工藝. vol.21, 男用長夾篇 Studio tac creative作; 劉好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34 城市速寫: 名家教你學「繪」設計 詹姆斯.理查茲(James Richards)作;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41 住宅整理解剖圖鑑 鈴木信弘作; 曹茹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58 小關鈴子の玩色拼布圖案集 小關鈴子作; 蘇月卿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65 我家就是Lounge Bar: 仲夏夜調酒 編集工房桃庵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72 1、2、3 STEP kanahei媽媽的超萌繪畫教室 力ナへイ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89 再也不腰痛!: 漸進式伸展操&深層肌肉運動 伊藤俊一作; 劉格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896 出發吧!少年飛行兵 賴泰安作; 張詠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19 極致義大利麵 Rotonda義式料理研究會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26 幫狗狗作造型. vol.2, 女生篇 世界文化社作; 鄒玟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33 世上最美的離別 盧熙慶, 李聖淑作; 李佩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40 甜蜜系.超擬真香皂黏土甜點 山田けい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57 築光建影: 舒適居家設計美學 主婦之友社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64 軍事模型製作教範. vol.5, 義大利戰線 谷村康弘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71 紅茶大事典 日本紅茶協會作; 高智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88 一日一畫.素描美少女 耿俊, 沈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995 安倍晉三X百田尚樹對談集 安倍晉三, 百田尚樹作; 張詠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39 皮革工藝. vol.22, 簡約托特包 Studio tac creative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08 動漫大圖鑑. 美少女篇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15 麥克筆的繽紛世界 勝山俊光編集;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22 軍事雜學大百科. part 2 坂本明作; 張詠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46 心靈瑜伽: 一天一冥想 寶彩有菜監修; 曹茹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53 文.堺雅人 堺雅人作; 林馡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60 手繪練習簿: 300款風格塗鴉小練習 日經WOMAN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69874 程式設計人應該知道的97件事: 來自專家的集體智慧洪象成, 王柏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922 一定搞得定!超圖解網路故障排除超級指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004 Arduino互動設計專題與實戰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042 MOS Word 2013 Core國際認證應考教材 臺灣資訊整合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碁峰資訊



9789863471172 MOS Excel 2013 Core國際認證應考教材 陳智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288 Raspberry Pi最佳入門與實戰應用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55 3ds Max室內設計絕佳表現與Mental Ray超擬真彩現張敬鴻, 張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561 Java學習手冊 Patrick Niemeyer, Daniel Leuck原著; 劉佳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585 寫給新手的攝影書: 購機建議x實拍秘訣x後製編修李陳秀, 朴鍾萬原著; 曾信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592 實戰雲端作業系統建置與維護: VMware vSphere 5.5虛擬化全面啟動熊信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608 輕鬆學LibreOffice 4.x 侯語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684 Mirage幻影大師: 影像大視界 陳俊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691 CompTIA Strata IT Fundamentals認證解析 周國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998 第一次學Excel VBA就上手 七條達弘, 渡辺健, 鍜冶優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018 輕鬆用iBooks Author製作出好教材: iBooks電子書製作教學與行動教材設計概念李慶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032 Hadoop大數據處理 劉軍著 ; 狄宇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070 3D印表機大解密: 超級新手DIY一次搞定啦 林永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100 Illustrator設計幫幫忙: 解決現場問題的速查即效事典生田信一等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131 跟我學Photoshop CS6 一定要會的影像處理技巧 郭姮劭, 何頌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2179 EEC網路行銷特訓教材 趙滿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186 Android學習手冊 Marko Gargenta, Masumi Nakamura原著; 陳健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230 樂高機器人MINDSTORMS EV3創作坊 Daniele Benedettelli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247 實戰私有雲架設: 使用OpenStack 張子凡原著; 狄宇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254 Excel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292 軟體大發現Kdenlive影音剪輯 歐麗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360 系統分析與設計: 結合理論知識與實務應用 朱海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384 Photoshop CC影像編修設計標準教科書 江玟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544 計概超人60天特攻本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472551 Arduino互動設計超入門: 用ArduBlock圖形化控制真簡單孫駿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12 旅館資訊系統: 旅館資訊系統規劃師認證指定教材顧景昇,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ERP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29 C&C++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2636 Visual C# 2013/2012程式設計16堂課 李啟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643 ASP.NET MVC 5網站開發美學 Demo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50 互動裝置專題製作: 運用感測器、網路及Arduino建置互動電子裝置Tom lgoe原著; 蔣大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74 Java網路程式設計 Elliotte Rusty Harold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98 Photoshop設計幫幫忙: 解決現場問題的速查即效事典(CC/CS6/CS5/CS4/CS3)上原ゼソジ等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704 資訊視覺圖表: 讓資料變好看,大數據時代的資料表達術Randy Krum著 ;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711 3ds Max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 邱聰倚, 姚家琦, 劉耀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728 Scratch與PicoBoard互動設計快速入門 許惠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742 跟我學Photoshop CC一定要會的影像處理技巧 郭姮劭, 何頌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759 跟我學Illustrator CS6 一定要學會的美工繪圖技巧劉緻儀, 江高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2766 實戰網路安全監控: 入侵偵測與因應之道 Richard Bejtlich原著; 柳百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773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780 Access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797 SPSS 22統計分析嚴選教材(適用R17-R22) 楊世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03 完美曝光: 重現光影與色彩的法則 近藤伍壱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10 第一次買淘寶就上手: 什麼都有的暢快購物攻略榛果瑪其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27 會聲會影X7終極影片事件簿 陳文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34 當Lightroom遇上Photoshop: 超乎想像的完美呈現,頂尖數位攝影師秘技大公開!Scott Kelby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41 網際網路思維企業: 網路時代下的企業生存之道Dave Gray, Thomas Vander Wal原著; 褚曉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58 Photoshop&Illustrator設計壓箱寶: 客戶難題終極解決之道瀧上園枝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65 Android與8051單晶片應用開發實務 翁明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72 速效!立即派上用場的Word素材集(Word 2013/2010/2007/2003/2002適用)Tart design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89 Raspberry Pi機器人自造專案 Richard Grimmett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896 SolidWorks電腦輔助繪圖與最新產品設計表現 林志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971 用S4A(Scratch for Arduino)玩出科技創意大未來 文淵閣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988 閃燈實戰力: 發揮全手動閃燈的最大戰力! 侯俊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995 第一次用筆電就上手: 選購x雲端x應用x重灌還原x維護孫維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08 初探NFC: 近距離無線通訊與Arduino、Android和PhoneGapTom Igoe, Don Coleman, Brian Jepson原著; 江良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15 Visual C#與Xamarin跨平臺行動App開發實戰 林泰宏, 陸浩翔, 張朝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22 TQC+AutoCAD 2015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039 電腦網路概論與實務 蕭文龍, 徐瑋廷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73046 Android介面設計模式 Greg Nudelman原著; 陳弘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53 Arduino自造者世界: 探索電子、編程、人機互動的技術和樂趣Jeremy Blum原著; 莊啟晃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60 高品質程式: 軟體測試原則、實作與模式 Stephen Nance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77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解救粉絲專頁小編的開運聖經+企業粉絲專頁聚眾行銷秘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091 Word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107 跟我學CorelDRAW X7向量彩繪創意 劉緻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114 打下好基礎: 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 劉汝佳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145 Android手機/平板電腦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孫宏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3152 跨平臺手機遊戲App開發輕鬆學: GameSalad完全入門與快速攻略呂國泰, 吳佳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169 Windows Store Apps程式設計: 使用C# Matthew Baxter-Reynolds, Iris Classon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176 Java程式設計師面試寶典 Noel Markham原著; 林耕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190 3D列印大未來: 觀念原理X實戰應用 陳士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06 htc Sense 6玩全攻略(htc M8、E8、Desire816、One mini2、蝴蝶機2全機種適用)3C布政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13 顧客關係管理應用與認證 劉文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20 風景寫真的構圖奧義 荻原史郎, 荻原俊哉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37 Exchange Server 2013 PowerShell工作現場實戰寶典Jonas Andersson, Mike Pfeiffer原著; 羅健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44 13堂婚禮紀實攝影的必修課 MXD映像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51 手繪透視圖麥克筆快速表現技法: 室內設計技術士術科透視完全解題胡維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68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王惠玲, 許文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3329 色鉛筆下的24堂浪漫風景彩繪 朗蘇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36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Google超極限應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50 Excel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67 雲端創業術: 使用Google Apps服務開店的九堂課鄭夏蓮, 李澄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3374 TQC+電路設計特訓教材: OrCAD 16.5 杜日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98 實戰物聯網開發: 使用Arduino Yun Marco Schwartz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04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胡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35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42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 2014最新版 林文恭研究室, 苑景資訊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59 PJM專案管理基礎檢定 游俊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66 Samsung Note 4超級筆記: 最完整的S-Pen攻略 Kisplay, Candice, Daph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73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Windows XP-Windows 8)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97 學會Swift程式設計的18堂課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03 iOS 8程式設計實戰: 205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10 Access資料庫理論與實務 桂思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34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 (Windows 8+Office 2013)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541 高效能網站開發指南 Ilya Grigoril原著; 羅友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72 網站滲透測試實務入門 陳明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89 快快樂樂學Excel 2013: 善用資料圖表、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鄧文淵，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596 Windows Server 2012 R2網路與網站建置實務 戴有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02 Windows 8.x App市集應用程式開發: 使用C# 章立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19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Office 2013 (Word / Excel / PowerPoint / Outlook)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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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33 用Flash CS6玩動畫比你想的簡單-範例適用CS6/CS5/CS4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40 Autodesk Revit 建築與室內設計基礎(概念、設計、建模、彩現、出圖與BIM建築資訊模型)大塜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57 最新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作 六版 其他 1

9789863473664 Unity 跨平台3D全方位遊戲設計 楊東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71 2014資訊科技概論: 含Office 2010應用 楊榮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88 第一次玩微型單眼就上手 尚藝攝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695 不再只是糖水照!創作不凡影像的52項修煉 Lindsay Adler原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01 設計最前線: 跨平台數位設計即戰技 (CIS企業識別x數位出版x個性商品)黃龍文, 張少鶴, 李建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18 用Dreamweaver CS6,我也會開發APP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25 用Photoshop去背兼職x網拍並不難 楊比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32 快快樂樂學Ｗord 2003徹底活用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49 快快樂樂學Excel 2003徹底活用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56 快快樂樂學Office 2003徹底活用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87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王惠玲, 許文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794 快快樂樂學Office 2007徹底活用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00 快快樂樂學Excel 2007徹底活用 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17 快快樂樂學Word 2007徹底活用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24 第一次學C++就上手 李啟龍, 鄭任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31 Windows Server 2012 R2系統建置實務 戴有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48 Java SE 8 技術手冊 林信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55 快快樂樂學Access 2007徹底活用 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62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79 設計最前線: 視覺創意設計即戰技 黃龍文, 張少鶴, 李建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886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 術科(2013最新版) 王惠玲, 許文昌作 其他 1

9789863473893 我的第一本蘋果書: Mac OS X Mavericks 詹凱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09 Dreamweaver CS6網頁製作比你想的簡單: Html 5 x CSS3 x Mobile x Facebook 超強全應用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16 快快樂樂學Powerpoint 2007徹底活用 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23 快快樂樂學威力導演12: 影片/MV剪輯活用情報特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30 Dreamweaver絕對出色網站規劃與動靜態網頁設計: PC/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的跨平台網頁佈局美學蔡秉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47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解析 (依工作項目分類) 苑景資訊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54 用Photoshop玩影像設計比你想的簡單: 快快樂樂學Photoshop CS6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61 Flash CS6出色動畫必修術 羅智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978 Arduino互動設計專題與實戰 柯博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005 C&C++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4128 3D印表機大解密: 超級新手DIY一次搞定啦 林永樂（Tommy Lin）作 其他 1

9789863474142 3ds Max室內設計絕佳表現與Mental Ray超擬真彩現張敬鴻, 張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159 電腦網路原理 范文雄, 吳進北, 盧佳君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4166 系統分析與設計: 結合理論與實務應用 朱海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173 ASP.NET MVC 5 網站開發美學 demo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180 快快樂樂學Access 2003徹底活用 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197 快快樂樂學PowerPoint 2003徹底活用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03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5 陳惠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27 Wordpress網站拉皮術: 手機、平板、PC都好用的響應式設計Joe Casabona著; 吳姿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34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41 Excel 2013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 楊世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58 旅館資訊系統: 旅館資訊系統規劃師認證指定教材顧景昇,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ERP中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65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零基礎入門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272 輕鬆用 iBooks Author 製作出好教材: iBooks電子書製作教學與行動教材設計概念李慶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296 AutoCAD 2014超強3D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 姚家琦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302 Illustrator CS5數位向量繪圖講座 陳思聰, 林裕清, 劉欣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319 超完美人像Pose指南: 為攝影師與模特兒而寫的擺姿藝術練習範本Roberto Valenzuela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326 快快樂樂學Windows Vista密技便利貼160招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333 影片/MV剪輯活用情報特蒐: 快快樂樂學 會聲會影x5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340 跟我學Photoshop CC一定要會的影像處理技巧 郭姮劭, 何頌凱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357 用實拍挑戰 GX7 x GM1: 達人傾囊相授的實戰秘訣阿奇, Katrin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18 威力導演12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李燕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32 3ds Max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 邱聰倚, 姚家琦, 劉耀鴻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49 Android與8051單晶片應用開發實務 翁明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56 會聲會影X7終極影片事件簿 陳文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63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王惠玲, 許文昌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4470 SolidWorks電腦輔助繪圖與最新產品設計表現 林志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87 SPSS 22統計分析嚴選教材 楊世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494 跟我學CorelDRAW X7向量彩繪創意 劉緻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93 Visual C# 2013/2012程式設計16堂課 李啟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906 Access資料庫理論與實務: 適用Access 2010/2013 桂思強作 其他 1



9789863474913 Photoshop CC影像編修設計標準教科書(適用CC/CS6)江玟樺作 其他 1

9789863474937 跨平台手機遊戲App開發輕鬆學：GameSalad完全入門與快速攻略呂國泰, 吳佳霖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1073 法律與生活: 解開現代人法律問題的迷思 黃炎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803 新莊慈祐宮誌 彭永松作.攝影 精裝 1

9789869061810 新莊慈祐宮辛卯年五朝福成圓醮誌 吳望如, 王健旺撰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6210 教學觀摩暨教育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02學年度 何瓊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9254 讀懂男人更幸福: 一眼看破男人最不想讓女人知道的心思和行為!絲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61 人性的優點: 讓自己擁有10個最值得驕傲的理由!雪莉.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322 選擇的智慧: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選對跑道,跟對人 ; 選對時機,做對事!陳安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339 一個故事值10億美金: 掌握好7個要領輕鬆成為善於說故事的大贏家閆燕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346 上帝的孩子: 喚醒你內心潛藏的信念、愛心、信心、耐心和決心!蘇珊娜.史密斯(Suzanne Smith), 韓明媚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9399 你,大學生了沒!: 大學科系指南. 2015 張嘉慧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意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莊慈祐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71

送存冊數共計：171

新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054 雲端運算規劃時的兩儀討論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7061 論戒殺生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617 今天,你NFC了沒?: 啟動NFC生活的幸福攻略 羅世融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112 風起東方藝術交流展作品集. 第4屆 許翠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83754 小蜘蛛畢業了 岑澎維文; 貓妮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3808 愛心船2號 兔子波西文; 楊麗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3853 魔法蛋 謝明芳文; 邱千容圖 平裝 1

9789576083860 颱風來的那一天 劉思源文; 楊麗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3891 123玩數學 謝明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3938 誰是愛哭鬼 王手蟲文; 許文綺圖 平裝 1

9789576083945 黃毛鴨玩數學 謝明芳作; 林思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3969 花豹逛大街 謝明芳文; 林小杯圖 平裝 1

9789576083952 花豹逛大街 謝明芳文; 林小杯圖 精裝 1

9789576083983 超級啦啦隊 周琡萍文; 邱千容圖 平裝 1

9789576083976 超級啦啦隊 周琡萍文; 邱千容圖 精裝 1

9789576084003 小蝶的海底探險 兔子波西文; 楊麗玲圖 平裝 1

9789576083990 小蝶的海底探險 兔子波西文; 楊麗玲圖 精裝 1

9789576084010 紅蘋果 謝明芳文; 林小杯圖 初版二刷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象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象創造



9789576084027 貓熊玩數學 謝明芳作; 林思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034 Hello ABC. 1A(workbook) Vicky Guo,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041 Hello ABC. 2A(workbook) Vicky Guo,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058 Hello ABC. 3A(workbook) Vicky Guo,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065 Hello ABC. 1B(workbook) Vicky Guo[文] 其他 1

9789576084072 Hello ABC. 2B(workbook)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089 Hello ABC. 3B(workbook)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096 Hello ABC. 1A(studentbook) Vicky Guo,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102 Hello ABC. 2A(studentbook) Vicky Guo,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119 Hello ABC. 3A(stuentbook) Vicky Guo,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126 Hello ABC. 1B(studentbook) Vicky Guo[文] 其他 1

9789576084133 Hello ABC. 2B(studentbook)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140 Hello ABC. 3B(studentbook) JoJo Hong[文] 平裝 1

9789576084157 Friends forever JoJo Hong[文]; Lai Ma[繪] 其他 1

9789576084164 Mr. Wolf JoJo Hong[文]; Zhong Yi-Zhen[繪] 其他 1

9789576084171 Where are you going? JoJo Hong[文]; Tom Liu[繪] 其他 1

9789576084188 The witches' coffee shop JoJo Hong[文]; Jia-chi Hu[繪] 其他 1

9789576084195 Little red umbrella JoJo Hong[文]; Ho Yun-Tzu[繪] 其他 1

9789576084201 Hedgehog and little mouse JoJo Hong[文]; Tom Liu[繪] 其他 1

9789576084218 螢火蟲咕嚕的祕密 石晏如文; 唐唐圖 平裝 1

9789576084225 還能多擠一個人嗎? 劉思源文; 胡家琪圖 平裝 1

9789576084232 快樂學ㄅㄆㄇ. 啟蒙 何翠華, 葉淑娟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84249 快樂學ㄅㄆㄇ. 啟蒙 何翠華, 葉淑娟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084256 快樂學ㄅㄆㄇ. 基礎篇 葉淑娟作 平裝 1

9789576084263 快樂學ㄅㄆㄇ. 先修篇 黃士菁, 葉淑娟作 平裝 1

9789576084270 小小故事樂園 岑澎維等文 其他 全套 1

9789576084287 生活數學 吳明純, 葉淑娟編寫 平裝 全套 1

9789576084300 小企鵝玩數學 謝明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2818 洞洞奇遇記 石晏如文; 林小杯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3

新焦點國際文教顧問



9789869078702 New GRE字彙聖經 康老師, 麟渡兮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3940 用鉤針打造我の時尚終極選特輯 朝日新聞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957 你的處方箋降膽固醇自己來 寺本民生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964 狗狗大聯盟柴犬小學堂 主婦之友社作;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971 來做情景模型. vol.4, 生活物件篇 Laszlo Adoba作; 卡米柚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988 無師自通. vol.1, 鉛筆素描石膏幾何單體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995 給大女孩.小女孩の夢幻塗鴉本 Nellie Ryan作;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29 高血壓Q&A <>節目製作團隊, 主婦與生活社Life Plus編輯部作; 張暐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05 無師自通. vol.2, 鉛筆素描組合石膏幾何體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12 腰痛Q&A <>節目製作團隊, 主婦與生活社Life Plus編輯部作; 林倩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36 膝痛完全指南 宗田大作; 陳韻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43 世界流運動按摩術 內藤純子, 杉山悠, 鹿野由里子作;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50 打造最棒的兩代同堂住宅 area045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0377 十四堂人生創意課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60384 十四堂人生創意課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60391 十四堂人生創意課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21504 私房創意能源庫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1511 人生變局創意學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1528 十堂量子創意課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496 半導體的故事: 發展與現況 李雅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14 陰性追尋: 西洋古典神話專題之一 呂健忠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38 天下無雙的建築學入門 藤森照信著; 林錚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45 魏晉南北朝之酒色財氣 林錚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52 甲午海戰之CNA 1871年班史詩 郭延平詩; 吳欲賢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69 甲午海戰之軍艦將校誌 郭延平詩; 吳欲賢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葉社文化



9789869002776 1871年班之甲午海戰 郭延平詩; 吳欲賢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002783 千古興亡事 蔡東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2790 發現南極: 天地有涯,行者無疆! 藍治濬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05 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與基督宗教倫理: 以天主教社會訓導為中心林湘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8550 公共藝術.主題閱讀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50 公共藝術.主題閱讀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67 武士 林錚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74 嗨,馬克思!再見啦,資本主義! 姜相求著; 孫文祥圖; 金泰成, 金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22 漢寶德: 境象風雲.寫藝人生 漢寶德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46 傳統設計美學原論 楊裕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77967 小心教牧陷阱!: 權力的「正用」與「誤用」 王春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1052 聖經和合本8系列: 皮面拉鏈(黑金)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1069 聖經和合本8系列: 皮面拉鏈(紅銀)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1076 聖經和合本5系列: 銀色仿皮拉鏈拇指索引銀邊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1083 聖經和合本5系列: 桃紅仿皮拉鏈拇指索引銀邊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1175 認識以色列: 民族、土地、國家(簡體字版) 馬哈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182 女性主義與基督教要點指南 琳恩.賈品加(Lynn Japinga)著; 黃懿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199 猶太拉比典籍要點指南 雅各.紐斯納(Jacob Neusner)著; 張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205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約翰.希克等合著; 鄧元尉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212 死海古卷教我們的10件事 莊新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980 <>時事評論文集 王志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瑞齊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2

聖經資源中心



9789868877115 魔力假期.金門 何明瑞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6134 歸魂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158 安平港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189 黑色地平線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219 人言可畏: 阮玲玉玉碎之謎 中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264 刀斧歲月: 吳榮賜 郭晉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271 梁訓益京胡藝術 黃建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295 符號學: 傳媒學辭典 胡易容, 趙毅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6318 因為愛,我存在: 一個癌症病人心情故事與一個亞斯柏格症青少年心靈圖畫蕭正儀作; 高依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25 愛.邂逅: 不可不知的17位西方經典藝文大師 方秀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706 不只是飛行: 空姐INGA的華航旅程 顏瀅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6713 遊戲解密: 我在電玩公司上班 車庫一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201 華嚴法界觀門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3218 禪的超越性 張尚德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83218 禪的超越性 張尚德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530133 靜坐散記 張尚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65385 乾隆帝王學 東野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解碼



9789863165514 當代最偉大的推銷員 哈維.麥凱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613 祕傳中國道家養生長壽術 王玉奎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620 甲狀腺亢進 蔡樹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644 洛克靈異偵探社 喬納森.斯特勞德(Jonathan Strood)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705 小學生日記起步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712 小學生看圖作文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743 談美 朱光潛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750 男人靠視覺,女人靠感覺 沈建菲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767 劉羅鍋憑什麼搞定兩個皇帝 劉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774 胡雪巖比你更懂人性的弱點 劉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781 脂肪肝 蔡樹濤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798 背影 朱自清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804 跟著自己的興趣走 胡適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811 不必誤解厚黑學 李宗吾原典; 江東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828 小作家,天天寫 林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835 原來作文很簡單 林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842 意拳養生站樁功 王玉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859 家庭健身長壽功法 朱輝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866 糖尿病 蔡樹濤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873 高血壓 蔡樹濤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880 不是你的菜,又何妨?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897 不可思議的心理學 林郁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903 太極氣功十八式 林厚省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3165910 習慣的祕密 趙雅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927 紫微斗數論婚姻 傳通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934 給青年12封信 朱光潛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941 胃病 蔡樹濤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5958 我是最受歡迎的人物 麥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965 魅力比美麗更有說服力 朱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972 智囊大全集.天之卷 (明)馮夢龍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996 小學生想像作文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016 小學生說話作文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023 21世紀水革命 張明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030 談修養 朱光潛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6047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6692 再淫蕩出發的時候 邱剛健作 平裝 1

9789869126304 抱殘守缺: 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 H-德克森等著; 林家瑄等譯 平裝 1

9789869126304 抱殘守缺: 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 H-德克森等著; 林家瑄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1004 駱成駫《左傳五十凡例》研究 陳溫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5858 本土理論再想像: 葉啟政思想的共感與對話 黃厚銘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872 進擊的社會學家 凱薩琳.科根(Kathleen Odell Korgen), 喬納森.懷特(Jonathan M. White)著; 趙倩譯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52344 交響: 作者與讀者的生命對話 李秀華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075 公私協力與行政合作法 詹鎮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43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解題術: 商事法 潘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372 海洋文學讀本 柳秀英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402 情愛與文學 陳碧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457 比較憲法與政治. 第二冊, 英國憲法論 張正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464 強制執行法 許士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471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3488 現代文學讀本 余淑瑛著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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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蜃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經學文化



9789862953495 刑事訴訟法 黃朝義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3501 商業管理與法律: 個案探討 陳國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518 新學林分科六法: 刑事訴訟法 林鈺雄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3525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3549 新學林綜合大六法(精華版) 王澤鑑主編 十三版 精裝 1

9789862953556 人事行政大意: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利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563 民事訴訟法註釋書 姜世明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53570 政府採購法問答集 景宗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587 知覺與洞察 王翠玲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594 案例式法學方法論 李惠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600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617 比較商標法 劉孔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624 行政罰法 陳清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631 法院組織法 姜世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3648 領隊導遊實務 游勇訓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53655 行政法 吳志光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3662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2953679 新學林分科六法: 土地法規 陳立夫主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3686 不動產地政法典 棨澂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693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3716 英文領隊導遊 陳慕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730 生命.生活.成長.關懷: 中文閱讀書寫教本 劉若緹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47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4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3754 語文應用與文學鑑賞 王秋香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761 聊齋誌異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78 專利法 楊智傑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85 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 <>五百四十部 陳茂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08 銀行法 王志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60 民事訴訟法概要題型破解 克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77 法院組織法題型破解 林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884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解題術: 刑事訴訟法 莫孟衡(撲吼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91 勞資聖經: 經典勞動六法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3945 票據法關鍵選擇 孟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976 領隊導遊實務. 二 李承峻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8059 春秋戰國完全圖解事典 株式會社レッカ社作; 麥盧寶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066 圖解日本戰國合戰 二木謙一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073 LEICA M百年精工徠卡M系列全攻略 吉田寬作; 麥盧寶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080 江戶明治風情誌 雙葉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097 瘋戰國!日本戰國完全制霸手冊 天下統一研究會編;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03 RX-78鋼彈&V作戰BOOK 二之宮隆編; Hantai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857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四年, 夏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5864 Jar in water: the master tells stories. 2 Shih Cheng Yen[故事]; Lim Chor Yeow[繪] 平裝 1

9789869055871 Buy wisdom: the master tell stories. 1 Shih Cheng Yen 平裝 1

9789869055888 The Thirty-Seven Principles of Enlightenment Shih Cheng Yen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269 紅塵詠歎 陳美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89276 活得更向陽 陳宇昱作; 莊敏芳編寫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625 日不落王國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100級文案; 陳思妤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慈濟大學兒家系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慈濟人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863 理財日誌. 2014 經濟日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839 人民幣投資的十堂課 沈毅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53846 淬煉: 陳立恆與華人文創力對話 陳立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853 商品期貨ETF創新與實務 劉宗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860 創世紀產品: 槓桿反向ETF 劉宗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877 經營之神的傳承者們: 技職生出頭天 明志科技大學校友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5965 消失的魔法 大衛.麥基(David Mckee)文.圖; 宋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096 門徒訓練的基礎 玉漢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102 穩如磐石的救恩 玉漢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119 長成耶穌的身量 玉漢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126 帶領指南: 帶領者手冊 玉漢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9133 帶領指南: 帶領者手冊 玉漢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9140 帶領指南: 帶領者手冊 玉漢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9218 爸爸的頭不見了 安德魯.布查(Andre Bouchard)作;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300 妳!就是「貴婦」!: 惟獨妳超越一切 黃友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317 帶領新家人的5個原則 姜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331 這是我們的房子 邁克.羅森作; 巴布.葛拉漢繪;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348 如果你想看鯨魚 茉莉.福萊諾作; 艾琳.史戴繪;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379 六種喜樂一種苦 顧美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386 掀開一頁悸動 簡海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393 不可思議的客人 八木民子作.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409 11隻貓別靠近袋子 馬場登作.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416 幸福小組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9423 幸福小組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9430 佈道指南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447 貴賓邀請慶典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454 恩上加恩: 傅立德牧師福音神學講道集 傅立德著 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461 分享幸福慶典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道聲



9789865809478 奇妙小音符: 圖畫詩歌集(華語版) 陳淑美, 潘心慧作曲.作詞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485 建立小組長的5個原則 姜明玉著 ; 張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492 太陽弟兄,月亮姐妹 凱瑟琳.派特森文; 潘蜜拉.達頓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508 威利的冒險故事 安東尼.布朗圖.文;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515 大熊去圖書館 邦妮.貝克文; 凱蒂.麥唐納.丹頓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522 旅程 艾隆.貝克(Aaron Becker)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539 上帝的自我介紹: 新約中的福音 傅立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546 給小鳥一個家 菲立普.史戴作.繪;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553 太平記: 尋找真太平的意義 馬克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560 新家人關懷事工指南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577 從新家人到一家人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584 恢復營會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591 養育班指南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607 成長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9614 成長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9621 門徒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652 發現你的恩賜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706 死海古卷奇遇記: 舊約聖經的奇幻旅程 鄔霈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737 死海古卷奇遇記: 舊約聖經的奇幻旅程<> 鄔霈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744 迎向時代的呼召: 給卓越的妳 蔡佩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751 拿細耳人的祕密 金聖坤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768 守約的上帝: 舊約中的福音 傅立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775 洞察: 看得深,走得遠 吳正賢作;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5395 教室裡的人生旅程 陳妙星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472 靜觀思行: 學生主題研究專輯. 5, 網路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優勝作品廖逸貞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5

慈濟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大學附屬高中



9789867625489 靜觀思行: 學生主題研究專輯. 4, 小論文比賽優勝作品廖逸貞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496 花迎鳥鳴的樂章: 慈大附中校園生態. 動物篇 唐自常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79969 鍾鼎文詩全集: 年代 鍾鼎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3577 領隊導遊歷屆試題,做了就上! 楊嵐喆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850 運用心智圖,72小時5000單字: 連美國教授都愛用的英語單字學習法林尚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874 誰都會的韓國語. 初級 新大久保語學院, 李智暎作; 王愿琦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53898 領隊導遊題庫班,做了就考上!: 試題解析. 103年 楊嵐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04 桃太郎哈台灣!就是要醬吃醬玩 吉岡桃太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11 New Toeic必考單字860分完勝! 原田健作著; 葉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28 New Toeic必考單字600分完勝! 原田健作著; 葉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35 日語文法,讀這本就夠了! 余秋菊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942 New Toeic必考單字730分完勝! 原田健作著; 葉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59 你一定要知道的50個生活法律 呂錦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73 基礎英語文法速成 王忠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980 基礎英語必修: KK音標.自然發音同步速成 王忠義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997 史上最詳盡!領隊導遊試題+完全解析. 101年度 傅建三, 林溢祥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006 新日檢N3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013 新日檢N4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 張暖彗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020 一擊必中!史上最詳盡的領隊導遊試題+完全解析. 103年度傅建三, 林溢祥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037 一擊必中!史上最詳盡領隊導遊試題+完全解析. 102年度傅建三, 林溢祥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8166 臺語詩選300 榮春秋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9789869018173 臺語詩選100 榮春秋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8180 華語詩選101 榮春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513 祝福行動卡: 祝福,讓世界更美好 邱瓊慧等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222 文創名家精品系列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1608 我們這一班: 一個追逐聲音的故事 林筱怡文; 郭慧蘭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3415 阿樂走標: 愛在四張犁 魏桂洲文; 劉俐穎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5915 視皮質損傷: 評估、介入的方向 克麗絲汀.羅曼南茜(Christine Roman-Lantzy)作; 蕭婓文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7010 臺中市油畫家協會聯展專輯. 第二屆 林銘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油畫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四張犁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惠明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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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山海屯聲暉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種子心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900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3 潘雨青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8525 太平有象: 臺中市拓樸藝術學會會員專輯 柳秉聞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008 戲說太平: 太平傳統戲曲調查 余益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802 開啟加持門: 初學易攜帶之廣說兜率天眾上師瑜伽法卻殿仁波切著; 佛子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903 阿罩霧農村文史紀錄: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口述歷史基礎調查簡宏哲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300 趙天恩學術研討會手冊. 第一屆 王嗣岳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天恩檔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王功蚵藝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講修增廣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舊正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拓樸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番仔路文化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9789869079600 戀戀王功漁歌行 康原, 余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8873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4第十六屆邱于誠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3108 月娘.再見月娘: 七十號戲館劇本集 林婉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707 范氏在台北: 旅北客家耆老口述歷史 范碩銘, 范德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8022 臺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第二十四屆會員暨第八屆<>徵件展. 2014 平裝 1

9789868858022 臺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第二十四屆會員暨第八屆<>徵件展. 2014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0172 理路幻鑰.小理路. 2, 基成的建立 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3726 臺北市藥師執業手冊 第17屆臺北市藥師公會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范姓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膠彩綠水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復興高中教師劇團七十號戲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6086 風水 金身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765 遠離疾病和藥物的健康養生法 田元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6857 美味新煮張,百吃不厭的私房麵料理 美食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236 20幾歲的女孩們都要學會的100件事 2.1/2好朋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243 別讓感冒藥了你的命 珍妮佛.艾克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267 專業獸醫都說讚的300個貓狗飼養指南 寵物專家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274 入住小坪數幸福宅 王春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281 奇蹟能量蔬果汁 李明川, 權吳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298 病痛也能自我改善!超有效穴道指壓按摩法 元氣星球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04 全天候燃脂塑身,重回S曲線!最享瘦穴道指壓按摩法元氣星球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11 玩遊戲、背單字,別再說你記不住 英文遊戲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28 20幾歲女孩都該玩的心理測驗 溫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6201 三重先嗇宮建築裝飾藝術暨楹聯調查研究 王素霞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94400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基礎物理. 一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417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地理. 1 楊偉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424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公民與社會. 3 邱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389 最具說服力的銷售: 信任 龐寶璽, 朱曉黎合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擎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誌成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北縣三重埔文史研究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7026 莎拉公主 法蘭西絲.霍森.班內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原著; 繁井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149 外公的三輪車 張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156 水果森林尖叫屋 陳靜瑜作; 詩詩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5036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5036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80607 自助遊會話書: 法語 肖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2212 最完整的產後飲食宜忌,一本就受用! 李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2663 新選.古文觀止 張雨樓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82830 史上最完整的健檢說明書 林英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2885 驚人的揉按腿部自癒力! 國醫絕學健康館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2908 別笑!我是最實用越南語學習書 魏明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2960 別笑!我是日語學習書(革新版) 東洋文庫企畫組作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283530 300個偵探推理遊戲 漢宇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547 為什麼女兒坐得住兒子卻不行?: 父親的陪伴跟你想的不一樣李忠憲著; 陳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561 真好笑!我是日語學習書 徐勝徹, 古賀聰著; 桂花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63506 高中英單7000魔術記憶: 從字首字根記憶英文單字Edward Vince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語言工場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僑光科大商學與管理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04572 翻轉人生的築夢者 萬蓓琳, 顏瑞, 林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701 128翻翻樂: 有趣的乘法表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作;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納(Enrica Rusina)繪; 區國強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043 讓錢找到你(簡體字版) 吳淡如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043 讓錢找到你(簡體字版) 吳淡如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050 自主學習,決定未來(簡體字版) 洪蘭作 平裝 1

9789863205074 抗壓力: 為成功人生打基礎(簡體字版) 黑幼龍著; 李宛澍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135 你是我的寶貝: 草原動物 羅瑞娜.希蜜諾維克作;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142 你是我的寶貝: 可愛動物 羅瑞娜.希蜜諾維克作;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159 你是我的寶貝: 森林動物 羅瑞娜.希蜜諾維克作; 方美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05227 烏鴉蔬果行 加古里子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234 烏鴉點心店 加古里子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364 快樂親子廚房. 2, 我的拿手好甜點 福田淳子食譜.監修; 大出裕香子圖; 櫻菜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470 蛇與爬行類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00 天堂裡沒有經濟學 單驥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517 便當尋人啟事 瑪塔.納西罕(Mabrab Narsimhan)著; 鄒嘉容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24 因為堅持,所以贏: 改變人生的必要公式 海蒂.瑞德(Heidi Reeder)著; 連育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31 走在夢想的路上 謝哲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48 大魔術師胡迪尼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張毓如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55 送你一本書 森山京作; 鴨下潤繪;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562 狐說八道. 2, 小心假猩猩 劉思源文; 九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79 敲醒你的財富能量 瑪格麗特.林區Margaret M. Lynch), 黛莉.迪雅娜.施瓦茨(Daylle Deanna Schwartz)作;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86 跟著大師教孩子: 8個理論、10位大師觀點,啟發孩子的學習智慧孫立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593 晚安,小火車晚安 雪莉.達斯基.林克(Sherri Duskey Rinker)文; 湯姆.利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609 日安,台北 王梅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616 無印良品成功90%靠制度: 不加班、不回報也能創造驚人營收的究極管理松井忠三著; 江裕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623 少,但是更好 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詹采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630 旅人之窗 葉怡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647 烏鴉天婦羅店 加古里子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654 烏鴉蕎麥麵店 加古里子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661 大數據. 教育篇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 庫基耶(Kenneth Cukier)著; 林俊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678 魔電聯盟. 3, 電風暴: 安培號之戰 理查.保羅.伊凡斯(Richard Paul Evans)著; 陳信宏譯第一版 平裝 1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5685 微聲盼望: 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薄柔纜著 ; 賴佑哲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692 幸福一念間: 李濤的臺灣行腳 李濤著; 楊麗玲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715 月球不可思議 大藪健一文; 常永美彌圖; 郭玲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708 房間裡的大象 蘇珊.克瑞拉(Susan Kreller)著; 林敏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722 臺灣野果圖鑑 黃麗錦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739 單純信念,富足心靈: 安麗創辦人理查.狄維士的人生智慧理查.狄維士(Richard DeVos)著; 蕭美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777 拉拉跳芭蕾 茉莉.艾德爾(Molly Idle)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784 攝影構圖力 鈴木知子著; 駱香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791 吃對全食物 陳月卿作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05807 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育 洪蘭, 蔡穎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14 零距離的溫暖: 比家人更貼心的遠傳待客學 謝其濬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205814 零距離的溫暖: 比家人更貼心的遠傳待客學 謝其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21 超從容時間管理術 吳淡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38 為什麼世界頂尖人士都重視這樣的基本功?: 讓高盛、哈佛、麥肯錫菁英一生受用的48個工作習慣戶塚隆將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45 從巴黎左岸,到臺東比西里岸: 藝術家江賢二的故事吳錦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52 抗癌,為了好好活: 停止化療的10個時機 長尾和宏著; 李靜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69 受縛的神龍: 太陽花學運後的民主反思 陳長文, 羅智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876 破解竇加: 凝視繁華的孤寂者 蔣勳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883 數學是啥玩意? 斯坦(Sherman K. Stein)原著; 葉偉文譯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05890 數學是啥玩意? 斯坦(Sherman K. Stein)原著; 葉偉文譯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05906 數學是啥玩意? 斯坦(Sherman K. Stein)原著; 葉偉文譯 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05975 卓越,可以擴散: 做對七件事,讓人才變將才 蘇頓(Robert I. Sutton), 拉奧(Huggy Rao)著; 廖建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205920 小紅,不一樣 孫晴峰文; 黃怡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05937 仙島小學. 1, 桃花源大考驗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944 高中畢業前非做不可的97個生活酷提案 史蒂芬.傑金斯(Steven Jenkins), 艾莉卡.史鐸德(Erika Stalder)著; 雅莎德.郝舒雅(Azadeh Houshyar)繪;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951 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 蘇起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968 美聲涵洞: 臺中國家歌劇院應許未來 謝宗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982 弓在弦上: 胡乃元與Taiwan connection的故事 吳錦勳採訪撰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999 星期天的體育館 村上詩子文; 田中六大圖; 張桂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019 在人間遇見天使: 12個以愛改變世界的故事 胡慧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026 青春: 獻給他們的情書 楊力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040 沒有教不會的孩子: 李家同與博幼的全域教育,讓每個孩子都可以學會基本學問宋芳綺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064 樂事錄 楊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149 從漂流到居留: 回歸自然X實現理想=花東心生活謝其濬, 張煥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156 第六次大滅絕: 不自然的歷史 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163 小麻煩 林世仁著; 黃祈嘉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170 我的焦慮歲月 史考特.史塔索(Scott Stoss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187 大數據@工作力: 如何運用巨量資料,打造個人與企業競爭優勢湯瑪斯.戴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著; 江裕真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200 與成功有約: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史蒂芬.柯維(Stephen R.Covey)作; 顧淑馨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217 我的東西咧?一看就懂的超級整理術 珊曼.莎摩斯(Samantha Moss), 雷詩麗.史瓦茲(Lesley Schwartz)著;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224 學習革命的願景: 學習共同體的設計與實踐 佐藤學著; 黃郁倫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728 哈佛教你定策略 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等作; 吳佩玲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27728 哈佛教你定策略 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等作; 吳佩玲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27735 哈佛教你推動醫療管理 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等作; 洪慧芳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27735 哈佛教你推動醫療管理 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等作; 洪慧芳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4262 魂斷威尼斯 托瑪斯.曼(Thomas Mann)著; 姬健梅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9016070 甜食控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6087 來自深淵的吶喊: 王爾德獄中書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作; 梁永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6094 新靈魂觀: 開啟真實力量之旅 蓋瑞.祖卡夫(Gary Zukav)著; 廖世德,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009 徵婚啟事(二十五週年紀念版) 陳玉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7161 日本文化史 葉渭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7192 戶外裝備輕量化完全實戰BOOK 黃福森, 邢正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7239 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 : 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海爾.賀佐格(Hal Herzog)作; 彭紹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417 在家親手做法式醬料 湯瑪斯.費勒(Thomas Feller)著; 阿琳.普蘭西(Aline Princet)攝影; 蘇瑩文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73

<>全球繁體中文版



9789865787516 手繪麵包辭典: 圖解與麵包有關的100個雜學知識麵包與洋蔥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523 新手下廚的第一本書: 從涼拌豆腐開始 按部就班學作菜牧野直子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554 鐵道新旅: 縱貫線南段(典藏版): 40站深度遊 古庭維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561 鐵道新旅: 縱貫線北段: 32站深度遊(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578 臺灣地圖館.山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585 在家親手做鑄鐵鍋料理 史蒂梵.拉彀思(Isabelle Brouant)著; 李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592 好吃!人氣!義大利麵&小菜350 主婦與生活社編;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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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圖解版)鄧志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615 鐵道新旅: 宜蘭線(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622 菊與刀 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 陸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639 大和魂：日本人的求存意識如何改變世界 凌大為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646 你不可不知的酒的世界史 宮崎正勝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653 你不知道的臺灣古地圖: 從古地圖探索早期臺灣發展與多變面貌夏黎明, 王存立, 胡文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660 臺灣園林宅第巡禮: 透視臺灣歷史脈動,觀看豪門望族風華張運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677 日本超人氣調味料!鹽漬檸檬活用食譜 坂口MOTOKO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684 鱻事一籮筐: 說魚道蝦}魚達人愛講五四三 莊健隆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278 一個人旅行必備的日語會話 黃彥臣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3161 藝外之美 張斐清作 精裝 1

9789865673185 按下快門成就永恆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028 陳菊+高雄人=高雄學: 高雄現在式.現在是高雄 王御風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語言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迅雲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3934 不思議の繪木筆: 烙出你的個人日常 玩創編輯小組, Hot craft hobb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965 成功者一定要懂的社會潛規則 邢志華, 匡志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972 日系布花小物: 初學也能作出純手感花飾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996 樂享烙畫の時光: 玩出你的創意無限 玩創編輯小組, Hot craft hobb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009 圖解易筋經 李家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016 科學家和你想的不一樣: 一看就懂的36個經典科學定理李嘯虎, 田廷彥, 馬丁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023 一學就會: 初心者必備手縫x機縫寶典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30030 自己動手做包子 李振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047 超夯彩虹圈編織祕笈: 新手不可錯過的好簡單編法!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30061 百變彩虹圈編織秘笈: 輕鬆編織飾品小物!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90691 大哥大 九把刀著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190936 渡客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950 鋼鐵德魯伊. 2, 魔咒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967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0974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0981 特殊傳說. II, 亙古潛夜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0998 大衛.蓋梅爾之傳奇 大衛.蓋梅爾(David Gemmell)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001 海鷗7026 明毓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018 龍泉俠大戰謎霧人 漢寶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032 武道狂之詩. 卷14, 山.火.海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049 月與火犬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91063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91094 鋼鐵德魯伊. 3, 神鎚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100 五龍世界. 3, 映於天鏡之龍 壁井有可子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117 特殊傳說. II, 亙古潛夜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1124 獵魔士. 長篇1, 精靈血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蓋亞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9789863191155 十色千景 Akr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4511 Tell me a story: totomo and the giant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28 Tell me a story: little red hen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35 Tell me a story: the hungry bear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42 Tell me a story: the magic porridge pot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59 Tell me a story: we are butterflies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66 Tell me a story: don't tickle me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73 Tell me a story: turtle and giraffe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80 Tell me a story: miss rabbit's shoes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8864597 Tell me a story: the talkative turtle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7119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system and kansei engineering(IGSKE2014). 201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5938 探討角力運動員頸部運動傷害之多樣性 黃景鶴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8245 非閱BOOK. 閱讀測驗篇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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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遠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明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蓋兒文化



9789869098809 The management of business in sport: a global perspectiveStephanie M. Brewer etc 精裝 1

9789869098816 My favorite duets Green Gecko Music Studio[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98823 My first duets Green Gecko Music Studio[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98830 Intel Atom平臺之嵌入式系統開發與應用實例 丁浩展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105 陶好您懂: 林冠廷陶藝專集 林冠廷作 平裝 1

9789869095105 陶好您懂: 林冠廷陶藝專集 林冠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8548 蘭亭序真跡概論 趙澤厚著 平裝 1

9789868408579 臺灣書畫百人大展. 第二屆 方榮誠主編 精裝 1

9789868408586 中國書法與蘭亭序 趙澤厚著 平裝 1

9789868408593 畫我話你: 洪瑞霞: 心.語 洪瑞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3113 周易、文王易經與現代政治 趙澤厚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302 成杏醫聲. 第2號 何月仁, 葉建寬, 黃詩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4586 觀光日語 陳美玲作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6134609 全方位日本語N4 陳乃慈, 管美燕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市成大醫學系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縣書畫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虹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56835 法國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842 英國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859 德國: 羅曼蒂克街道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866 瑞士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873 北歐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880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897 義大利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6903 馬德里.巴塞隆納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271659 創意工廠MIT 懷特(Pepper White)著; 吳程遠譯 初版十二刷 平裝 1

9789573272472 魔法校車: 鬼屋博物館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廖雅君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489 魔法校車: 前進北極圈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治海孜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496 魔法校車：彩虹變變變(顏色的祕密)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吳梅瑛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502 魔法校車: 東浮西沉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吳梅瑛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519 魔法校車: 誰吃誰?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原著; 張詩薇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2632 說謊者雅各 尤瑞克.貝克(Jurek Becker)著; 周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793 漢字樹: 從圖像解開「人」的奧妙 廖文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240 林秉彬與臺灣中小企業的故事: 小皮箱到大世界林秉彬口述; 譚淑珍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400 禪繞畫新手變達人的第一本書 萊拉.威廉斯(Lara Williams)等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493 45個簡單隨手畫的小練習: 900種圖形一次學會 瑞秋.泰勒(Rachael Taylor)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974 52堂創意攝影練習課: 大膽實驗,找到自我的風格史帝夫.桑罕(Steve Sonheim), 卡拉.桑罕(Carla Sonheim)著; 蘇雅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981 Belle好繪玩歐洲: 帶著畫筆上郵輪工作的夢想家莊蕙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998 餐巾紙的背後 丹.羅姆(Dan Roam)著; 韓文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4018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辛蒂.紐斯汪德文; 麗莎.伍卓芙圖; 吳梅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4032 國王的超級特派員 艾琳.佛里德曼文; 蘇珊.格瓦拉圖; 王心瑩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4087 黃金比例 Mario Livio著; 丘宏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4148 蠟筆大罷工 祖兒.戴沃特(Drew Daywalt)文; 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162 共犯 烏奴奴, 夏佩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193 王司馬筆下的農婦 農婦文; 王司馬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遠流



9789573274209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 原創小說 夏佩爾,烏奴奴 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278 故事貓、好奇狗、小紅帽、爆炸蛋、大野狼還有奶奶的衣櫥黛安, 克里斯提恩.法可思(Diane and Christyan Fox)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285 花城新色: 新社的故事 古蒙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315 食品中你所不知道的致命添加物!: 日本食安專家教你聰明吃對食品,徹底擺脫毒害身體的添加物渡邊雄二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346 勇敢做夢吧!: 不走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厲害 吳沁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353 識人學: <>白話版 劉卲作; 郭泰解讀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4384 義大利HAPPY HOUR小料理 琳迪.威爾德史密斯(Lindy Wildsmith), 華倫緹娜.哈里斯(Valentina Harris)著; 李斯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391 健康的101歲 李華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07 書店本事: 在地圖上閃耀的閱讀星空 郭怡青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14 是非疲勞 林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38 空姐教你100%受歡迎 松澤萬紀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45 大學的蛻變: 指南山下的創新與實踐 吳思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52 滴水穿石: 林佳龍的臺中故事 郭正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69 混血營英雄: 冥王之府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76 民國史抗戰篇: 烽火八年 唐德剛著;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83 每天練習照顧自己: 當我們為自己負起責任,就能真正放手,做自己梅樂蒂.碧提(Melody Beattie)著; 林卓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490 我親愛的瑪德蓮 芭芭拉.康絲坦汀(Barbara Constantine)著; 賈翊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06 我討厭書 曼珠夏.帕瓦基文; 琳妮.法蘭森圖; 蔣家語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4513 演武弄樂下藥調情說金庸 馮翊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20 演武弄樂下藥調情說金庸 馮翊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4537 殘酷的溫柔 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44 頑固的鱷魚奶奶 松山圓香文.圖;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551 人搞定,什麼都對了!: 見招拆招應對辦公室小．白．痴肯洛伊德(Kenneth L.Lioyd)著; 周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75 用靜默,擁抱世界: 加爾默羅隱修生活的真諦 林保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82 設計的心理學: 人性化的產品設計如何改變世界Donald A. Norman著; 陳宜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99 少物好生活: 捨棄無用之物,讓家成為真正抒壓的地方緩莉舞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05 就從走路開始,全馬破4的路跑全攻略 金哲彥著; 葉東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12 蟲蟲逛賣場 澤口玉美文; 近藤薰美子圖; 陳采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29 大清時報. 首部曲, 八旗建國(西元一六二六年-一六八三年)黃榮郎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36 開啟創作自信之旅: 走在創作的路上難免害怕,只有不放棄的人才能不斷成長大衛.貝爾斯(David Bayles), 泰德.奧蘭德(Ted Orland)著; 許琬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43 貨幣戰爭. 5, 後QE時代的全球金融 宋鴻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50 稀遊記: 三個人.三種旅行 楊照, 馬家輝, 胡洪俠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67 負重 提姆.歐布萊恩(Tim O'Brien)著;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74 百年傳承: 20家日本老字號的初衷、熱情與奮鬥記憶鹽澤槙著; 李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81 世界一直在變,領導者該做的事: 組織如何保持彈性,誠懇對話,打造高效能團隊蘭迪潘尼頓(Randy Pennington)著; 黃貝玲, 呂佩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698 100道馬克杯蛋糕輕鬆上桌: 只要5分鐘,連麵包布丁、酥皮派、甜點棒也能用馬克杯變出來,甜鹹大滿足!萊斯莉.畢德貝克(Leslie Bilderback)著; 李佳霖, 徐立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704 四季奇譚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施寄青, 趙永芬, 齊若蘭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4711 福爾摩沙植物記: 101種臺灣植物文化圖鑑＆27則臺灣植物文化議題潘富俊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4728 魚的南義旅行手記 趙于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735 城市的意象 凱文.林區(Kevin Lynch)著; 胡家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742 一步之遙: 中國皇太子政治 張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759 小小鄰月光派對: 秋 加藤亞樹文.圖;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766 華人性格研究 呂俊甫(William J. F. Lew)著; 洪蘭, 梁若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4773 漢內克談漢內克 麥可.席兒達(Michael Cieutat), 菲立浦.胡爾(Philippe Rouyer)作; 周伶芝, 張懿德, 劉慈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780 練習心平靜: 收拾好心靈包袱,你將事事順心! 有川真由美作;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797 學校是我們的. 1, 謎之金幣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03 北川富朗大地藝術祭 北川富朗著;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10 This moment: 永瀨正敏的KANO映像 永瀨正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27 超越巧克力戰爭 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著; 周惠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34 風土餐桌小旅行: 12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洪震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841 白羅再起: 倫敦死亡聚會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 蘇菲.漢娜(Sophine Hannah)作;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58 漢字樹. 3, 與植物相關的漢字 廖文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65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3274889 超越達人. 2, 陪孩子找自己的路 楊泰興等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96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19 吳寶春的麵包祕笈: 27年功夫.34道麵包食譜大公開吳寶春著; 楊惠君, 黃曉玫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02 吳寶春的麵包祕笈: 27年功夫.34道麵包食譜大公開吳寶春著; 楊惠君, 黃曉玫文字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926 啟動孩子思考的引擎: 活用四層次提問的有效教學宋慧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33 再也沒有難談的事: 哈佛法學院教你如何開口,解決切身的大小事道格拉斯.史東(Douglas Stone), 布魯斯.巴頓(Bruce Patton), 席拉.西恩(Sheila Heen)作; 歐陽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40 在地球的最後幾個晚上 羅貝托.博拉紐(Roberto Bolano)著; 趙德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57 歷史從來都有真性情 夏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64 吃對很重要!教你辨識日常食物的45種方法 張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71 練習幸福工作: 把平凡的每一天,都變成特別的紀念日!小山薰堂作;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988 波西傑克森: 塞瑞比斯權杖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荷米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4995 KANO 魏德聖, 陳嘉蔚原著劇本: 游文興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08 有我照你: 埔基愚人們的在地化長照故事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15 點子就要秀出來: 10個行銷創意的好撇步,讓人發掘你的才華奧斯汀.克隆(Austin Kleon)著; 張舜芬, 徐立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22 學校是我們的. 2, 五聲鐘響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39 風險社會典範轉移 周桂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53 電影編劇新論 Ken Dancyger, Jeff Rush著; 易智言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75060 6PM後隨意吃6PM前吃蔬果,有效減重又健康 馬克.彼得曼(Mark Bittman)著; 林憶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77 權力家族: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世家 張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84 三星模式 宋在鎔, 李京默著; 李修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091 動物數隻數隻: 另類爆笑的動物行為學觀察筆記張東君著; 唐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07 日本戰國梟雄錄. 東國篇 洪維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14 風吹日炙: 邱德雲的農村時光追尋 陳淑華撰文; 邱德雲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21 學校是我們的. 3, 四乘四之後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38 漢字樹. 4, 器物房舍所衍生的漢字地圖 廖文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45 學術與政治: 韋伯選集. I 韋伯(Max Weber)著; 錢永祥等譯 2版 平裝 1

9789573275169 朋友 谷川俊太郎文; 和田誠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176 庖廚食光 宇文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83 黃金魚將.撒母耳: 魏德聖的蟄伏與等待 魏德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206 丹尼爾博士跑步方程式 傑克.丹尼爾(Jack Daniels)作; 徐國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190 掛號、看診、拿藥背後的祕密: 長庚醫院教我的6堂成功管理課王冬, 黃德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98 紀錄亞洲 游惠貞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9811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會編輯平裝 1

9789868889828 吳中詩草 吳中著 平裝 1

9789868889835 甌駱(HOLO)語用字典 黃博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1278 現代樂理超簡單學習法 蔡文展作 第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11889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吳宛靜講師 第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611896 流行鋼琴超詳細影音教學. 一 吳欣儒講師 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3

送存冊數共計：106

南市鯤瀛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酷派音樂



9789866611902 薩克斯風系統學習. 一 潘恒健講師 第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9519 陳強作品畫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92336 釋放的精靈: 臺澳當代藝術巡迴展. 2012 安.蘭頓(Anne Langdon)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469 有一天 吳昱蓁, 陳琬真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346 墨契拾陸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353 人間萬象: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0級王慈惠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360 進化,鏡畫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攝影組作 平裝 1

9789866541377 美角水 戴文珮編輯設計 平裝 1

9789866541391 十六個故事: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0級吳曉青編輯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407 美有理由: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免審專刊. 100級 平裝 1

9789866541414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壹零零陶/鍾曉梅研究室. 100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421 這一天,聽我說故事. 2011 商佑君等作 平裝 1

9789866541421 這一天,聽我說故事. 2011 商佑君等作 平裝 1

9789866541438 藝遊未盡: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0級 平裝 1

9789866541445 0→1,從零到有我們學習的歷程收穫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美五S全體同學作 平裝 1

9789866541544 全國大專校院數位彩墨大展. 2011 張振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551 聚焦: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1級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01級畢業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滸珀動畫電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新象畫會



9789866541568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心思.路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01級畢業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575 Tsai-mo jla: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6541582 藝制界: 藝術中自我要求的思想境界 邱憶婷編輯設計 平裝 1

9789866541599 藝態: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平裝 1

9789866541605 言先先貝: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1級 平裝 1

9789866541612 鮮明色: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1級 平裝 1

9789866541629 戲釉人: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1級涂孟琳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6541636 美強深藝而擅. 2012: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免審專刊 平裝 1

9789866541643 拾契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1650 知.不知: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進修部美術系畢業專刊. 101級林思妤, 林慧美編輯 平裝 1

9789866541865 A=HC∞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03級畢業專刊鄭柔爾總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889 「學思相長.文創領航」教學卓越計畫B4. 102-103年度: 扶育競賽人才.揚名國際舞臺活動成果發表研習手冊成果專輯. II林文彥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41366 字述: 文字形音義應用於海報的能量創作 賴岳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1373 生活應用科學期刊. 第一卷.第一期 張承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100 浯土吾情: 擂古鳴今.夜語浯江 顏炳洳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66406 九步六法: 股市與選擇權 劉建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543 頭部生命力: KD鈍化操作學 賴宣名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與耕堂文化創意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4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52727 戰鬥王: 世界大戰 劉京原作; 李福女繪; 林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2741 戰鬥王: 無敵艦隊 劉京原作; 李福女繪; 林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2772 戰鬥王: 決戰特洛伊 劉京原作; 李福女繪; 林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007 詹惟中教你: 如何幫孩子取個好名 詹惟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847 股票專家1001小百科 吳家俊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253861 高房價房地產投資術 簡倍祥, 葛瑩, 萬恒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878 Look!大視界益智生活小百科 阿涅絲.貝松(Agnes Besson)等作; 茱莉.梅西葉(Julie Mercier)等繪; 江佳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253885 蘿拉的異想世界. 7, 萬能保母蘿拉!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er Henze)插畫; 唐陳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892 戴晨志老師說故事: 四指鋼琴天使 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908 HIT富人投資要訣 簡倍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915 蘿拉的異想世界. 8, 五星大主廚蘿拉!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er Henze)插畫; 唐陳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922 科學王 金泰寬, 林亨旭作; 文平閏, 禹周然繪; 戚先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53939 科學王 金泰寬, 林亨旭作; 文平閏, 禹周然繪; 戚先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53946 科學王 金泰寬, 林亨旭作; 文平閏, 禹周然繪; 戚先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253953 蘋果如何在韓國市場開創新時代: 撼動國貨市場的新思維金大元著; 陳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960 Happy兔: 淘氣兔寶貝生活全紀錄 艾莉恩.雪倫崔姬(Aleen Chalermchaikit)著; 王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977 Look!大視界: 探索動物小百科 希爾薇.貝蘇爾(Sylvie Bezuel)作; 弗朗索.福亞(Francois Foyard)等繪; 江佳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254011 探險王: 勇闖深海潛航 安亨模作; 金星來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028 探險王: 勇闖太空星球 安亨模作; 金星來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035 探險王: 勇闖極地冰原 安亨模作; 金星來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401 奧修談清靜經 奧修(Osho)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03418 奧修談清靜經 奧修(Osho)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03425 羽翼成 奧修(Osho)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432 最後的晨星 奧修(Osho)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旗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909309 遠足 徐樂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361 唐詩解構: 洛夫的唐韻新鑄藝術 洛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09378 夢染黎鄉 鄭文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385 阮劇團劇本農場劇作選. 2013 許正平, 吳明倫, 蔡明璇合著 初版 平裝 5

9789573909422 雜貨商的兒女 洪玉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4567 萬愚隨筆 陳約翰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753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簡介 洪啟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777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 2014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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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5478 于君同樂: 于神父的小故事 于惠霖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國企系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漢雅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1082 揹相機的革命家: 用眼睛撼動世界的馬格南傳奇盧塞爾.米勒(Russell Miller)著; 徐家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099 哲學的40堂公開課: 從「提問的人」蘇格拉底到電腦之父圖靈,與大師一起漫步的哲學小旅程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05 家庭主夫手記 河野史代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12 你是北極星 三浦紫苑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29 天國旅行 三浦紫苑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36 味覺獵人: 舌尖上的科學與美食癡迷症指南 芭柏.史塔基(Barb Stuckey)著; 莊靖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2495 慧光集. 60, 般若攝頌淺釋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欽索達吉譯講 初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01 夢幻西班牙 謝孟雄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63 畫服裝設計圖 沈叔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49 departure: 53 th portfolio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32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成果專刊. 2014章以慶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96556 實踐設計學報: Praxes. 第八期 章以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495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1年考古題. E-F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賴素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6495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1年考古題. E-F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賴素綢譯 一版 平裝 2

9789866096525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1年考古題. A-D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賴素綢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22050 Evernote超活用點子集 ばんか作; 陳禹豪譯 平裝 1

9789863122111 Unity 3D遊戲設計實例講堂: 人氣遊戲這麼做! 賴祐吉, 姚智原作 其他 1

9789863122197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認證教戰手冊 Todd Lammle,William Tedder作; 林慶德, 陳宇芬譯 其他 1

9789863122203 鍛鍊肌肉大事典: 徹底解決心中的201個疑問 石井直方作; 韓立祥譯 平裝 1

9789863122210 ARM Cortex-M0官方教材: 嵌入式系統設計入門 Joseph Yiu著; 阮聖彰,莊文維譯 平裝 1

9789863122227 超實用Excel商務實例函數字典 きたみあきこ作; 許淑嘉, 許郁文譯 平裝 1

9789863122234 設計職人必修Illustrator APP圖示設計 下田和政作; 吳嘉芳譯 其他 1

9789863122241 Ubuntu Linux實務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2265 COCOTTE RECIPES一個人的日本輕食砂鍋食譜牧野純子作;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2302 設計職人必修: 高水準Photoshop & Illustrator 平面設計精緻範例集永楽雅也等作; 陳奕苓譯 其他 1

9789863122319 PCDIY 2015電腦選購.組裝.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2326 CSS3網頁設計範例字典 原一成作;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2340 好型錄,有銷路!: 日本暢銷品牌型錄設計 リンクアップ、グラフィック社編輯部編; 蘇玨萍, 吳嘉芳, 郭台晏譯平裝 1

9789863122357 Michael Freeman攝影特訓班: 構圖 麥可.弗里曼 (Michael Freeman)作; 梅菲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12075 飛揚跋扈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旗標



9789863295549 重生藥神 大海暴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6638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6973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7239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7246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7154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7406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7734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8298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836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7482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8472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8489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8496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8380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8397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8571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881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8311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8793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7864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98731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298328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8595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8564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8557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7987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98502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298779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298441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298908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298045 貴婦再嫁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8854 貴婦再嫁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8052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8069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076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083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090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106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113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120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137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588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8915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9202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8922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9110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9127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8229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9264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8236 無雙戰魂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880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913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8250 星際之主 周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8786 星際之主 周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9196 星際之主 周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8830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9141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9387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8540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939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9370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9509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8618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625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632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946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953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8960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8823 至高武裝 于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8649 至高武裝 于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8670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687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158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9523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8717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724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165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8861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8878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9189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8885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8892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9547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8977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984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991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004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9592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9967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0253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9721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981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0277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0284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9011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9226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028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9585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9974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0239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9035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9219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9738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995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10031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9042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578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9936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9943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031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059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9561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066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9394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9998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10260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907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080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097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10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554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000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215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222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9615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233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240 赫氏門徒 冷鑽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9622 赫氏門徒 冷鑽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925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974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10062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10406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1050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9271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9417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960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1004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1005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10291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9288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99639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10307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9295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301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318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325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017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024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9332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349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356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363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400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9424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431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448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455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462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479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486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493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653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550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660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079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677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086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684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0109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299691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0130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0147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0208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0321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970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0093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10185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10536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29971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011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0123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017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049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9752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769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776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783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9790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806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813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820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383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390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741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837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376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844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9851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9868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9875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574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727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734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710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882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352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628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0772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9905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9912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345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765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9929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369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567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758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154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161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857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864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420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10444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0451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0468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0475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482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10789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1052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0529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0543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10796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11069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10604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0598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0581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0611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635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703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1359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0642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1107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11342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10659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0666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0994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1007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1335 毒婦從良記 簾卷朱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673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680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0697 表妹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0802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819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0826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1588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1595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083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108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137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0871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0888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1144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1793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0895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106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1519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0901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1113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1397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1564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0918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511540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511786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510925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1526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1533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0932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10949 帝火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1095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1090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1380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1663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0963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120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097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1113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11571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10987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1809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1014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021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038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045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1601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816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1151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168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175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182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1618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199 千金將門妻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205 千金將門妻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212 千金將門妻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229 千金將門妻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1236 千金將門妻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243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250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267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274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1281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11823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11298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304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311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328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1878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1977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1403 聖符帝君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1854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1410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1625 法師奧義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1427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1649 一飛沖天 暴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1441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11656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1184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1196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11632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1861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1946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1953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1458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1465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472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489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496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2202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670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687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694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700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1717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1188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12004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11731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1991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1748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1892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1984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1779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11908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1915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1922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1939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2363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018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407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202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2035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2820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1299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13001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1325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13261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12042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2059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2400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3025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207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2080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2370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3230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2097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2431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2448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2103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12424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1283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13278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12110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212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512394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513223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512158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2387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3384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3391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2172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3032 無良道尊 道尊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2189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2844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2196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2295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2301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2318 長姐 糖拌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2219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226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233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240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063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292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2257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2455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2462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2264 築北王府 抽煙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512288 築北王府 抽煙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512271 築北王府 抽煙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3512479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486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493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509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30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636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251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12851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3070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1364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1252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3087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3339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3797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2530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2547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322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3674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3780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2554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12868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12561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3773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2592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100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3315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3667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2608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3117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3353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3650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2615 寂寞宮花紅 糖耳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622 寂寞宮花紅 糖耳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639 寂寞宮花紅 糖耳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653 重生明珠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660 重生明珠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677 重生明珠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684 重生明珠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269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70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71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72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69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2738 術皇 半醉遊子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745 術皇 半醉遊子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752 術皇 半醉遊子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769 術皇 半醉遊子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377 術皇 半醉遊子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2806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360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704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2813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2875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882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899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95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96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97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313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3148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315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316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81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414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114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3421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3445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827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469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834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348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3506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13599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3605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3612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13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1462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91602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8661479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661486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661493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8791619 嘎檔行法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乙冊 1

9789868791626 具德勝樂法類. 子冊 嘎檔赤慶(敕悔大座)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1633 嘎檔行法. 丙冊 嘎檔赤慶(敕誨大座)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7

送存冊數共計：484

嘎檔巴



9789868791640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91657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791664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791671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791688 嘎檔一千尊天之隨許如意寶鬘論 嘎檔赤慶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8791695 具德勝樂法類. 丑冊 嘎檔赤慶(敕誨大座)獎秋提雷洛桑饒結苡謝炯內嘎檔趣吉嘉布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900 獵殺紀壯艦: 黃河軍事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17 黃河說自己散文集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24 黃河話半百散文集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31 甲午再起: 黃河歷史預言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48 古墓情魂: 黃河冒險愛情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55 月光光: 黃河奇情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62 黃河給青年的信散文集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79 黃河談禮教散文集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86 死了一個少將: 黃河推理偵探小說 黃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993 太后垂簾: 慈禧奕訢政變記 王開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01 兩世溥儀 王開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18 梅蝶: 黃河言情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25 牛郎的女人: 黃河奇情探案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32 誰綁架了總裁: 黃河推理偵探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49 背著書包的猴子: 黃河科幻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56 千年遺墨: 敦煌南朝寫本書法研究 王菡薇, 陶小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863 熱石風暴: 黃河諜報小說 黃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6835 日文佛學讀本: <>講記 阿部慈園著; 楊德輝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福嚴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98595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8601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98618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98885 紫焰龍王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98878 紫焰龍王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9042 氣吞天下 英年早肥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98267 氣吞天下 英年早肥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98274 氣吞天下 英年早肥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8281 氣吞天下 英年早肥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8298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8311 傲氣沖天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98984 傲氣沖天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8328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8830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98915 雲天神殤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98922 雲天神殤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98663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98670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98892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98908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98953 娘三國戰姬亂舞 藍星洋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9004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2999011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2999059 鍾馗: 鬼王事件簿 暮辰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98809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98816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9882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98540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原作; LEVELX勇者作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8557 HARDWARE GIRLS硬體少女 陳宏名製作總監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98564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9789862998571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2998625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2998632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2998649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2998656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2998687 狂武帝國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8694 狂武帝國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98700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98717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8724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8731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8748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8755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98762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998779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98786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98793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98854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98861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98939 力撼天穹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98946 力撼天穹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98960 召喚傳奇 憨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98977 召喚傳奇 憨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99035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99066 火凌天地 洛白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99073 SS速報VIP傑作集. 勇者與魔王篇 湯葉, おつかい, ID:0bTRCMGX0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99103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99110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99127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99677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99684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99691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99134 狂武帝國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99141 狂武帝國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99158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2999165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2999172 重生劍神 蒙沖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2999189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99196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99752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99769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99745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99202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99219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9738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9233 武戰星河 江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240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99257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99820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9837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99264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9271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288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2999295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2999301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999318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99325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99332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99707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9971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99721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99349 紫焰龍王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99356 紫焰龍王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99363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99370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99387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99776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99783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99790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9394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9400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806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99813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99417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99424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99912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99929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99431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936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9994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99950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99448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99455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9462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9479 雲天神殤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99486 雲天神殤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0003 雲天神殤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9493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9509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523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9530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99981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99998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99547 鍾馗: 鬼王事件簿 暮辰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99554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2999561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70089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70096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2999578 魂鬥士: 變亂 諸戈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99585 BL48手 余怡進, 陳德全文字編輯; 符如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99615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99622 超萌我們的リトルバスターズ!Little Busters! Key原作; 陳韋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99639 中二病狂詩曲 余怡進, 陳德全文字編輯;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99899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99905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0560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0577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99967 武戰星河 江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99974 武戰星河 江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0546 武戰星河 江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0010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0027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0140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0355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362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034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0041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058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0065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072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0102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119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0126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013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0416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042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0430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0157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0225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232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16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0270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0287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029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70171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0249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0256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0188 黃泉之狩. 第二部, 光與闇 貓邏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201 Super sonico 余怡進, 陳德全文字編輯;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0218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0515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0522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0539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0263 神劍永恆 橫戟凌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0331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0348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1024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031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805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0379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386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0799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0393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0409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0966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0973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0447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0454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0461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0478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1000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017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584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0591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0980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0997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0607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0614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0621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063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64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0652 站住!別再穿了! 燕南飛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669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270676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271185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271192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270683 鍾馗: 鬼王事件簿 暮辰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690 用英語表達吧!世界所愛的日本 櫻井孝昌著; 王藝霏,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0706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713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0720 中二病狂詩曲HEART OF DARKNESS 余怡進, 陳德全文字編輯;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0737 偃師 七玄作 平裝 1

9789863270768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0744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0751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0775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0782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0829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0836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084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0850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70867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70911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0928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1048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1055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062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1079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1086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1093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1109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1116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1123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1284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13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71147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71154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16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117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1215 不殺: 殺,是為了生存;不殺,是做了承諾! 御我原作; A-Wei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239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1260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277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1291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1741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1758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307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314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0317 蟑螂娘 るい.たまち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0324 偃師 米沙編繪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321 圖說自行車少女: 開始騎運動單車囉 安田誠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1338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345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352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2359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369 Moeurs女子時尚徹底研究 アンジー著;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1376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原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作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1383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1390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1949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1956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1406 這不是Online Game!上仙!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1413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1420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1437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1994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2007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144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71451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7201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72021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71468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1475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1482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1963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1970 鬥劍星穹 天外清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1499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1505 幻靈化武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1529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1536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2304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2311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2328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1512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54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1550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1567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2106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211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2120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1628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1611 神皇血脈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642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2069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2076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1659 千幻: 惑世之始 白日幻夢作 其他 1

9789863271666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71673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7168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72205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72212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2

9789863272229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72199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1697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1703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2182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710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1727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2335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2342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1765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2137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2144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2151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1772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1772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1789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1796 一符證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1802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1819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2281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2298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2267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2274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1826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1833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1840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2250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857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1864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2168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2175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187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188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236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237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1895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271901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272380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272397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271918 鍾馗外傳: 小蓬萊魔臨記 暮辰作 平裝 1

9789863271925 裏.八仙 蒼葵原作; 翔龍作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1932 御宅族的現實: 由統計分析毒男的人生規劃 安田誠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2236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2243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2557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2564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2403 檯面下的BL日本史 喜多八著; 符如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2410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2427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434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465 劍星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2472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2489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2496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251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252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250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2533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2540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2571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2588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2953 仙魚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2625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2632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2649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72656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2663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2670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2687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272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72731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72748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2755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2762 鋒芒耀世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2786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2793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2809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2830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2847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2861 祭劍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878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2885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892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2908 站住!別再穿了! 燕南飛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915 數字占卜: 我的幸運數字 Tankuni著;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2922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2939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2960 萌圖導航!克蘇魯世界的遊歷指南 クトゥルー神話事典制作委員会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2946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2977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2984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2991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3028 帝訣 無語掄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3035 站住!別再穿了! 燕南飛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974 站住!別再穿了! 燕南飛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042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3059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066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3073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080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3677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684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097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3103 劍法虛空 藍胖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3127 鋒芒耀世 鐵鍾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3134 鋒芒耀世 鐵鍾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3714 鋒芒耀世 鐵鍾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3158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73981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74117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73196 劍道獨尊 劍遊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3202 劍道獨尊 劍遊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73738 劍道獨尊 劍遊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3745 劍道獨尊 劍遊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3226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3233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3752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3769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3240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3257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3790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3264 祭劍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271 祭劍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691 祭劍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3707 祭劍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3288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3295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3301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3622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4148 仗劍天地 六道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3318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3325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3356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3813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3820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3370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387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561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3394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400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530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3905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3912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3929 三目雷神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341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3424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343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406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407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3448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3455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4018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4025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3462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73479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3486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3868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4131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3493 武皇屠天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4001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273523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3554 火凌天地 洛白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3578 人皇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899 人皇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3585 聖靈王座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615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4179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74193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4216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4230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74315 祭劍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4377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4834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4391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4407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4728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4735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414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4421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74964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74551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5244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4636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465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4698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274704 刀劍蒼穹 姜幻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3274766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4810 金釵狀元 凌禎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5701 金釵狀元 凌禎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827 東廠相公 落筆吹墨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5718 東廠相公 落筆吹墨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858 罪妻 藍艾草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5732 罪妻 藍艾草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872 武人傳: 妖三國 周鳥小說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4902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4919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5664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671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5688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4926 站住!別再穿了! 燕南飛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4933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4940 這不是正常的成仙程序啊!上仙!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5022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5046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275091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5800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5756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5381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5398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5558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5565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5572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5589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5459 穿越變蘿莉 白目幻夢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5466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510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76159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76166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75831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081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5848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098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5862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588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5909 聖靈王座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5930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6296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6302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6319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6173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6180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6197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6036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6104 偃師 米沙編繪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128 正義美食團 詠名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6135 至尊風流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6142 至尊風流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6920 至尊風流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6203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6210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6944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6227 空間守望者 阿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234 空間守望者 阿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241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258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7293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6265 尋武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272 尋武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289 罪妻 藍艾草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6838 罪妻 藍艾草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6845 罪妻 藍艾草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6326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6333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6340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6357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7095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6371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276388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27751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276401 金釵狀元 凌禎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6418 東廠相公 落筆吹墨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6432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6449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6456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6975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6463 人皇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6470 人皇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7231 人皇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6487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6494 蟒龍 無斷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6500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6517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6524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7132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6531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6548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7156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6555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6562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6579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6586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002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6609 聖靈王座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7040 聖靈王座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7064 聖靈王座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6593 聖靈王座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6616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276623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27746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27663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664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6678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6685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6692 帝訣 無語掄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6708 帝訣 無語掄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6722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6715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6739 武人傳: 妖三國 周鳥小說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746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6753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6760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76777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6807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814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906 符主 白蘿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415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7439 血路仙途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7484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77507 鍾馗: 鬼王事件簿 暮辰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8184 空間守望者 阿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679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948 God: 神啟末路 御我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9747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9754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0457 血焰縱橫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0792 悍仙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1362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860 GOD: 神啟末路 御我原作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423 竊鼎 花劍離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1645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0938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551454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139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5140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51621 劍聖行 白蒙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1577 萬亡之王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553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1584 奧術神座 愛潛水的烏賊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591 奧術神座 愛潛水的烏賊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690 猛男公寓 鳳烯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1294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300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324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2536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2543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348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2550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2567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720 聖賢歌 龍大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2055 聖賢歌 龍大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737 蜂舞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744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52079 雙修仙尊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2086 雙修仙尊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2031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2048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1799 鍾馗: 鬼王事件簿 暮辰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1836 悍仙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2093 悍仙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2116 丹武魔神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1850 丹武魔神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2109 丹武魔神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2123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2130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2147 掌控諸天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2154 掌控諸天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1935 黑手黨的世界: 完全聖典 黑手黨研究會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1973 舞弦者.紫 楚慕風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2178 舞弦者.紫 楚慕風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1959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2208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2215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1966 星武至尊 探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185 星武至尊 探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192 星武至尊 探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1997 花妖客棧 一枚銅錢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2000 花妖客棧 一枚銅錢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2017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024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2574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2222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2239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3552246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3552253 猛男公寓 鳳烯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260 影傀者 東邦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2277 奧術神座 愛潛水的烏賊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284 奧術神座 愛潛水的烏賊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291 萬亡之王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307 萬亡之王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314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321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338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2345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2352 竊鼎 花劍離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2369 竊鼎 花劍離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2376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2383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2390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2406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413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420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2437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2451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2468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2475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2444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248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5250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52512 天道公子 七月雪仙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2529 天道公子 七月雪仙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2581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598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038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045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2604 老婆是萌系漫畫家 こげどんぼ*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611 皇后無德 酒小七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2635 皇后無德 酒小七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2628 皇后無德 酒小七作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52642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458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2659 臺灣勇者協會T.G.G 玥主朽紅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465 臺灣勇者協會T.G.G 玥主朽紅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2666 血!!魔導 暮辰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673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680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472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489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269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70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519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526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53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727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734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496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502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2741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758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2765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564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564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571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772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2789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540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557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279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5362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5363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5364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52833 竊鼎 花劍離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2826 竊鼎 花劍離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2840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2857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3601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3618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3595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2864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2871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3588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2888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2895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2901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2925 雙修仙尊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2932 雙修仙尊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3403 雙修仙尊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2956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2949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2987 王子培育計畫 米契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2994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3007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3014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3663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3670 天命真書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3021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3052 穿越變蘿莉 白目幻夢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069 星武至尊 探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3076 星武至尊 探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3083 萬亡之王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3090 猛男公寓 鳳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3687 猛男公寓 鳳烯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3106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3113 影傀者 東邦原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694 影傀者 東邦原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120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3137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372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3731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3144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151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748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755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3168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3175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3700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3717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3182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原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漫畫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199 功夫少女 張廉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3205 功夫少女 張廉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3793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3212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3786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3236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3553243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3553250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267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380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3816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3281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3762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3779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3274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3298 這不是所謂的怪物養成嗎?上仙!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3304 舞弦者.紫 楚慕風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3311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892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328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922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335 醉琉璃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3342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359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953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960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366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373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908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915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380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397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939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3946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427 蜂舞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3434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441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3977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3984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3823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830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991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004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4417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3847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854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861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3878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3885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443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448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5070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401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028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035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042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4059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4585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406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5407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5408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55445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554844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55485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554103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097 王者之城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110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4127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608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134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141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158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462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165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4172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813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189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196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622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21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882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4202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226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4233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4240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4257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4264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271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4288 影傀者 東邦原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295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4318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4325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912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349 神魔變 白夜原作 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4356 血!!魔導 暮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4363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370 臺灣勇者協會 TGG 玥主朽紅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387 猛男公寓 鳳烯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394 黃泉之狩. 第二部, 光與闇 貓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400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479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4486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4714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493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4509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4646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516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4523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4660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4691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783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025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2573 臺灣畫家獲邀參加第11屆<>專輯 吳可文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132580 墜落的力量: 女性藝術家聯展 曾鈺涓, 吳妍儀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9445 1分鐘愛上管理學: 妙趣橫生的生活MBA 姚余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582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30天愛自己計劃 Olivia Toja(奧莉薇亞.圖佳)作; 周志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599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30篇變美麗筆記 喬伊.班朵(Joy Pinto), 茱莉.樂芙耶(Julie Levoyer),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作; 周志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605 法國女人送給女人的28天輕、淨、美手札 絲伍.貝兒潔(Sioux Berger),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作; 周志誠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46342 最新餐旅業會計暨稅務處理 張崇源, 張文秀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大哥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工商稅務

送存種數共計：394

送存冊數共計：901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3912 遍布微塵經典重現: 道德經-清靜經-心經 JS工作室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708 雷射牙醫101問 陳忠明等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5472 畫情.詩意: 林政伯油畫 瓷畫創作展. 2011 林政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235489 黃山心境 王慎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235496 高銘和典藏限量攝影作品 高銘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8602 實驗.樣本: 謝克安油畫作品集 謝克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59886 浩瀚之錫 逸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0156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660347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9, YES!這是箱庭的日常!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415 魔法禁書目錄SP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422 約會大作戰. 9, 轉變七罪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439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044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0453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3, 越野障礙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460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4, the missing childrenじん(自然の敵P)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484 噬血狂襲. 9, 黑劍巫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491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0507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作; 一二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0606 魔法科高中的優等生 佐島勤原作; 森夕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伊格森德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角川

臺灣心靈覺醒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世界臨床雷射醫學會



9789863660613 狗神煌Artworks貓毒HOLIC 狗神煌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712 美食吃飽飽: 東京 中川節子編輯; まめこ插畫; 薛佩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729 星際美男聯萌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0736 十王一妃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0743 初戀彗星 綾崎隼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750 Starting Over重啟人生 三秋縋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767 夏日時分的吸血鬼 石川博品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774 情色漫畫老師. 1, 妹妹和不敞開的房間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781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 成田良悟作; 正樹七十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0798 我將明日逝去,而妳將死而復生 藤まる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0804 重裝武器. 7, 亡靈們的警察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828 我的校園生活才正要開始! 岡本夕クヤ作; 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0842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0, 奮戰?員工旅遊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859 我的勇者 葵せきな作; 洪奇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0866 驚爆危機ANOTHER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0873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9, 寂寥的狂想曲隅沢克之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0880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0897 異褲星人大作戰 為三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0903 惡魔高校DxD. 16, 課外教學的晝行者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910 樂聖少女 杉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0927 美食吃飽飽: 京都 吉田志帆編輯;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934 無法掙脫的背叛深紅思慕之盡頭 小田切螢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941 星語者.看得見星星的店 Chiya繪; 柯晗, 易莎編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958 芒神 奕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0965 大仙術士李白 葉明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0972 小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あかりりゅりゅ羽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0989 惡魔高校DxD 石踏一榮原作;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 Kosara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0996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松本手毬漫畫; 喬林知原作; 莊湘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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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016 戰姬絕唱SYMPHOGEAR 上松範康, 金子彰史原作; 吉井ダン漫畫;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023 狐狸惡魔與黑色魔導書 橘由宇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030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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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054 女孩進行式 龍炎狼牙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061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竜ノ湖太郎原作; 七桃りお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078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1085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1115 喜歡.一個人: 原創小說 李婉榕原創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122 料理男子的優雅廚房: 稻村健司KENJIの和風美食秘密書稻村健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139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146 帕納帝雅異譚. 1, 英雄的潘朵拉 竹岡葉月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153 今日開始兼職四天王!: 網遊裡的她是大魔王 高遠豹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160 魔法工學師 秋ぎつね作; 余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177 F級的暴君. 1, 墮落天才的凱旋 御影瑛路作; 張信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184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191 天魔黑兔. 13, 最後的學生會 鏡貴也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207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1214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221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24, life is goodbye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238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661245 Overlord. 3, 鮮血的戰爭少女 丸山くがね作; 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252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269 我的狐姬主人 春日みかげ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1276 紳堂副教授之帝都異聞錄. 2, 才媛篇 愛德華.史密斯(Edward Smith)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283 RDG6瀕危物種少女: 向星夜許願 荻原規子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290 偽偵探.偽女僕.真詐欺師 阿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306 天能士: 雨男 阿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313 公主幫幫忙 愛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320 戰勝Google、Apple的終極武器: CEO告訴你雲端時代的致勝關鍵角川歷彥作; 黃薇嬪,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337 十王一妃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863 十王一妃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1344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原作; 大庭下門漫畫;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351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368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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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1382 有點可愛的女子高中拷問社 深見真原作; α ˙アルフライラ漫畫;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399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40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妖精之舞 川原礫原作; 葉月翼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412 戀人的甜蜜客房服務 高城リョウ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429 槍械少女!!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1436 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ジガノガク漫畫; 黃任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661443 不請自來的戀情 青井陽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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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467 魔劍姬! 武田弘光漫畫;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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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481 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合鴨ひろゆき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498 小泉麻將傳說 大和田秀樹漫畫;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1504 只有你能夠碰觸我 麻斗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511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528 熟男不及格 こうじま奈月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535 學生會的一存. 乙 葵せきな原作; 水島空彥漫畫;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542 青春紀行 竹宮ゆゆこ原作; 梅ちゃづけ漫畫;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559 迷幻藥局DRUG&DROP Clamp漫畫;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566 古書堂事件手帖 三上延原作; ナ力ノ漫畫;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1573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乙 竜ノ湖太郎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580 春姊對我XX的理由 大見武士作;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597 最後流亡: 沙漏的旅人 ムラオミノル漫畫; GONZO原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603 幸服社! あっつん作; Hikaw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610 Gundam ex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1634 いとうのいぢ畫集: 結: 遮那 いとうのいぢ作; 高橋彌七郎原著.監修.贈稿; 黑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641 2: 從0開始 野崎まど作;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658 2: 終結於2 野崎まど作;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665 黑色子彈. 7, 世界變革的子彈 神崎紫電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672 不完全神性機關伊莉斯. 4, 勝率0.08%的戰女神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689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1696 機關鬼神曉月 榊一郎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726 小惡魔緹莉與救世主!? 衣笠彰梧作; Sei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733 我的媽媽變回17歲! 弘前龍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740 絕對雙刃. 5, 闇夜銀狼,光之深淵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757 加速世界. 16, 白雪公主的假寐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764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黃種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771 青春紀行. 8, 冬之旅 竹宮ゆゆこ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788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79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4, Alicization uniting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818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825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持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832 魔王女孩與村民A. 7, 鬧劇Everyday 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849 星際美男聯萌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856 且試天下 傾泠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1870 美食吃飽飽: 大阪 力夕ノト乇コ, 曾束政昭著;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887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894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1894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1900 妖狐日和 澤野明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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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1924 壞心眼的好色戀人 相葉キョウコ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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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1948 閻魔大王的數珠調教 aivan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955 蜥蜴王 入間人間原作; 守月史貴漫畫;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962 約會大進擊 DATE AST LIKE 橘公司原作; 鬼八頭かかし漫畫;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1979 黑色子彈 神崎紫電原作; もリのほん漫畫; kosar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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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993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006 猜謎王 杉基イクラ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2013 狐仙的戀愛入門 よしだもろへ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2020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662037 天降之物 水無月すう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62044 死神大人與四位女友 巢山真原作; CHuN(Friendly Land)漫畫;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051 用磅蛋糕模型,52種法式點心輕鬆搞定: 輕鬆製作磅蛋糕、法式鹹蛋糕、布丁等幸福甜食若山曜子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068 美食吃飽飽: 福岡.九州 いしいまき, 山田陽子著; 陳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075 裹京都案內 抹茶糰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082 笨蛋全裸向前衝 入間人間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099 永遠虹路 綾崎隼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105 古書堂事件手帖. 5, 栞子與心手相繫之時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112 東方大小姐的S女教室 非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129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2136 蟲之歌. 14, 歌頌夢想的蟲群 岩井恭平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2143 噬血狂襲. 10, 玄冥神王的新娘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167 我將在明日逝去,而妳將死而復生 藤まる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2174 約會大作戰. 10, 天始鳶一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181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5, the deceiving じん(自然の敵P)作; 佐家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198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2204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2211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2, 中二病也想當魔女! 曉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228 以愛為名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235 以愛為名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242 6天6人6把槍: 1/6 入間人間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266 一人份料理 渡邊麻紀作; 林靖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303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2310 因為天空灰灰的 阿都共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2327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2334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2341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1, 復仇機械 Bradley Bond+Philip.N.Moreze原作; 余湖裕輝漫畫; 林哲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358 我的學妹哪有這麼可愛! 伏見つかさ原作; いけださくら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365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2372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389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2396 JA元氣姊妹下田去! 鳴見なる＋協力, 唐花見コウ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2402 Fate/Kaleid liner 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419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2426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433 東京闇鴉 あざの耕平原作; 鈴見敦漫畫; Iren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2440 CODE GEASS雙貌的OZ 東條チ力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457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 Zun原作; 春河もえ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464 艾蕾卡7 AO Bones原作; 加藤雄一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2471 與你意亂情迷 高永ひなこ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488 Love stage!! 影木榮貴原作; 藏王大志漫畫;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495 魔王勇者: 前往山丘的彼方 橙乃ままれ原作; 峠比呂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2501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2518 祕密情事遊戲 櫻城耶也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2525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昭二, 大黑尚人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2532 Tiger & Bunny Sunrise原作; 榊原瑞紀漫畫; 思若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2549 新世紀EVANGELION福音戰士 Khara.Gainax原作; 貞本義行漫畫;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62556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2563 機動戰士鋼彈UC「帶袖的」機工長是詩人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白石琴似漫畫; 鄭人彥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570 魔法他與她 児玉樹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9689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4年 Yew-Khoy Chuah, Liang-Han Chien[主編]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80443 獅子的爪子 柯南.道爾原著; 陳秋帆改寫; 游柱郎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450 神祕的人像 柯南.道爾原著; 陳秋帆改寫; 宇有福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467 惡魔的腳 柯南.道爾原著; 趙長年改寫; 宇有福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504 虎牙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528 擠一擠電車 薰久美子作; 加藤陽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535 噓!雪人電車來了 薰久美子作; 加藤陽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559 好餓好餓的魚 菅野由貴子文.圖; 朱燕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566 電車來了噹噹噹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573 中國神話 東方編輯部改寫; 林保淳導讀; 張麗貞內頁插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603 狗狗好愛書 露易絲.葉慈(Louise Yates)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641 狗狗愛畫圖 露易絲.葉慈(Louise Yates)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86

送存冊數共計：189

臺灣冷凍空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1222 泌尿疾病實用衛教手冊 黃一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809 文化臺灣 富足永續: 第一批臺灣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圖典臺灣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4825 Canon攝影馬拉松紀念冊. 2013 臺灣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DCView數位視野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14238 香港.澳門地鐵遊. 2011-2012年 メディアポルタ編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4405 異能殺機 田口健二作; 米沽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5099 超萌!高校生同居日記 やまぶき綾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6010 秒速五公分 新海誠原作; 清家雪子漫畫;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7031 羔羊的異色寓言 梅澤俊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17222 屬於我的你 柚谷晴日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7710 王的苦惱 吉田珠姬原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7789 黑小柴豆和托爾斯泰的離家出走 Kim Sukwon, 渡部祥子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7796 青小柴豆和阿拉巴馬的隕石 Kim Sukwon, 渡部祥子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7802 小柴豆: 毛小柴豆和阿拉斯加的冰箱 Kim Sukwon, 渡部祥子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7857 小柴豆可愛小物手作BOOK　 主婦與生活社編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7864 用羊毛氈做出蓬鬆小貓咪 服部綠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34 惡靈古堡: 瑪爾哈維的慾望 Capcom原作; 芹澤直樹漫畫;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3618 囚人與紙飛行機: 少女難題 猫ロ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4288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14349 蒼穹女武神 橘公司作; K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佳能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臺灣泌尿科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



9789863314141 肉食上司的調教方式 砂床あい原作; 麻生海漫畫;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158 初戀柀端 水渡ひとみ原作; Quinc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189 帥氣的好色課長 七海原作; jwholi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219 戀愛Paradox 天王寺ミオ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4257 相機女孩漫遊東京 桐木憲一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4264 靈視少年乃亞 米原秀幸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4301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14387 順風而起 鈴木敏夫著; 鍾嘉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4431 水木茂的日本神怪圖鑑 水木茂原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455 蒼穹女武神 橘公司作; KO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4509 錯位記憶 夏目維朔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4516 下弦之月夜物語 富士山豹太作;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4523 極道達令 藤河るり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530 傾訴寂靜 野守美奈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547 即使長大成人也不懂 鷹丘志成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561 放蕩兒子和看護人 桐祐キヨイ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639 金曜日的凶夢 夜光花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646 低溫毛毯 國枝彩香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4684 戰車大圖鑑: 進入『少女與戰車』的世界 Model Graphix編輯部編;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714 美味可愛又簡單!孩子最愛造型壽司110款 飾巻子著;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769 戀上同人作家 猫野まりこ原作; jwholi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783 奇異太郎少年的妖怪畫日記 影山理一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4790 星宿公子 戰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06 祕蜜: 黑之誓約 ひとしずくP作; 貓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13 秘密警察FILE. 1, Escape 石沢克宜作; 吳宓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20 蒼穹女武神 橘公司作; KO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4837 吃掉死神的少女 七沢またり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4844 愛因斯坦玩邏輯. 9 愛因斯坦研究會編著; 游婷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68 高校入試 湊佳苗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75 粉辣數獨. 中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徐聖維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4882 用科學方式輕鬆懂曆法: 1週為什麼有7天?24節氣怎麼來?片山真人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99 蔬菜麵包教科書: 日本名店主廚傳授 米山雅彥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851 不只是傳奇!圖解全能天才達文西 杉全美帆子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05 萌翻了!1000個可愛插畫大公開 成美堂出版編輯部編; 游婷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12 辭職前該做好的24個準備 平秀信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29 61道極品美味x獨門調理技法: 燒烤店的內臟料理石井宏治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36 回憶中的瑪妮 瓊安.G.羅賓森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43 沒用的大人 楢崎寧々子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50 低溫毛毯 國枝彩香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4967 穿越!紅女神騎士團 諸星崇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4974 朝長隆太郎淫亂的日常 北沢きょう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81 腹黑醫生喜歡大型犬? むつきらん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4998 不被允許的愛情 ホ一厶ラン・拳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001 我的女朋友喜歡女生 門地かおり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018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15025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15032 歡愉閨房 高岡ミズミ作; 張大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049 靈狩者遊戲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5056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063 錯位的青春 淺野一二0作; 涂博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5070 我就是你最好的特效藥 黑木えぬこ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087 冷光 木原音瀨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094 單戀主義 天城れの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00 在玄關之前 CJ Michalski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17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15124 回憶中的瑪妮(漫畫版) 瓊安.G.羅賓森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5131 回憶中的瑪妮(漫畫版) 瓊安.G.羅賓森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5148 超人氣麵包師傅傳授不敗開店術 西川功晃, 西川文著;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55 擄獲人心！黃金說話術 野呂映志郎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62 仿舊工法.輕鬆打造復古風家具與庭園 伊波英吉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79 揭開文藝復興大師們的神祕面紗: 誕生自黑暗的輝煌年代!杉全美帆子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86 我家也是小餐館!: 中.西.日式經典家常菜150道 田中伶子著;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193 愛因斯坦玩邏輯. 10 愛因斯坦研究會編著; 游婷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209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安泰穗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15216 超萌美少女姿勢集: 從全身細節到整體構圖,全方位解析超萌元素相田麻希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223 鑄鐵鍋變魔法: 美味燉煮料理64道 堤人美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230 奇幻不思議!3D繪畫技法入門 Omake-Tarafukusya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247 醜比頭大百科: 奇異的生態圖鑑 名畑俊孝作; 何姵儀, 林昆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15254 新種發現!醜比頭大研究 名畑俊孝作;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261 簡單又可愛!療癒系手編小物 Boutique社編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278 蘿莉公主大人的建國日誌 箕崎准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285 蒼穹女武神 橘公司作; KO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5292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15308 愛上壞壞的王子 櫻賀明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315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599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5322 心: 再會 石沢克宜作; 吳苾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339 吉石駕到 李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5346 澪之料理帖: 八朔之雪 高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353 Fire◎Flower各顯特色的多彩生活 雨宮ひとみ作; 猫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360 地獄公主與王族召喚師 百瀨ョルカ作; 吳苾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377 Running food!世界美食大進擊 西川治著;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384 秋冬必備!怎麼穿都顯瘦的編織單品20款　 NHK出版編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391 細訪千年古都之美: 從神社寺院到劇場展館,深度剖析關西四大城市建築大川三雄等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407 騎士封神榜: 黑暗時期的不敗榮光 宮木冬子, TEAS事務所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421 愛因斯坦玩邏輯. 11 愛因斯坦研究會編著; 游婷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452 沁入心扉的激情 羽柴みず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469 回憶中的瑪妮: 故事書 瓊安.G.羅賓森原作 初版 精裝 10

9789863315476 新.詐欺獵人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15483 不能說是情 榎田尤利原作; 町屋はとこ漫畫; jwholic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5490 回憶中的瑪妮: 原著小說 Joan G Robinson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06 召喚幸福的祕訣: 手編幸運繩178款 Boutique社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13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15520 曼谷地鐵遊. 2015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37 創意日式家常料理: 米其林主廚私傳食譜 村田明彥著;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44 Mr. secret floor: 炎之王子 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niw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75 我的後宮王國 楠桂作;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82 澪之料理帖: 落花之雨 高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605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15650 HK情義無間 松岡夏輝原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681 臥底威龍外傳: 狂蝶之舞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728 東京地鐵遊. 2015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35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15742 努力工作≠會工作!: 比別人厲害100倍的關鍵執行力鳥原隆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59 模型教科書: 初學者絕對要擁有的入門聖經 模型的王國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66 一匙的幸福配方: 調味料效能&應用食譜大公開松田美智子著;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73 做情緒的主人:成功整理心情亂流,排解負面壓力,人生可以更快活宝彩有菜著; 林昆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80 礦物收藏誌: 礦物收藏家的壓箱寶大公開 青木正博監修;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97 享受吧!一個人的美味時光: 經典法式料理44道 平野由希子作; 劉玫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803 漫畫家構圖設計: BL愛愛姿勢集. 2 新書館Dear+編輯部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810 色香味俱全!35道煙燻料理輕鬆做 黒田民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37908 International and external demotivating factors: in Taiwanese secondary English educationChen, Kate Tzu-Ching, Chen, Joyce Pin-Y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953 中級會計學(IFRS版) 徐惠慈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7960 English for life: Reading. A2 Pre-intermediate Anna Osbor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977 教會計學的經驗分享: 以Stice et al.(2014) Financial Accounting: IFRS Editon為例杜榮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984 作業系統精論 Abraham Silberschatz, Peter Baer Galvin, Greg Gagne原著; 駱詩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991 應用線性代數 楊精松, 莊紹容, 吳榮厚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004 Internet@English.EFL Massoud Moslehpour編著 4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307 妳的倩影: 黃圻文情詩精選集 黃圻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863 臺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全人教育集刊 劉振仁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25

送存冊數共計：136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音.悅工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4834 科學傳播論文集 莫季雍, 柯舜智, 王燕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844834 科學傳播論文集 莫季雍, 柯舜智, 王燕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7959 從土地長出的智慧: 1981-1997宜蘭新地景運動圖錄潘寶珠編撰 首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404 步道常見100種原生植物圖鑑 陳世揚等撰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322 太魯閣人: 耆老百年回憶. 男性篇 田貴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39 臺灣原住民族自然資源運用與永續發展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39 臺灣原住民族自然資源運用與永續發展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97131 ICD-10-CM/PCS分類規則彙編 賴淑芬, 范碧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02632 商用統計學 Groebner, Shannon, Fry原著; 沈冠甫等編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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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科普計畫辦公室



9789862802694 機械設計 Robert L. Mott原著; 廖洺漢, 謝秋帆, 嚴孝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748 電子學: 裝置與電路精析 Robert L. Boylestad , Louis Nashelsky原著; 卓中興, 黃時雨譯; 洪啟強改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5918 菩薩蠻: 為聲樂獨唱與管弦樂而作 張先(992-1039)詞作; 陳祖澤作曲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35948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陳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035979 健康快樂活到100歲:12種人生幸福祕訣 辛德勒(John A. Schindler)文; 朱恩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0359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529036 憲政論: 憲政變遷與體制改革 黃炎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531 水交社記憶 蕭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531 水交社記憶 蕭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593 雍正傳 馮爾康著 臺二版 精裝 1

9789570529609 曼古埃爾論閱讀: 從愛麗絲談起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著; 宋偉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616 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汪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623 未央歌 鹿橋著 臺四版 精裝 1

9789570529647 令人懷念的胡宗南將軍 胡為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661 允執其中: 朱高正六十自述 朱高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29678 謀殺耶穌 比爾.歐萊利(Bill O'Reilly), 馬丁.道格(Martin Dugard)著; 陳維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692 當代西方思想的困局 勞思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現代樂團



9789570529708 人渣文本的政治倫理學 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715 浪遊日記: 穿越祕魯古文明之行 柯姿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722 臺灣.能.革命: 綠能大國或核災難民的選擇 方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739 門廊上的嬰兒鞋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席玉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746 亦俠亦狂一書生：夏志清先生紀念文集 姚嘉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777 畫家米羅綁票記 保羅.哈托(Paul Hartal)著; 曾建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203 野鳥.臺灣: 臺灣特有鳥類秘笈 李平篤撰文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307 詩的音符在跳躍 陳贊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505 神岡週記 楊禎褘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1257 聖母瑪利亞在中國 代國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0459 勞動學導論 陳繼盛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勞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神岡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臺灣野鳥保育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2705 Alexander 手術全期護理: 實務基礎 Jane C. Rothrock, Donna R. McEwen原著; 伍雁鈴翻譯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052774 人體解剖學圖譜 Frank H. Netter原著 第六版 精裝 1

9789865666583 呼吸照護解剖與生理學: 臨床實務的基礎 Will Beachey原著; 彭逸豪, 高上淨翻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6590 人體臨床影像解剖指引 Marios Loukas, Brion Benninger, R. Shane Tubbsy原著; 柯翠玲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6606 如何精熟高階OSCE考試 李石增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613 OSCE實例的運用及剖析 李石增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637 小動物急救手冊 Signe J. Plunkett原著; 陳珊蒂等編譯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6682 醫務社工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王嘉瑋等作; 林口長庚醫院社會服務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6729 物理治療導論 Michael A. Pagliarulo原著; 李映琪編譯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7110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張思敏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0649 軟性電路板與組裝要項測試準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6959 農民之會 林美芳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719 童樹、童話、愛樹篇 曾子瑋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樹保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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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12821 提昇臺灣花卉育種實力研討會專刊 吳安娜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4213 網路多媒體電子商務與案例實習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306 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目的拘束原則之探討 呂信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313 專利代理實務 蔡鴻文, 王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337 專利行政救濟法規. 下, 專利行政救濟 王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5344 國際司法互助法規與裁判要旨彙編 楊婉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516073 爭論中的莊子主體論 詹康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7110 隨緣筆記: 法辭隨講 陳菱瑩主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1374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摘要與全文光碟. 2014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禪心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論證

臺灣園藝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423 臺灣聲學學會103年會員大會暨第二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3306 一起來潮聖. 2012 吳妮臻撰文; 吳儷嬅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33060 國際醫學資訊聯合會(JCMIT2014)論文集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8731 奇蹟之美: 世界遺產、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與可愛小品特展專輯. 十四趙宗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322 臺灣護理學會百周年紀念特刊.1914-2014 彭美姿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406 味蕾旅行: 塔吉鍋X燉鍋的周遊世界料理60道 張秋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94747 國學珍籍彙編: 左傳義法 (清)方望溪口授; 王兆符傳述 再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質人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

臺灣聲學學會



9789579194754 詩學指南 (清)顧龍振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94761 老子翼 (明)焦竑撰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94785 歷代名畫記 (唐)張彥遠撰; (明)毛晉校訂 再版 精裝 1

9789579194907 東坡事類 (清)梁廷枏撰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194952 中國哲學思想要籍. 續編: 長短經 (唐)趙蕤撰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9194969 太平天國戰記 (清)杜文瀾纂輯; (清)白雲山人繪圖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194976 文章指南 (明)歸有光評選 三版 精裝 1

9789579194983 藝海微瀾: 一名禪與詩 巴壺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94990 讀書雜誌 王念孫撰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4006 青樓韻語 (明)朱元亮輯注校正; (明)張夢徽彙選摹相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013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020 因明大疏刪注 熊十力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54037 尚書大義 唐文治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044 史料四編: 長春真人西遊記注; 蒙古律例 王國維注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05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釋慧立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150 琉球國志略 (清)周煌輯 再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907 夢迴鷺江濱 蘇林華著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3606 墨池清興: 十秀十朋書法展 楊玉如, 鄭錦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424 打造透亮美白肌的魔法書: 黑出去.白回來!小資女的抗日大作戰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455 孩童護眼抗藍光專刊(粉藍版)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462 孩童護眼抗藍光專刊: 驚!你的孩子每天接觸多少3C藍光?你知道嗎?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歐比特國際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盤石十朋



9789869060486 躲貓貓: 彩虹王國大探險 Sophie Bayen, Samuel Goutebelle編; Clementine Derodit繪圖; 江佳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0493 躲貓貓: 森林歷險記 Sophie Bayen, Samuel Goutebelle編; Clementine Derodit繪圖; 江佳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6405 詹惟中2015年農民曆: 風水流年大開運 詹惟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013 歪仔歪詩 楊書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9167 生存任務: 毒蠍的沙漠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潘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181 陰屍路. 6, 殘破人生 羅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原著; 查理.艾德勒(Charlie Adlard)繪圖; 陳婷君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198 陰屍路. 7, 風暴前夕 羅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原著; 查理.艾德勒(Charlie Adlard)繪圖; 陳婷君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204 陰屍路. 8, 備受煎熬 羅伯特.柯克曼(Robert Kirkman)原著; 查理.艾德勒(Charlie Adlard)繪圖; 陳婷君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211 生存任務: 老虎的足跡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鄭智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242 雷神索爾. 2: 黑暗世界. 電影故事繪本 艾莉森.洛威斯坦, 湯瑪斯.帕拉修改編; 陳思穎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259 雷神索爾. 2, 黑暗世界電影小說 米高.薛紀(Michael Siglain)改寫; 向淑容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280 法拉利: 一則稱霸F1賽道的義大利傳奇 羅貝托.波涅多(Roberto Bonetto)著; 向淑容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297 美好的一天: 愛米粒的塗鴉世界 愛米粒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303 千年難題: 七個懸賞一百萬美元的數學謎題 齊斯.德福林(Keith Devlin)著; 沈崇聖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10 面對冰凍之洋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榮莒苓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27 戰勝癌症: 啟動自身療癒能力的無毒療法 羅伯特.戈特(Robert Gorter), 埃里克.佩珀(Erik Peper)著; 黃琳等合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34 貨幣之王比特幣 嚴行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41 在那女人必須蒙面的國度: 一位女醫師在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行醫紀實坎妲.艾哈邁德(Qanta A. Ahmed)著; 李見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58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幕後製作 強-克里斯多夫.卡斯特里(Jean-Christophe Castelli)作; 徐慧馨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365 美國隊長. 2, 酷寒戰士: 電影故事繪本 亞當.戴維斯(Adam Davis)改寫; 榮恩.林(Ron Lim), 肯.史密斯(Cam Smith), 李.杜伊(Lee Duhig)繪圖; 克里斯多弗.馬庫斯(Christopher Mark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72 美國隊長. 2, 酷寒戰士: 電影小說 艾莉森.洛威斯坦(Allison Lowenstein), 湯瑪斯.帕拉修(Tomas Palacios)改寫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89 蜘蛛人驚奇再起. 2: 電光之戰: 電影故事繪本 左馥瑜主編 ; 陳思穎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396 蜘蛛人驚奇再起. 2: 電光之戰: 電影小說 布列坦妮.坎鐸(Brittany Candau), 那奇.瑪爾森改寫; 傑夫.平克納, 艾利克斯.柯茲曼, 羅伯托.奧齊編劇; 連舒婷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02 麗晶酒店. 首部曲, 生存與背叛 吳婷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19 無期徒刑 吳婷婷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賣田



9789865949426 星際異攻隊: 電影故事繪本 湯瑪斯.帕拉修(TOMAS PALACIOS)改寫: 陳思穎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33 星際異攻隊: 電影小說 克里斯.耶特(CHRIS WYATT)改寫: 連舒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71 全球文化戰爭 弗雷德瑞克.馬泰爾(Frederie Martel)著; 林幼嵐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3738 佛教日用行持教材 養正堂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938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8冊 2

9789869095945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8冊 2

9789869095952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8冊 2

9789869095969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8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1915 賞茶則: 翁明川賞茶則論述&竹雕茶器作品 翁明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71908 賞茶則: 翁明川賞茶則論述&竹雕茶器作品 翁明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71939 餘事唯茶: 翁明川/翁偉翔父子竹雕茶器創作展 翁偉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1939 餘事唯茶: 翁明川/翁偉翔父子竹雕茶器創作展 翁偉翔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71946 餘事唯茶: 翁明川/翁偉翔父子竹雕茶器創作展 翁明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1946 餘事唯茶: 翁明川/翁偉翔父子竹雕茶器創作展 翁明川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93021 後花園種種 陳在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緣投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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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樂竹齋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養正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504 血色禁藥. 1, 龍王的人形藥引 一世風流作 平裝 1

9789869010511 海王奴姬. 1, 女僕正值叛逆期 周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528 天下為媒. 上, 潛龍戲鳳 西樓小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535 血色禁藥. 2, 魔王級求愛軍團 一世風流作 平裝 1

9789869010542 海王奴姬. 2, 女僕的華麗變身 周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559 天下為媒. 下, 真龍迎鳳 西樓小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566 盛世帝妃. 1, 鴻鵠展翅 墨染流雲作 平裝 1

9789869010573 盛世帝妃. 2, 盛京風雲 墨染流雲作 平裝 1

9789869010580 盛世帝妃. 3, 風雨同行 墨染流雲作 平裝 1

9789869010597 盛世帝妃. 4, 患難真情 墨染流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17592 人生覺旅: 體驗行銷行走 蔡翠旭著 13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654 瘟疫與霍亂 派翠克.德維爾(Patrick Deville)著; 林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678 彈塗時光 楊美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685 美麗與哀愁: 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307 街頭守門人: 臺大新聞E論壇反黑箱服貿運動報導紀實新聞E論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321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 詹文碩, 陳以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314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 詹文碩, 陳以禮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808 樂拼英拼讀系列: 字母與其他組合發音 黃筠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5815 劍橋兒童檢定複習教材: 文法總複習 黃筠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樂拼英文教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城

澄林文化



9789868952676 全民英檢中級核心字彙&攻略練習 Yen Yen Chen作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037 痛、悶、累Out!: 一按就有感的舒緩按摩法,你就是自己最好的醫生藥日本堂監修; 陳欣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068 令人怦然心動的女神穿搭 潮客風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082 零基礎也OK!簡單學會的百變美甲術 將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86550 狼君在身邊 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567 才不希罕當皇妃 谷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574 總裁達令 棠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581 訂作一個總裁 連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598 租個祕書 于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04 小資女生存之道 辛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11 夫君說的是 唐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28 報恩真是難 向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35 總裁,非誠勿擾 紀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42 馴服總裁 洛彤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59 豪門見習中 安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66 東京邂逅 棠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673 「公主」的清純 朱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80 只跟總裁純交易 于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97 總裁狂徒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03 愛你永不悔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10 哪有醬的主子!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27 宅妹大變身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34 總裁只要一夜情 衣浣[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41 總裁不是我的菜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58 真實謊言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鄭媛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潮客風



9789862786765 假裝我倆是達令 洛彤[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72 青樓也有真感情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89 粉想跟總裁曖昧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796 男神在我家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02 其實沒在愛總裁 于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19 天菜總裁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26 總裁粉腹黑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33 格格才是真愛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40 打工妹也有春天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57 霸主奪愛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64 這個暖男有點冷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71 總裁設的局 洛彤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88 秘書情婦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895 總裁危情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01 小秘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313 臺語詩酒360 蔡澄甫著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704 竹灣風情: 兒童彩繪社區故事 顏冠旻等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339 傳承半世紀 璀璨菓葉情: 澎湖縣菓葉國小五十週年校慶專刊許俊達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澎縣竹灣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澎縣菓葉國小五十週年校慶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澄富電腦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21321 臺灣學生作文演講參考書 陳老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21345 白話(弟子規)順口溜課本 陳老師作 平裝 1

9789866621352 孝經順口溜國中課本 陳老師作 平裝 2

9789866621451 金剛經六祖口訣 六祖惠能大師原註 平裝 2

9789866621468 誠一之道 鳳邑誠心社明善堂著 精裝 2

9789866621475 珍藏心經精解 無垢子註解 平裝 1

9789866621482 陳老師網路腦筋急轉彎猜謎語、歇後語、雙關語函授學校教學課本陳老師作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621499 儒門通義 螺陽廣興宮興德堂編輯 精裝 第6冊 2

9789866621505 醒世人語 陳志明編撰 平裝 2

9789866621512 金光明經 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譯 平裝 1

9789866621536 幽默大師陳老師手機Line笑話課本 陳老師作 平裝 2

9789866621543 惻隱之心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1550 金剛經論 釋迦牟尼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2908 五專數學 徐遠雄, 李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4503 妳值得更美: Roger的第一本美麗方法書 鄭健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4510 女孩的家設計 楊欣樺, PPY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835 只能在京都遇見的二十三家書店 玄光社編輯部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儂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0

慧意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40158 果醬女王之法國藍帶級甜點 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189 蔣偉文的幸福廚記 蔣偉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219 法國甜點家中出爐 陳芓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240 傅培梅的中國名菜精選 傅培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257 18個經典名方調養常見病 吳聖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264 食物是你最好的保健品 張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271 小家幸福滋味出爐!用鬆餅粉做早午餐X下午茶X派對點心高秀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288 甜點女王: 50道不失敗的甜點秘笈 賴曉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40301 麵包機的幸福食光: 麵包糕點ⅹ果醬優格健康美味零失敗呂漢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18 中華佛齋: 六大千年名寺最天然的養生食譜 張云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25 75種讓蘋果跟馬鈴薯apple&potato更好吃的方法 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32 秋天的養生湯水 周承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49 幸福月子餐: 65道滋養料理 林慧懿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56 秋香老師的美麗養生方 林秋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70 西餐大師: 新手也能變大廚 許宏寓, 賴曉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63 造型兒童餐: 88種超萌料理,讓孩子天天都想帶便當!古露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87 300道養生老火湯: 天天喝湯、暖胃健康 黃遠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394 老火湯: 養生保健: 從一碗湯開始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00 甜點女王2法式甜點: 甜點女王的零失敗烘焙祕笈,教你做54款超人氣法式點心賴曉梅, 鄭羽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17 中醫博士敎你煲養生湯品 張群湘, 余倩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24 香噴噴烤箱菜 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5597 美國葡萄酒 Jancis Robinson, Linda Murphy著; 王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696 VOGUE百年時尚專題系列: 禮服 Jo Ellison著; 楊憶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702 向巴黎夫人學品味: Madam Chic的20堂優雅生活課珍妮佛.L.斯科特(Jennifer L. Scott)著; 喬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719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范毅舜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5726 Harumi的幸福家庭料理 栗原晴美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788 3分鐘讀懂霍金: 進入霍金人生、理論、影響的時空旅程保羅.派森(Paul Parson), 蓋兒.迪克森(Gail Dixon)著; 楊琬晴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積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0175 蘿鈴的魔力. IV, 信徒,生命的餘響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0168 裝在口袋裡的爸爸. 3, 魔力金鑰匙 楊鵬作; 鄭凱軍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182 趣味知識小百科. 6, 動植物篇: 蚊子血真能造出恐龍嗎?大米原創, 雨霽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199 穿越時報. 3, 秦漢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05 紫色的貓 金曾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12 白鴿子的夢 殷健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29 穿越時報. 4, 三國兩晉南北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36 裝在口袋裡的爸爸. 4, 天才製造機 楊鵬作; 鄭凱軍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43 我的夢想: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一屆 龍圖騰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6644 字音字形競賽最新排行榜 蔡有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51 競賽作文優勝解密. 國小組 賴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75 校園勵志讀本. 1, 一顆顆星星都是愛 賴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682 校園勵志讀本. 2, 小風箏大志向 賴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84730 國中資優數學總複習 陳惠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9233 董顯光自傳: 報人、外交家與傳道者的傳奇 董顯光原著; 曾虛白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271 取書包,上學校: 臺灣傳統啟蒙教材 黃震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288 立法院風雲錄 羅成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295 你也能當包青天: 古代犯罪偵查實務與理論 鄒濬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生文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送存冊數共計：6

龍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螢火蟲



9789865729318 留法舊事 李在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25 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 薛觀瀾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32 重看民國人物: 從張愛玲到杜月笙 蔡登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49 北洋軍閥: 潰敗滅亡 畢澤宇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56 北洋軍閥: 雄霸一方 薛大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63 論漢譯<>的文本與思想特色 蔡孔章作 平裝 1

9789865729370 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 汪希文回憶錄 汪希文著; 蔡登山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87 貪官腐事年年有，民初北洋特別多: <>與<>合刊劉以芬, 費行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394 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 越南戰爭序曲 唐向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24 玫瑰的盛開與凋謝: 冰心與吳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王炳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55 塵土上的陽光: 海軍左營眷村憶往 駱雄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62 清宮秘史: 十葉野聞 許指嚴著; 蔡登山編 平裝 1

9789865729479 宇宙心論 黃鶴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0729 買在起漲點 董鍾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20736 賣在起跌點 董鍾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20743 分析師關鍵報告. 2, 張林忠教你程式交易 張林忠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1070 高中1年級: 基礎生物(全). A 姜孟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087 高中1年級: 基礎生物(全). B 姜孟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094 高中二年級: 基礎化學(全). A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00 高中二年級: 基礎化學(全). B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17 高中一年級: 基礎地球科學(全) 鄧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24 高中一年級: 基礎化學(全)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盧安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知識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820 荷風蘭韻 孫少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3901 死神的浮力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925 屍者的帝國 伊藤計劃, 圓城塔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932 火之路 松本清張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43949 火之路 松本清張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43956 死神的精確度 伊坂幸太郎著; 葉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43963 假面舞會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970 為了賴子 法月綸太郎著; 黃永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987 所羅門的偽證. III, 法庭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43994 所羅門的偽證. III, 法庭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1015 赫眼 三津田信三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022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1039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124 順著流走,在自然中: 郭娟秋個展. 2014 彭宇薰策劃編輯 平裝 1

9789865733131 打鐵趁熱: 董振平公共藝術 董振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30431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八冊, 四年級下學期 王淑芬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和美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9789869106603 食品營養專業英文導讀 段盛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400 臺灣50現代藝術.現代畫展 現代水墨展 徐建宇, 劉蔚霖, 沈欣穎文字撰述; 沈欣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417 臺灣土地開發公司典藏: 回顧過去.創造未來.典藏時代脈動王紹中等文字撰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2168 紫微斗數祕笈 李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61617 Dharma as water: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volume 2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6661655 誠實的商人: 證嚴上人說故事(中英對照) 釋證嚴講述; 劉建志繪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661679 年年三好三願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1693 Jing si aphorisms: the fundamentals of virtue. Pillars of world peaceShih Cheng Yen[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6531 日治時期臺灣師範學校書法教育 葉碧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685 一介草民: 楊平YP創作集. 2014 楊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64630 理性的直覺 紀嘉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64647 空間角落: 測量親密: 臻品24週年建築&藝術策劃展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築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4892 驚心計 紫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135 王爺老實點 琯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96 下堂千金 雲葭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1364 宮謠之媚亂江山 蓮沐初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1661 靈界風雲之邪皇戲臣 扶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15 囚戀之一夜玩偶 唐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39 穿越之誘夫有術 叫我小肉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53 穿越之錯惹溫柔暴君 唐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60 穿越之帝王的誘惑 紫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77 穿越之城主的月下美人 萱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84 穿越之呻吟吧!太上皇 風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91 大哥的情人 洪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07 王爺的絕色麗奴 昱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14 外星人同居手冊 常在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21 新歡 公子歡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38 情人HOLD不住! 湖水幽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45 夜歌 蕭夕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76 會暖床求包養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83 會暖床!求真愛!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890 暖陽 愛看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21906 暖陽 愛看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1913 暖陽 愛看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21920 暖陽 愛看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21937 暖陽 愛看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21982 暖陽 愛看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21944 軍校生 蝶之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21951 軍校生 蝶之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1968 軍校生 蝶之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21975 軍校生 蝶之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70100 軍校生 蝶之靈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馬文化



9789865821999 ABO狂想之曲追願 南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01 ABO狂想曲之公爵低下小蠻腰 常在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18 絕處逢生 焦糖冬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70025 絕處逢生 焦糖冬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70032 絕處逢生 焦糖冬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70049 ABO狂想曲之佔有慾 田家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56 戀愛陷阱 叫我小肉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63 戲子男妃 紫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70 總裁的明星愛人 萱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87 ABO狂想曲之荒野A計畫 蛇蠍點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094 ABO狂想曲之頭狼公敵 萬小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117 靈界風雲冷尊擒龍 扶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124 人小鬼大 易人北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3670148 人小鬼大 易人北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3670131 人小鬼大 易人北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3670155 失戀陣線聯盟 長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70162 以下犯上 茵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5140 循循膳誘 朱振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157 築夢林徽因: 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丁立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164 美食藏民間 巴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171 雲南玩全攻略 <>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188 落花有意徐志摩: 心有猛虎,細嗅薔薇 馮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8250 私房特級人氣麵包 王勇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274 創意手作中式發麵 彭秋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47

龍時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24858 進階應用生物統計學: 連續資料分析(含SPSS使用說明)史麗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24933 教育可能性與侷限性之探究 朱啟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40 當代社會研究法: 質化與量化取向 W. Lawrence Neuman原著; 潘中道, 蘇文賢, 江吟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57 從內變革: 開創教與學的主體行動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64 教育哲學. 方法篇 林逢祺, 洪仁進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4971 精神分析講臺: 自體心理學等(之十一) 林明雄等著; 王麗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88 教育哲學. 2012 周愚文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4995 社會心理學導論 Graham M. Vaughan, Michael A. Hogg著; 張文哲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3003 職場正向心理學: 正向領導與肯定式探詢的應用Sarah Lewis著; 謝傳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10 啟蒙、對話與轉化: 教師成長之路 林逢祺, 洪仁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27 有效教學面面觀 Gary D. Borich著; 郝永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34 轉化的力量: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研究 黃純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41 英國現代師資培育研究(1945-2010) 周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58 兒童福利: 從實務觀點出發 Cynthia Crosson-Tower著; 蘇秀枝, 蘇文賢, 黃瑋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65 心理學導論: 核心概念 Philip G. Zimbardo, Ann L. Weber, Robert Lee Johnson著; 張文哲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72 政策與方案評鑑 Carol H. Weiss著; 王麗雲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89 宗教與社會工作 林勝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096 研究方法: 步驟化學習指南 Ranjit Kumar著; 潘中道, 胡龍騰, 蘇文賢譯 二版更新版 平裝 1

9789865713102 社會科教育之有效教學 陳國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119 後現代教育行政倫理 黃乃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133 教改20年: 回顧與前瞻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2622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622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639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639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646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龍視界

送存冊數共計：2

學富文化



9789865732646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653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653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660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32660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32677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32677 歷史演義: 清史 蔡東藩原著; 鄭志勇白話翻譯整理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32684 訪問古典旅行記. 三, 人群中的古典 秦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691 訪問古典旅行記. 三, 人群中的古典 秦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707 芝麻開門的祕密: 週末與愛麗絲聊天. 金錢財富篇程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07 芝麻開門的祕密: 週末與愛麗絲聊天. 金錢財富篇程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14 物華與天寶: 漳州名優特產民間傳說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21 鄉音賽萬金: 漳州民諺俗語民間故事 盧奕醒, 鄭炳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38 漳州小包公: 徐胡斷案系列民間故事 楊澍, 盧奕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745 智慧人生左宗棠 陳文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745 智慧人生左宗棠 陳文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752 智慧人生左宗棠 陳文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752 智慧人生左宗棠 陳文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769 禮記講讀 呂友仁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769 禮記講讀 呂友仁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776 禮記講讀 呂友仁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776 禮記講讀 呂友仁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783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6847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4 徐邦達等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3112 金剛上師與我 噶瑪彭措確林彙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噶瑪彭措確林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8

澳登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0838 瘋狂的科舉 潘劍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852 官商兩道: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商人與官場 潘洪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869 西晉原來不風流 王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876 西晉原來不風流 王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906 查理九世. 19, 厄運水晶頭骨 雷歐幻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13 清朝祕書政治 眭達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37 查理九世. 20, 黑霧侏羅紀 雷歐幻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09868 楞嚴貫心 果煜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01011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1622 信託法概要 高毓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653 行政法(測驗題庫) 林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660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賴駿, 張禎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677 鐵路特考公民 林茵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1684 國語文能力測驗(秒殺解題祕技) 陳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707 鐵路: 計算機概要 陳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714 中油.台電: 計算機概論 陳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721 社會研究法(社會工作研究法)(混合題庫) 陳遠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242496 記帳士考試: 國文(測驗) 金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242557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30天完全破解 紀大偉, 陳加乘, 陳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242915 記帳士考試: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124068 教育原理與制度 張力, 呂成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橡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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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圖騰文化



9789863301738 社會福利服務(社會福利) 王淑芬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301752 會計學概要: 銀行招考適用 陳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875 國文(測驗)(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金庸, 胡齡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24679 地方自治大意(測驗題庫) 劉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4686 戶籍法規大意(測驗題庫) 劉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109 現行考銓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1905 法學大意(含緒論) 程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912 郵政法規(大意)題庫: 內.外勤 嚴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949 貨幣銀行學大意(測驗題庫) 紀大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380 警專入學考試: 中外歷史重點速記 尤義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540 政府採購法 黃順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694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0953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初五等) 林茵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387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 蘇允成, 蘇仁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394 初.五等國考共同科目: 主題式測驗精解 學儒名師聯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1431 公務員法大意(測驗題庫) 岳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486 港埠經營管理 彭晟.萬里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790 記帳士: 歷屆試題全解 學儒名師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929 交通行政大意 陳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936 交通行政大意(測驗題庫) 陳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943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凱薩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950 邏輯推理(智力測驗) 韋成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967 邏輯推理(智力測驗) 韋成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974 不動產估價: 混合題庫 蕭華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981 不動產估價概要: 混合題庫 蕭華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99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程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18 社政法規大意: 主題式歷屆試題精解 唐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25 公務員法大意: 主題式歷屆試題精解 承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032 第一次初等考就上手: 人事行政大意 李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49 法學大意: 主題式歷屆試題精解 畢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56 行政學大意: 主題式歷屆試題精解 黃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63 社會工作大意: 主題式歷屆試題精解 唐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70 邏輯推理(智力測驗) 韋成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087 行政學(測驗練習帖) 王濬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094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新解(地政士) 蕭華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100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新解: 高普考 蕭華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117 電路學 陳銘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124 警專入學考試: 國文重點速記 金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131 行政學(測驗練習帖) 王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148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155 公文速成兵法(警察特考) 江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162 法學緒論(高普專用) 鄭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179 警專入學考試: 英文重點速記 吳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186 人事行政大意: 主題式歷屆試題精解 李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193 企業管理 吳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209 地政士歷屆試題新解 蕭華強, 學儒名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216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學儒.保成名師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223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學儒.保成名師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230 土地法規(高普專用) 蕭華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247 導遊.領隊歷屆試題全解 胡安, 阮忠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254 民法概要 高毓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278 教育綜合科目 羅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285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高毓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308 國文(測驗): 警特專用 金庸, 胡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315 國文(測驗): 高普專用 金庸, 胡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322 法學緒論(鐵特專用) 鄭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339 土地法規(地政士專用) 蕭華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346 信託法概要 高毓揚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353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2360 公共政策析論(議題應用) 李棕盛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377 政治學 劉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38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391 法學緒論(警特專用) 鄭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407 電路學(臺電專用) 陳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414 企業管理(國營事業專用) 吳俊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421 國文(測驗): (銀行專用) 金庸, 胡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438 深入淺出: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高分攻略 劉秀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445 行政學 程明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452 兒童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 張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469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念與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476 互動式憲法(鐵特專用)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483 鑑往知來: 地方自治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490 鑑往知來: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劉秀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506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2513 國文(作文)(警察特考) 金庸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2520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歷屆申論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537 教育心理學: 教師甄試 喬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544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高毓揚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551 公務人員考試: 高分兵法: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江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568 互動式憲法(警特專用)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575 幼兒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 張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582 普通化學概要(警察特考) 陳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599 警專入學考試: 化學 陳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605 化學(國民營特考) 陳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612 互動式憲法(高普專用)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629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 張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636 不動產估價概要 逸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643 國語文能力測驗: 主題式重點精讀 江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650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歷屆試題分章全解(鐵路特考專用)吳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667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歷屆試題分章全解(郵局考試專用)吳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674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歷屆試題分章全解(國營事業特考專用)吳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681 現行考詮制度(讀實力) 李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698 拆解式政治學 韋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704 政府採購法(鐵路特考專用) 黃順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728 社會學新編 畢成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2735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742 公民(鐵路特考) 林茵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2759 公共政策 程明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2766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2773 運輸學(含大意) 韓新, 鄭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780 行政學概要 王濬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2797 公務員法 李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803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程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810 政治學: 二十組申論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827 行政學高分申論寫作範本 李棕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841 不動產地政隨身典 高毓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872 教育法規 羅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902 中華民國憲法: 測驗解題關鍵(警察特考專用) 鄭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919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解題關鍵)(高普考專用) 鄭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926 警察考試法典 程譯, 學儒法學苑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302933 警察法規新論: 警察考試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2940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2957 鐵路特考公民: 歷屆試題全解 林茵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2964 地方政府與政治 劉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2971 課程與教學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2988 公務人員考試: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凱薩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2995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022 企業管理(臺電考試專用) 吳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039 法學緒論 鄭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3046 社會學: 金鑰(混合題庫) 陳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3053 國文三合一(作文、公文與測驗) 金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060 土地登記: 經典申論題庫(高普專用) 薛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077 土地登記: 經典申論題庫(地政士專用) 薛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084 鐵路佐級運輸營業: 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091 國文三合一(作文、公文與測驗)(適用高普考版) 金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107 一般行政警察四等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3114 警察勤務 樵林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3121 現行考銓制度: 申論題庫 李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138 政治學(申論題庫) 邱遠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3145 公共管理 王濬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3169 社會工作管理: 混合試題精解 戴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176 各國人事制度: 讀實力 張秉鈞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22155 杯麵到! 妙卡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162 人種源始: 追尋人類起源的漫漫長路 泰特薩(Ian Tattersall)著; 柯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179 借鏡德國: 一個臺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 劉威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186 怎麼會這麼萌?: 動物寶寶寫真書 張東君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193 重生 朝井遼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209 吳哥深度導覽: 神廟建築、神話傳說、藝術解析完整版張蘊之採訪撰稿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216 外婆家有事: 臺灣人必修的東南亞學分 張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223 笑的科學: 解開人為什麼會笑、笑點為何不同,與幽默感背後的大腦謎團溫斯(Scott Weems)著; 劉書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230 臺灣廟宇深度導覽圖鑑 康锘錫文.攝影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77709 月考王基礎生物 陳若潔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7761 英文 林玉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177778 領航高中國文. 6 徐弘縉, 王美珠, 姚艾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77785 新突破高中選修數學甲講義 蘇俊鴻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7808 旅館實務 劉蓉錠, 林彥妘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7815 技術高級中學英文(B版) 邵敏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0493 工程契約理論與實務: 兼論政府採購法 謝哲勝, 李金松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0516 工具機應用設計 周國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0523 太魯閣人: 耆老百年回憶. 男性篇 田貴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0530 島讀滋味 任宋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547 他方閾境的生命政治: 環北太平洋區域少數文學的跨文化翻譯/異邱子修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45

送存冊數共計：145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6246 錦囊小六法 錦囊法研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6253 搞懂行政學: 必考重點主題攻略書: 測驗題型 王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67668 作個大丈夫小組手冊 高偉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682 智慧人生100篇 高偉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36272 亡魂酒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7781 陰緣錄之血嫁衣 羅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7903 玫瑰の逆襲: 我要吃了你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610 完美男友進化論: 進擊の黑心律師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948 亡鈴 笒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955 小倌不給壓 梓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962 狎弄吾皇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8979 狎弄吾皇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8986 夏日大作戰 笒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06 大神的暑假日常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13 屍蹤 羅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20 鬼儡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37 血姬的保育手冊. Vol.1, 喝寫血要喝未婚夫的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44 死神的戀愛副本. Vol.1, 潛入學院救公主 九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51 血姬的保育手冊. Vol.2, 廢柴少女嚴禁退貨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68 獵妖實習生. Vol.3, 今夜揪團打妖怪 黑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75 爵爺的初戀 千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082 收服斯文野獸 朱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邀月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錦囊數位文化



9789861439099 傷了公子痛了爺 辛嘉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105 鬼胎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112 骨剎之旅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4217 玩金術. 2, 金工創作進階 趙丹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4496 詩,生命及其不滿: 范揚松&鍾寧訪談錄 范揚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0947 來自西康的彩虹大解脫之王: 夏加夕利佳納傳記噶陀錫度.卻吉嘉措作; 薄伽梵編輯部中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100954 我的開悟名字是老狗 蘇雅.達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100985 香仁波切的處世方舟 薄伽梵有限公司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100992 香仁波切的心靈法語 覺醒前的準備 薄伽梵有限公司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81290 嶺東科技大學: 創校50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趙志揚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031 朱熹心性善惡思想之研究 徐國銘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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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伽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嶺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百科電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6027 麗莎和卡斯柏: 我想養小狗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武忠森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6026034 麗莎和卡斯柏: 給自己的禮物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武忠森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6026430 源氏祕帖.翁: 陰陽師. 外傳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485 轉吧!企鵝罐 幾原邦彥, 高橋慶著; 陳姿瑄, 希沙良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26485 轉吧!企鵝罐 幾原邦彥, 高橋慶著; 陳姿瑄, 希沙良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26669 麗莎和卡斯柏: 就是要養貓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曹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676 麗莎和卡斯柏: 我們在日本!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曹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683 萊緹的遺忘之海 尼爾.蓋曼(Neil Gaiman)作; 周沛郁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26836 陰陽師. 醉月卷 夢枕貘著; 茂呂美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43 易碎物: 尼爾.蓋曼短篇精選. 3 尼爾.蓋曼(Neil Gaiman)作; 林嘉倫, 吳維剛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6026850 小暮推理事件簿. 1, 秋日的死靈巴士 夜透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67 鐵道共乘旅遊手冊 鄒永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74 雪與珊瑚 梨木香步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81 冬蟲夏草 梨木香步作;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98 麗莎與卡斯柏: 到聖誕老人家玩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曹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7399113 卡斯柏想養小狗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武忠森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7177 整體造型研究與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吳樹屏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417221 整體造型研究與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吳樹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2407 彌勒皇道行. 十七部曲, 奪舍交戰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414 彌勒皇道行. 十八部曲, 魔君旋風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環球科大美容造型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繆思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6581 調整心靈DNA: 愛與不愛都是愛 許添盛口述; 錡胡睿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604 美好世代: 心靈老師的快樂親子書 王怡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843613 最權威的延世大學韓國語課本 延世大學韓國語學堂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0844351 被扭曲的櫻花: 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 大貫惠美子著; 堯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375 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王泰升著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4436 漫畫經濟學一看就懂: 從亞當斯密到葛林斯潘 Michael Goodwin著; Dan E. Burr繪圖;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474 法語凱旋門: 文法圖表精解 楊淑娟, Julien Chamero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481 跛腳的巨人: 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 譚寶信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498 大海浮夢 夏曼.藍波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511 文化與文創 漢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528 寧視 田威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535 雙生. II, 重現的第二人稱 Kat Zhang著; 李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542 純旅行快樂宣言 Dan Kieran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559 女人的玩具: 寵愛妳的56個法寶 Helge Jepsen著; 宋淑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566 英文寫作有訣竅!: 三句話翻轉英文寫作困境 劉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573 樂之本事 焦元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4597 長安七四五年 梅心怡, 趙家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03 漢陽一七七0年 鄭勝謨著;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10 江戶一八五三年 梅心怡, 趙家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27 臺北一九三五年 梅心怡, 趙家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34 我要當編輯 張倍菁著; 大黑白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41 造夢築屋的建築師 黃惠鈴著; 陳孝貞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58 會呼吸的麵包與麵包師傅 黃雅淳著; 楊麗玲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65 鐵路列車長的一天 陳啟淦著; 林耀煌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72 獸醫黑嚕嚕的醫院 陳默默著; 陳怡今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689 殺手末路 Michael Nonnelly著; 李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696 思想史. 3, 專號: 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02 書寫青春. 11, 第十一屆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經



9789570844719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David Harvey著; 李隆生, 張逸安, 許瑞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26 異國食緣 張純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33 用心了解韓國: 通往韓式心靈的十二個關鍵字 小倉紀藏著; 何源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40 我自己可以 林柏廷文.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757 一本就通: 必讀宋詞100大 王兆鵬, 郁玉英, 郭紅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64 一本就通: 必讀唐詩100大 王兆鵬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71 紙的輓歌 Ian sansom著;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88 一個人的不朽遠行: 聖雅各朝聖之路 Jean-Christophe Rufin著; 范兆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795 語言管理: 面對世界人才大戰的臺灣策略 陳超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01 解密 麥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18 香港: 本土與左右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18 香港: 本土與左右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25 阿格曼儂 Aeschylus著; 胡宗文, 胡耀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32 酒神的女信徒 Euripides著; 胡宗文, 胡耀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70 怒 吉田修一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00 不懂設計,也能做出令人驚艷的資訊圖表 櫻田潤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4049 學科能力測驗數學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王擎天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056 學科能力測驗自然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王宇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063 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彭元歧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070 升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英文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張翔, 林名祐, 陳思親聯合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247 宅實力!大會考國文,靠這本就夠了 王緯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261 宅實力!大會考生物,靠這本就夠了 鍾佩樺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360 決戰學科能力測驗近五年歷屆試題英文考科. 104張翔, 林名祐, 陳思親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4438 Win8行動式教學講義: 高中數學 許可, 周杰編著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20276 にほんご Rika Lee等編輯 其他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2

鴻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薇閣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0240 東亞區域研究: 台.中.日間の外交安保関係を中心として吳春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53295 到墳場的車票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金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301 屠宰場之舞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曾筱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318 行過死蔭之地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唐嘉慧譯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660 世界盃足球賽觀戰專輯. 2014 李辰寬等共同撰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691 我不知道 莉亞.海格.柯恩(Leah Hager Cohen)著; 莊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707 松林異境: 迷途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721 絕境三部曲. 3, 悲慘新世界 安.阿吉雷(Ann Aguirre)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738 OUT老廢物！日本熱門健康節目大推！淋巴引流按摩法大橋俊夫, 佐藤佳代子原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745 城市的未來,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安東尼.湯森(Anthony M. Townsend)著; 張美惠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769 地下室 史蒂芬.萊瑟(Stephen Leather)著; 傅凱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776 小蜜蜂之死 麗莎.歐達娜爾(Lisa O'Donnell)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790 樓梯,上上下下的好設計 BMC著; 西岡潔攝影; 陳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06 拖鞋教授的海洋之夢：DIY一條船去環遊世界 蘇達貞, 王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813 製衣 山本耀司著; 彭盈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20 咒術家族. 2, 紅手套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37 松林異境: 淪陷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44 黑絲路: 從裏海到倫敦的石油溯源之旅 詹姆斯.馬里歐特(James Marriott), 米卡.米尼歐帕魯洛(Mika Minio-Paluello)著; 黃煜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851 南瓜與我的野放生活 五十嵐大介作;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868 窗,時間與街景的合奏 東京工業大學塚本由晴研究室編著; 蔡青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75 咒術家族. 3, 黑暗之心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82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 來自臺灣的委託 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 劉麗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899 火車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912 寄生蟲圖鑑: 不可思議世界裡的居民們 大四疊半工作室執筆.插畫; 楊雨樵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3929 跟著日本手帳女王Sabao「任性做手帳」! : 無拘無束才能寫得久!50個私房技法+75款實作範例,給你源源不絕的手帳靈感,讓一整年過得更開心!Sabao著; 黃意婷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9789862353936 松林異境. 3, 最後小鎮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943 為什麼公車一次來3班?: 生活中隱藏的81個數學謎題羅勃.伊斯威(Rob Eastaway), 傑瑞米.溫德漢(Jeremy Wyndham)著; 蔡承志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950 一條線有多長?: 生活中意想不到的116個數學謎題羅勃.伊斯威(Rob Eastaway), 傑瑞米.溫德漢(Jeremy Wyndham)著; 蔡承志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967 鐵人三項自主訓練攻略: 關鍵心法+完賽課表+鐵人日誌徐國峰, 羅譽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974 掌控全球市場的隱形操盤手: 8家關鍵企業X39位神秘人物,讓你了解原物料商品王國的真面目凱特.凱利(Kate Kelly)著; 陳儀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981 一口氣讀懂經濟學: 經濟學的100個關鍵詞 董典波, 黃曉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998 闇影愛麗絲 珍娜.沙瓦德(Gena Showalter)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018 字型散步: 日常生活中的中文字型學 柯志杰, 蘇煒翔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153 新超強國中數學講義 簡茂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五冊 1

9789868963160 新超強國中數學活用評量 簡茂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63177 新超強國中數學基礎評量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63184 新超強國中理化講義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63191 新超強國中理化: 活用評量(特色招生版)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83700 新超強國中理化: 基礎評量(免試升學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83717 新超強國中理化講義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83724 新超強國中理化: 基礎評量(免試升學版)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83731 新超強國中理化: 活用評量(特色招生版)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83748 新超強國中數學講義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3779 新超強國中數學講義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83755 新超強國中數學: 基礎評量(免試升學版)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3786 新超強國中數學: 基礎評量(免試升學版)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83762 新超強國中數學: 活用評量(特色招生版)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3793 新超強國中數學: 活用評量(特色招生版)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2526 基隆選舉錄 高溪池著 第六次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簡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雙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9846 薰風美術研究會聯展專輯. 第六屆 陳清熙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7924 寡婦飛高門. 卷一, 美人疑難多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931 寡婦飛高門. 卷二, 小戶不太平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948 寡婦飛高門. 終卷, 天下只一人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955 獨寵這條路. 卷一, 砍掉重練侍寢去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962 獨寵這條路. 卷二, 調教夫君別花心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979 獨寵這條路. 卷三, 爭取上位三級跳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986 醫女入龍門 火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993 醫女入龍門 火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005 獨寵這條路. 卷四, 寵遍後宮無敵手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12 獨寵這條路. 終卷, 唯有皇后伴君側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29 娘子的私房活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36 沖喜主母 水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043 沖喜主母 水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050 高調下堂婦. 卷一, 相公太渣,怒休!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67 高調下堂婦. 卷二, 極品麻煩,別來!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74 高調下堂婦. 終卷, 御賜良人,快嫁!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81 王府有隻狐貍妻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098 帶著算盤嫁世子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104 帶著算盤嫁世子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111 轉職當貴妻. 卷一, 王府有三寶 碧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128 轉職當貴妻. 卷二, 重生救世子 碧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135 轉職當貴妻. 卷三, 金夫求我嫁 碧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142 還俗王爺 青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159 還俗王爺 青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166 稼妝連城. 卷一, 自種一口糧 小樓聽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薰風美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9789865652173 稼妝連城. 卷二, 田莊生財計 小樓聽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180 稼妝連城. 卷三, 賺得盆缽滿 小樓聽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197 稼妝連城. 卷四, 化險為福氣 小樓聽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03 稼妝連城. 卷五, 夫榮蔭貴妻 小樓聽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10 榮恩商賈妻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27 鳳凰窩市井. 卷一, 姐兒拚事業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34 鳳凰窩市井. 卷二, 奸商實習生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41 鳳凰窩市井. 卷三, 四角關係不容易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58 鳳凰窩市井. 卷四, 貴妻不可擋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65 寵妃這職業. 卷一, 與君龍虎鬥 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72 寵妃這職業. 卷二, 奸妃練成中 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89 寵妃這職業. 卷三, 東宮女霸主 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296 寵妃這職業. 卷四, 共享一世福 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302 砸鍋賣鐵養王爺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319 侯門混口飯 白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326 侯門混口飯 白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333 佛心惡妻. 卷一, 長期飯票有瑕疵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340 佛心惡妻. 卷二, 初為人妻萬般難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357 妻訓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364 妻訓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371 佛心惡妻. 卷三, 站穩腳跟保妻位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388 佛心惡妻. 卷四, 抱緊嬌妻共榮華 夏綠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395 一世長寧 花笙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401 一世長寧 花笙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418 良人無妾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425 良人無妾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432 良人無妾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52449 抗婚這麼難 清風佛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4002 天使的心靈學堂 克莉斯汀.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53

豐華



9789868834026 我不讓你窮 吉城廣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34033 讓幸福來敲門 潘平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18916 統計學概論: 主動學習取向 Kieth A. Carlson, Jennifer R. Winquist原著; 楊瑞珠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923 債券市場: 理論與實務 王澤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947 國際貿易實務 鄭義暉, 林麗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978 人力資源管理: 行為科學的觀點與視野 Wayne F. Cascio, Herman Aguinis原著; 李志鴻編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051 消費者行為: 從感性到理性 謝耀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068 變態心理學(國際版) Ann M. Kring等著; 張本聖等編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5676 Soccer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8895683 Let's spell. K2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73007 Let's spell. K2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73069 Let's connect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52323 媚公卿 林家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2330 媚公卿 林家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2347 媚公卿 林家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3351 玩玩慓悍老公 唐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013 小妻很可口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195 來不及做前妻 季雨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263 夜寵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300 寵妻有道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317 家政婦請進門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簡愛語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藍襪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雙葉書廊



9789862855843 龜毛總裁娶妻記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942 三世為妃 茂林修竹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5959 三世為妃 茂林修竹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161 醉後初夜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60 總裁家門不好進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475 惡男勾勾纒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45 三陪秘書 花朵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52 小妻太撩人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76 前妻逃不掉 貝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557 淑女好逑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564 淑女好逑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571 天下無雙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588 天下無雙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687 養龍 荀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694 養龍 荀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762 合約夫妻 花朵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779 雙闕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7786 雙闕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7793 雙闕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7809 雙闕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7861 蹺班小秘書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78 潑辣小妻惹不得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85 夜寢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7892 第九十九夜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08 都說總裁不好惹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15 嬌滴滴的小妻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22 復婚人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39 英雄難枕美人關 何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46 硬派老公輕一點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60 錢妻高攀不起 貝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977 庶女性福手冊 夜之夜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991 庶女性福手冊 夜之夜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984 庶女性福手冊 夜之夜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8004 神探皇妃 水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8011 神探皇妃 水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8028 神探皇妃 水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8035 神探皇妃 水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8042 神探皇妃 水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8059 婚婚欲睡 貝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066 妻人太甚 花朵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073 總裁的小嫩妻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080 楣女不好追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097 把嬌妻撲上床 梁海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103 青梅要出嫁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110 誘君歡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134 誘君歡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127 誘君歡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8158 再婚嬌羞前妻 花朵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189 他家有個大妒女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196 二手鮮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202 總裁看上的秘書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219 天價小嬌妻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226 廚娘王妃升職記 鄭良霄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240 廚娘王妃升職記 鄭良霄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233 廚娘王妃升職記 鄭良霄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8257 夫君不要臉 碧晴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264 夫君不要臉 碧晴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271 偏愛木頭老公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288 前妻不過期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295 火爆小青梅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301 急嫁面癱男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318 財妻不二嫁 久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325 財妻不二嫁 久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332 招福娘子 謝惟愛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8349 招福娘子 謝惟愛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8356 招福娘子 謝惟愛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8363 招福娘子 謝惟愛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8370 牡丹真國色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8387 牡丹真國色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8394 牡丹真國色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8400 牡丹真國色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8417 與惡男的房事交易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24 撲倒小嬌妻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31 恰恰小蠻妻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48 寵夫不及格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55 老公別亂來 梁海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62 寵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79 總裁妻不好當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493 馴養小青梅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516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8523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8530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8547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8554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8561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58578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858585 廚妃當道 侯淇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858608 總裁秘書有染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615 惹火小嬌妻 葉一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622 妻力無窮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8639 妻力無窮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8646 妻力無窮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8653 妻力無窮 霧矢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8660 大醋娘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684 貴女當嫁 花三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8691 貴女當嫁 花三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8707 貴女當嫁 花三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8714 貴女當嫁 花三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8721 貴女當嫁 花三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8738 貴女當嫁 花三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58745 小姐遇見狼 汪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783 貴妻從夫 獨根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790 貴妻從夫 獨根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806 惡夫妻約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813 聘良為夫 魚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820 聘良為夫 魚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837 小羞女很可口 葉一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844 祕婚第一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868 寒女喜嫁 素衣渡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882 寒女喜嫁 素衣渡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875 寒女喜嫁 素衣渡江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8899 床債欠不得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905 醋桶床夫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912 探花娘 趙熙之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936 探花娘 趙熙之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929 探花娘 趙熙之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8943 帶球找老公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8950 錦繡香途 月下金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967 錦繡香途 月下金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974 小妻難為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8981 小妻難為 十三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8998 王妃在上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001 閨房裡的祕密 林央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018 老公的主宰 伊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025 床戲規則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032 妒婦娘子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049 醋男低調點 汪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056 無巧不成妻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063 無巧不成妻 笑佳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070 擒王為夫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087 擒王為夫 海青拿天鵝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094 妃寵不可 姍姍莫遲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100 妃寵不可 姍姍莫遲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124 澀夫花名在外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131 寵妾上位記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9148 寵妾上位記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9155 寵妾上位記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9162 寵妾上位記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9179 拔官取妻 醉酒微酣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186 拔官取妻 醉酒微酣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193 初婚無良夜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216 處女契約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223 棄婦攻略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230 棄婦攻略 柔橈輕曼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247 撿個皇后安天下 布衣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254 撿個皇后安天下 布衣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278 外債賢夫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9285 外債賢夫 似是故人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292 偷愛祕方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9308 小姐惡名昭彰 顏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201685 說文新證 季旭昇撰 二版 精裝 1

9789575201692 戰國竹簡東周人名用字現象研究: 以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為範圍陳美蘭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810 我的爸爸是單峰駱駝 松亞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159

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以文化



9789869014243 來自鴻蒙的迴聲: 電影中的SILENCES 顧正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4678 逆轉腎超特效飲食 章友康, 張曄, 莫非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685 神劍闖江湖最終研究: 千人斬拔刀齊與逆刃刀所開闢之維新時代神劍幕末研究會編著; 錢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692 驚異!世界史: 神祕符號 陳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08 十四年獵詭人 李詣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15 大病預防先消火氣 謝惠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39 最後一個道士 夏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53 格林血色童話: 夢幻糖衣後的殘酷世界 由良彌生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77 13億人都在喝の養命湯方 陳柏儒作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834784 我的名字叫黑 王稼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91 犯罪心理檔案. 第二季 剛雪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4691 簡單實用的紙花巧飾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707 我的手作聖誕節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24714 當手作遇見貓 郭雅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6503 華為與任正非 趙凡禹, 燕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169939 社會變遷中的體育與運動科學 William H. Freeman原著; 闕月清等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6169946 肉品加工理論與應用 陳明造編著 第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藝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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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9789576169953 放射科學精要 Robert Fosbinder, Denise Orth原著; 黃正仲, 許世明編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6169960 醫檢師專技高考臨床血液學與血庫學試題詳解. 101-103年何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169977 ACSM基礎肌力與體能訓練 Nicholas Ratamess等原著; 林嘉志等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6169991 醫檢師專技高考醫學分子檢驗學與臨床鏡檢學試題詳解(包括寄生蟲學). 101-103年何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005 醫檢師專技高考臨床生理學與病理學試題詳解. 101-103年何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723858 張大千: 三千大千 何恭上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5568 複利學導論: 精算與財務數學入門 慎思齊, 孫一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819 彌勒淨土的殊勝 方嚴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4869 抓毒博士的45個警告!千萬別再用搞壞身體的無天良日用品林碧霞作 平裝 1

9789866444876 東京烘焙名店の四季手工麵包: 麵包機料理達人辣媽都說讚!好吃到開烘焙學校朝日屋48種人氣商品DIY朝日屋烘焙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4883 週一週四2天輕斷食,8週瘦8公斤不減胸 宋侑璇作 平裝 1

9789866444890 神奇の網球按摩解痛解剖書 龔威亦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6768 除非我們尋找美麗 黃孫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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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藝術圖書



9789865896775 湖面如鏡 賀淑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82 未完.待續 黎紫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99 愛情謊言 馬丁.蘇特(Martin Suter)著; 沈錫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05 我答應 羅曼.加里(Romain Gary)作;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12 想在愛前面: 成功的教養是給有準備的父母 梁旅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29 雪莉·傑克森經典短篇小說選集: 樂透 雪莉·傑克森(Shirley Jackson)作;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36 301個過動兒教養祕訣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43 301個自閉兒教養祕訣 王意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50 蒲公英女孩 羅伯.楊(Robert Franklin Young)著; 賴逸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67 愛讀書: 我如何翻轉8000個孩子的閱讀信仰 宋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74 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崔舜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404 梵月常明: 黃梵月佛畫精選 黃昱嘉(黃梵月)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088411 梵月常明: 黃梵月佛畫精選 黃梵月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5369 現代修子之常見毛病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9789868825376 天遺玄覽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7381 東陸記. 4, 王室風波 倚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411 眼見為憑 林綠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7442 奇幻旅途 可蕊作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5987466 神使繪卷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987473 琉璃仙子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87480 殺行者. vol.1, 雙子疑雲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覺無憂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寶德雜誌



9789865987497 殺行者. vol.2, 迷途歲月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503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987510 琉璃仙子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987527 眼見為憑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87565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562 一隻叫社長的貓 荻上直子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1827 西晉聶道真居士譯經考 釋永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41 從古至今: 圖說中西醫 汪海升, 張春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72 協和論 柯美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89 中國人弱者意識與日本人強者意識 仁蘇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96 說文部首字源考 李正中, 熊國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31940 漢字詞文化研究 藍世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8594 職場成功關鍵懶人包: 真希望「第一次上班」就知道的事......林若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00 笑傲江湖之一個江湖老手的自白 蘇敏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17 揪感心的成功銷售: 成交背後的奧祕 蕭政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24 打造員工的腦袋,就是打造老闆的口袋 李翔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31 推理破案王. 1, 謀殺真相事件簿 羅亮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16 與其抱怨,不如學會改變 林惠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23 少年吔!你是不是很想自己當老闆: 成功創業不變的26條鐵律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30 原來你是這樣想: 從小動作窺探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顏之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47 這樣說話人人愛 曹建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魔酒



9789865808754 百鬼夜行: 怨剎 夏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3314 試膽任務 珍妮.萊恩(Jeanne Ryan)作; 林雨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02 這次輪到你 M.J亞歷基(M. J. Arlidge)作;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19 毀滅新生: 格里莎三部曲之三 李.芭度葛(Leigh Bardugo)作;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19 毀滅新生: 格里莎三部曲之三 李.芭度葛(Leigh Bardugo)作;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33 鄭成功密碼 張國立作 初版一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3337 新臺灣料理名廚. 2014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新臺灣料理名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0551 技術論壇. 2015 施棒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8550568 技術論壇. 2015 施棒雄主編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6153 靜靜的紅河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221 宅星ONE 廖大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13 榮辱之間: 孔祥熙傳 周宗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44 都ㄕˋ有鬼: 靈異詩 趙文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51 緣起緣滅 陳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68 下放戶的女兒: 楊鶴高長篇小說 楊鶴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75 情愛蕭紅 周彥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99 副旋律思維: 中國時政評論文集 韓麗明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麟瑞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讀癮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體面文化



9789865696405 蕭紅、徐志摩、朱自清等21位五四文青羅曼史 蔡登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12 千山飛渡: 閑芷詩集 閑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29 藍白拖: 辛牧詩集 辛牧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36 牆縫裡的祕密: 文革謬事拾遺 韓麗明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96443 牆縫裡的祕密: 文革謬事拾遺 韓麗明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6450 烽火越南：越南大時代小說集 潘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67 迷路天堂 張期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98 彩繪風城芝加哥 楊美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04 楊小濱詩X3 楊小濱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96511 摩梭女人傳奇 朱家興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1046 為林彪冤案說不平 實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053 中國報告: 習近平如何改變中國 楊如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077 周永康十大迷團 萬晶琳, 陶明蘭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4968 儒學家與古琴論文集 劉振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0352 不同教學法及教師鼓勵運動參與對大學生之學習成就、學習態度與運動習慣的影響郭秀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1534 這裡有榮耀 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靈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鑫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0174 星移記 休豪伊(Hugh Howey)著; 陳宗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007 漫談人生大道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380

送存種數共計：9300

送存冊數共計：11949

送存冊數共計：1

鸚鵡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