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201 創業 林之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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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6162 朱文浩創作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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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8118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按摩保健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25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穴位保健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32 吃對食物,防治糖尿病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49 吃對食物,防治痛風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56 小小服裝設計師: 精靈派對 李于慧總編輯; 卓昆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63 小小服裝設計師: 驚奇派對 李于慧總編輯; 卓昆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70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刮痧保健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87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兒童症狀調養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194 吃對食物,血壓血脂不升高 柴瑞震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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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双象貿易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5-04-01)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40101~10403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30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憙田企業



9789869016711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MELSOFT Navigator GX Works2中文使用手冊. 共通篇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6728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GX Works2中文使用手冊. 簡單工程篇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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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2204 小孩市集獨立誌 bonbonbon小孩市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2949 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20週年特刊 林宜隆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7443 消弭天災人禍、地土復興、釣魚臺和平回歸、列國歸主的祈禱文周瑜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3634 半簿鬼語 廖偉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72 紀行: 我的旅行原圖卡世界遺產紀行 黃永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005 雨季未停: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4張育甄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12 醬油稀飯 梁東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29 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下編, 分流後的再生: 第二度西潮與現代/後現代主義馬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29 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下編, 分流後的再生: 第二度西潮與現代/後現代主義馬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36 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中編, 戰禍與分流: 西潮的中斷馬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36 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中編, 戰禍與分流: 西潮的中斷馬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I靈恩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bonbonbon小孩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AA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



9789863870043 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上編, 西潮東漸: 第一度西潮與寫實主義馬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43 世界華文新文學史. 上編, 西潮東漸: 第一度西潮與寫實主義馬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04 不在他方 陳綺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28 啞謎道場之君自何處來 蔣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35 鄭森. 中卷, 黨爭,國破方休 朱和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42 鄭森. 下卷, 焚服!從此便是國姓孤臣 朱和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66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作品集 徐念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73 到海巢去: 楊小濱詩選 楊小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80 聲音與憤怒: 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張鐵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197 當下四重奏 劉大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203 大使先生 九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241 搖搖晃晃的人間: 余秀華詩選 余秀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83573 泰勞靠權證 8萬變千萬 卜松波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83580 小資女艾蜜莉: 我的資產翻倍存股筆記 艾蜜莉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7167 Ondulan Gerrit van Dijk 平裝 1

9789868427174 TWWF: Thompson woordeboek vir wetenskapfiksie G.v.d.M. Thompson, B.M. Thompso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551 散步之必要1提問之必要2情書之必要3使用適當工具之必要4和平共處之必要5精神糧食之必要6暫停之必要7塗翔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Waterfall Ltd.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0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Thompson Uitgewers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7933 The spectacle of now Shaubn Ch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5619 新.島嶼全覽: 臺灣當代水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2799 重點式法規本: 民事訴訟法 皇政大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00304 重點式法規本: 民事訴訟法 皇政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00311 重點式法規本: 民事訴訟法. III, 家事事件法 皇政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4624 犯罪預防 鄧煌發, 李修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2152 黑暗大陸的遺珠閣: 跨越種族的關懷 慧禮法師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910 靜心瑜珈: 專注-覺察-喚醒身心靈 曾姿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家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乙皮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帆教育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Waterfall Magazine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064 達摩祖師論集淺釋四行觀 圓暘法師作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600 物聯網人才需求報告書. 2015 104資訊科技集團,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0774 李秀實與墨骨油畫 李墨雪, 程海東, 沈彬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1644 圖解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21644 圖解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21651 圖解個人資料保護法: 維護權益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21668 圖解憲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21675 圖解法學緒論: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21682 圖解國文: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林桂年,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21699 圖解法律記憶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21699 圖解法律記憶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6405 圖解不動產買賣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036412 圖解車禍資訊站 錢世傑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036412 圖解車禍資訊站 錢世傑作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十九度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一真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一零四資訊科技



9789869036429 圖解數位證據: 資訊時代的法律攻防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036429 圖解數位證據: 資訊時代的法律攻防 錢世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036436 迷路旅行 屠潔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9036436 迷路旅行 屠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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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3619 仙臺.松島.平泉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孟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633 如何飼養恐龍 土屋健作; 鄧宣欣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640 在現代打造金字塔 柏木裕之, 米澤貴紀, 伏見雅作; 許慎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657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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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3718 奈良.飛鳥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鄧宜欣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725 滅絕動物調查事件簿 里中遊步作; 今泉忠明監修; 莊仲豪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732 穿越時空遊江戶 小沢詠美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749 京都大步帖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陳燕華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756 鐮倉.湘南.葉山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莊仲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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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64555 腹部超音波 王秀伯, 孫仁堂, 張振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19388 令人戰慄的恐怖情死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78 令人戰慄的恐怖生靈怨咒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52 幸福的環島2日小旅行 滕家瑤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5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力大圖書



9789865810269 前男友: 沒有忘不了的前男友,只有放不開的自己Gomabukko著; 羅怡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83 跟著名醫一起降膽固醇 林泰監修;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20 在孩子6歲前翻開這本書: 用科學方法教育出高智商小孩-6歲前大腦訓練90招腦科學與兒童教育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68 開運聚金虹寶石 豐原匠志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50 14個動作治好腰痠背痛: 瑜珈老師的背痛自療法麗晨達禮莎(Lekchatrisa)著; 馬健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498 自然甜的沁涼時光 朴炫信著; 楊雅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04 日本美容名店走透透 山崎多賀子著; 張若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11 動漫素描基礎教室 柯思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28 粗食排毒養生地瓜 滕家瑤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35 績效絕對達成の工作管理術 山崎武也著; 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59 吃不膩!美味日常料理 德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66 四季抹茶甜點.飲料 阿披史.帕拉頌素(Apisith Prasongsuk)著; 黃婷婷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73 不加班!照吃照玩照睡工作術 吉田Takayoshi著; 王慧娥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597 過敏、素食都能安心食用: 零負擔的健康甜點 石田佳子著; 程蘭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58 健康酵素鮮果飲品 李知垠著; 牟仁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65 7日見效!清透白深呼吸洗顏術 今野華都子著; 黃瓊仙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72 簡簡單單手作花包包 Boutique 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696 流利日語關鍵: 自動詞與他動詞 陳櫻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10702 看懂會賺錢的股票 林康尼著; 譚華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757 別再這樣做!37個錯誤保養觀念 吉木伸子著; 熊瑾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764 4.5小時熟睡法 遠藤拓郎著; 徐利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01 錯誤減肥法,小心越減越老! 坂詰真二作; 陳櫻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18 教養是某種程度的友誼,愛&浪漫 尾木直樹著; 殷婕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863 日本諧星彥摩呂的通告後享食料理 彥摩呂著; 林祐平, 羅怡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62 禪式呼吸養生法 椎名由紀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86 隨時玩東京 暢遊自助全攻略 滕家瑤, 等等力太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993 你不教,他怎麼會?懂得帶人的主管這樣教新進員工大部美知子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25 雅菲的生活創意卡片 雅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56 第一次開美甲店就賺錢 滕家瑤總編輯; 羅怡蘋, 黃玉寧,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63 3個動作治好肩痛 山田朱織著; 陳櫻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094 1個模型3種麵糊32種變化: 我的手工蛋糕魔法書福岡直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679 養生一定要養肝 薛永東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6402 煩惱像洋蔥,最裡面是空 吳九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440 當佛陀也要繳信用卡債 吳九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4305 性.愛的九種香氣 溫佑君, 綠蒂亞.波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4343 當愛擱淺時,所能做的也只有愛: 找到自己與真愛的發現之旅伊雅娜.范贊特(lyanla Vanzant)著; 黃秀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4343 當愛擱淺時,所能做的也只有愛: 找到自己與真愛的發現之旅伊雅娜.范贊特(lyanla Vanzant)著; 黃秀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4350 美麗的凝視: 收藏的理性與感性 陳慧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7850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0253 弒禪 蕭瑟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0260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027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八正文化



9789863130284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30291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30307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0581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0598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0406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0413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30420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30437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0567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0574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0642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0796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0802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1670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1687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0871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0888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0895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1502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1519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1526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0932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30956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30994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13100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31076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1427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1823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1083 弒禪 蕭瑟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1403 弒禪 蕭瑟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1090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1410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1106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1458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1113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1120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1137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1144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1434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1441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159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132073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2097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2103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2110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2660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2189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2196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2622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3070 異世仙魂 翻滾的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2264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2493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2509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2707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2271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2592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2752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133438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13344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132929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3520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3537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3667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3674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3681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3698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3704 龍吟 玄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2943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2950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3568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3575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2981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2998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3582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3599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3001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3230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3247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33254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33810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3308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3315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3322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3889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3896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3483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3971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3988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401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134022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13452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134763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4770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4138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4145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4152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4756 印震天下 封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4367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4374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4787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4565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4572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4688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4695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5180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5395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35401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35784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35968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35975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35876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6361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6378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6385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6392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6651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6668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6675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37313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37320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7337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36767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37191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37733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7740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37757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37900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6897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36903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6910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6927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7726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8198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38815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8822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38402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38419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38426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38433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39072 富貴天下 michanll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39621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39638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39690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39706 滅盡塵埃 奧爾良烤鱘魚堡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0317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0324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4254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4261 賊血沸騰 魚中飄雪作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692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693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694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695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723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7248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7255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7538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7545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7552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569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8283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829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8306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8313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832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7729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7736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7743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7750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8344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8351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776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777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7781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779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8221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823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8245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825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7828 白銀之歌 羅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7835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8689 仙獄戰神 乾圖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8788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8795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7880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7897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792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793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794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898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899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90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791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795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796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797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798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799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895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896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897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8009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801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802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803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8047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900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4901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34902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8337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8504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8580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8597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919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8566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8573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8627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8603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8610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881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8825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9273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9280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929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9303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8801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9327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9334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8832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8849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9310 食色天下 石章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890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8917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892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920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9211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9228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9235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9112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9129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9136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9143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9341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9396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9402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9419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0137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0144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0151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9464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9471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9488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9495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0243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0250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0267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968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969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970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971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032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033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034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972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973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974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040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041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042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043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044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9754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9761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0526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0533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0540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9778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9785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0557 狂武星辰 鍵盤的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9792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49808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49815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349822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0359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036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0373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038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0397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349877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0502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0519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0021 火爆仙君 嚴冬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0038 火爆仙君 嚴冬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0045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0052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0069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0076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0083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0090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0106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0113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1134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1141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0632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0649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0656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0663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067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1172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1189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1196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1202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068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069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0700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071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072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1318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2551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1394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2278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2285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140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141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1424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143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2292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230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147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23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224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225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226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144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145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146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159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160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1615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162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256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2575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258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2599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1714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1721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1738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1745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2353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2360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2377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2315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322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1752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1769 我必翻天 三條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177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178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2339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1790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4180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41981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42346 邪少藥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41929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1936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1943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1950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2384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2391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2407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209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210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2117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212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2131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148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2155 亡命徒 通吃道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2438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2445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3022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3039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3046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4265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4272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4289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4296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3008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3015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3107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311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3121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3138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3145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4098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4104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4111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4128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315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3169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3176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3183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3190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422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423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4241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425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333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334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335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336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337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430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431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432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433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3428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4210 血戰星河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348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437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438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3497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3503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3510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4074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4081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3794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4883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3848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3855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4678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4685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3862 五通神異錄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388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4395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500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3947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395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3961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397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398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496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497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498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499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516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517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518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519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520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631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632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633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634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521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522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606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628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629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630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523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524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626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627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5484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5491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6399 武盜聖醫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5507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5514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5521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5538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6405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6412 毒醫無二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5545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5552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5569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5576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6351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6368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6375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6382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5583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6962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6979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559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5606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45613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45620 大少爺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46207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6214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6801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681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682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7617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762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7631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764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7655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766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767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768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769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835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836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837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838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7709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771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772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773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774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7815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7822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7839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8256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8263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8270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8287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7846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7853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8119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8126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803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804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805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8065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899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8102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8133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8140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8157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816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9055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907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9086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9123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9130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914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915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9161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9178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969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970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998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0002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5077 修行點滴: 二0一四年三月九日於高雄菩提院 陳明安講者;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3

送存冊數共計：547

人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5909 圖解式英文文法30天攻略本 朱懿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5916 行銷公關英語超有料 江昀璂, 胥淑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5923 英文文法有一套 黃亭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930 秒殺新多益Part 5 & Part 6: 解題高手眼球追蹤術大公開陳力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947 Plus!高劑量簡報英文: 不簡單的英文簡報 洪子健, Teresa Cho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954 銀行英語 季薇.伯斯特, Paul James Bors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961 99%會問的百大企業英文面試題: 贏得職場黃金入場劵王郁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5978 會展英語 陳志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985 職場菜鳥的英文升職筆記: 那一些老鳥不會說的秘密力得文化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3482 擁抱以色列: 21歲交換學年,中東闖蕩筆記 李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499 剝離人 郭漢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05 臺灣詩選. 2014 陳義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29 飲食文選. 2014 焦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7714 流浪之歌: 林班歌,部落誌 李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14 流浪之歌: 林班歌,部落誌 李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14 流浪之歌: 林班歌,部落誌 李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69 狐狸序曲: 甫躍輝短篇小說集 甫躍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76 在雲落 張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83 在樓群中歌唱 東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90 一個人張燈結綵 田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二魚文化



9789866777806 愛情詩 金仁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813 愛情到處流傳 付秀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820 橋: 在黑暗中漫舞的張楚: 兩岸70後創作互評 徐秀慧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851 閱讀經驗 洪子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5175 紅樓夢四十年 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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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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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42383 困境: 無夢的歐陸與超國家的幻影 沃爾特.拉科爾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420 旅行的異義: 一趟揭開旅遊暗黑真相的環球之旅伊莉莎白.貝克(Elizabeth Becker)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451 太平輪: 亂世傳奇真相 丁雯靜, 陳郁婷著 平裝 1

9789865842468 黃帝亦凡人: 乾隆.世界史中的滿州皇帝 歐立德著; 青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49279 創作課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86 散文課 周芬伶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449446 詩林散步 黃永武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449644 傷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4449682 九歌少兒書房第六十集 邱靖巧等著; 劉彤渲等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449712 晚自習 張經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九逵商行



9789574449729 鞋子告狀: 琦君寄小讀者 琦君文.圖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449736 幻之港: 塗角窟異夢錄 何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743 好時光 楊錦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750 那些年,男人的癡與別 衷曉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767 北印度書簡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774 論語的生命解惑: 論語的人文之美. 第二部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781 寶島大劇場 邱坤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8205 力翰文創: 食品科學 關琪錞, 陳怡涵文字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229 力翰文創: 四驅車暴走族 關琪錞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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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6147 黑色的王者: 九藏 九藏, 米粥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22624 農場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 莎拉.戴維斯(Sarah Davis)文;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631 顏色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648 好棒的遊戲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賴雅靜譯 精裝 1

9789862122655 好棒的公園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賴雅靜譯 精裝 1

9789862122662 好棒的農場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679 好棒的城市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686 好棒的海灘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賴雅靜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力翰文教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藏喵窩



9789862122693 好棒的超級市場 魯絲.瑞福(Ruth Redford)文; 梅蘭妮.康布斯(Melanie Combes)圖; 李紫蓉譯精裝 1

9789862122709 好棒的消防隊 魯絲.瑞福(Ruth Redford)文;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716 好棒的家 蕎伊.葛斯尼(Joy Gosney)著;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723 好棒的游泳池 魯絲.瑞福(Ruth Redford)文;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2730 頑皮小兔愛搗蛋 莉莎.米勒(Liza Miller)作; 泰姆森.欣里希森(Tamsin Hinrichsen)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747 小熊寶貝愛春天 莉莎.米勒(Liza Miller)作; 波羅娜.羅芙森(Polona Lovsin)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754 小猴子愛模仿 莉莎.米勒(Liza Miller)作; 莉拉.皮特(Sarah Pitt)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761 長頸鹿愛跳舞 莉莎.米勒(Liza Miller); 莉拉.皮特(Sarah Pitt)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778 你會說話嗎 方素珍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785 你看到了嗎? 方素珍譯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72932 觀呼吸: 佛陀開悟實修法門 佛使比丘泰語講述; 法施基金會護法團英譯; 鄭振煌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949 藏傳佛教密咒全集 大千編輯部編集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72956 藏傳佛教常用咒語大全 大千編輯部編集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72963 洞見最真實的自己: 覺醒生命的11個階段 焦諦卡禪師(Sayadaw U Jotika)著; 劉宜霖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72864 無邪不摧金剛經: 無事不辦輕鬆行 鄭振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2970 佛法新論: 正解佛陀的法義 鄭振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1099 到下一個周日 魏安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1308 河與童 李雲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315 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 馬尼尼為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小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027 高雄自由行 高山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034 51家超熱門的親子露營地 Fiona Wang編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5379 Die Geschichte vom Kamin Henri Gentihlhomme 其他 1

9789869008730 有小偷 A-yo 其他 1

9789869008754 好癢!好癢! 陶樂蒂文.圖 其他 1

9789869008761 So...very...itchy! Juei-chih tsao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8778 Pizzica!Pizzica! Juei-chih Tsao文.圖 其他 1

9789869008785 ¡Pica, Pica! Juei-Chih TSAO文.圖 其他 1

9789869008792 Ca gratte! Ca gratte! Juei-chih Tsao文.圖 其他 1

9789869111300 Das juckt so! Das juckt so! Juei-chih Tsao文.圖 其他 1

9789869111317 かゆい!かゆい! 陶樂蒂文.圖 其他 1

9789869111324 どろぼうがいる A-yo繪.文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6172 中國憲政之路 甫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6189 中國: 民族國家及其現代化(簡體字版) 甫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740 探討新狂笑曲線理論與實證之研究: 以蘋果公司為例張宏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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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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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數位文創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上大聯合

大大創意



9789867295965 花花家族: 英文故事說唱玩 林清雲作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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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4091 第一天 高鶯雪文.圖 平裝 1

9789865664107 幫媽媽找笑容 王淑慧文.圖 平裝 1

9789865664114 餅乾貓 朱若盈文.圖 平裝 1

9789865664121 只有三顆蛋 林盈秀文.圖 平裝 1

9789865664138 完美的正方形 麥可.荷爾文.圖; 宋珮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2560 張氏三思 張悅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0204 基礎個體經濟學實力養成 許登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0211 家庭福祉. 2011: 開啟多元助人專業之對話 黃玫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490954 小牛津點讀圖解認知小百科 小牛津製造團隊編輯企劃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0961 資優生點讀ㄅㄆㄇ認知小百科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企劃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7251 周易通鑑 吳慕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元書局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9789865817251 周易通鑑 吳慕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0903 拿破崙.希爾成功法則 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著; 劉樹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0927 思考致富: 成功致富的13步驟 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著; 包丹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20958 人脈這樣經營才有用 鮑伯.博廷(Bob Beaudine)著; 謝儀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0965 他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世界: 富蘭克林自傳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李夢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0972 主管應該管什麼 理查.譚普勒(Richard Templar)著; 王永年, 嚴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0989 北極星與牧羊犬的對話 李嵩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0996 與魔鬼對話 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著; 莎朗.萊希特(Sharon L. Lechyter)編; 包丹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2504 這一生的幸福計劃 索妮亞.柳波莫斯基(Sonja Iyubomirsky)著; 謝明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511 這是我們的船 麥可.艾伯拉蕭夫(Michael Abrasboff)作; 張芝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528 向林肯學領導 唐納.菲利普(Donald T. Phillips)著; 謝儀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535 銷售的技術 法蘭克.貝特格(Frank Bettger)著; 嚴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559 恐懼OUT: 想法改變,人生就會跟著變 蘇珊.傑佛斯(Susan Jeffers)著; 包丹丰譯 修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9052566 創業這條路 麥克.葛伯(Michael E. Gerber)作; 嚴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430 2025臺灣大未來: 從世界趨勢看見臺灣機會 詹文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447 保險業務員不會告訴你的50件事 李雪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93603 愈活愈老愈快樂: 年紀變大並不可怕,老了更愛自己才重要李根厚著; 李修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久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立文創企業



9789861793610 少女美術史. 世界篇 堀江宏樹著; 滝乃美和子插畫;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27 30天生薑力: 改變失調人生 石原結實監著; 陳怡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34 人生地圖 高橋步編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41 20幾歲,影響男人的一生 南仁淑著;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58 我愛復古風: 跟著老東西,走一趟時空穿越的旅行柳恩煐著;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72 戀愛的心情我最懂 明魯鎮文; 朴貞雅圖;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89 一個人出國到處跑: 高木直子的海外歡樂馬拉松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696 妹妹(原創劇本) 徐譽庭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702 接近無限透明的藍 村上龍著; 張致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3719 改過自新學英文 Ellie Oh, Tasia Ki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3795 1份工作11種視野: 改變你未來命運的絕對工作術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63802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N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95 旅遊日語「玩」全手記: 帶上這本就出發吧!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01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單字N1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463918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單字N3(攜帶本)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463925 溜韓語發音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 韓語教材研究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32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N1,N2,N3,N4,N5常考文法250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49 日本語10000字辭典 吉松由美等合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56 溜韓語: 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 韓語教材研究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63 假名的練習帖: 帶你趣遊假名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70 新制對應版日本語文法.句型辭典: N1、N2、N3、N4、N5文法辭典吉松由美等合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987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N1,N2,N3,N4,N5必考單字2000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3994 溜旅遊韓語: 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 韓語教材研究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007 溜旅遊日語中文就行啦 上原小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014 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5: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山田社



9789862464021 韓語入門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038 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5: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 詳解解題本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045 合格全攻略!日檢N5教本: (聽力.文法.單字.閱讀),一次通過!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052 溜韓語發音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 韓語教材研究社合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4069 溜韓語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 韓語教材研究社合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4076 溜旅遊韓語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 韓語教材研究社合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4083 日文法入門: 中文就行啦 上原小百合, 吳冠儀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113 新日檢N5文法比較辭典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吳冠儀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120 新日檢N4文法比較辭典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137 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4: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6236 另一個空間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44646 蚊釘山水 陳浚豪[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250 断絕の円環: 小谷元彥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6274 十牛圖 宋廓庵, 張宏圖再製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04302 為自己做的藝術 謝雨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4319 蔡佳葳: 自虛空中迴旋而來 謝雨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457789 鏡花緣 郭怡汾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17 約翰.藍儂 李寬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387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 黃志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459394 普通高級中學英文(乙版)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1459479 消費者行為 沈永正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三民



9789571459639 餐飲管理 林芳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660 大考英語聽力測驗輕鬆考 蘇秦, Tony Coolidg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59721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張錦源著 修訂十九版 精裝 1

9789571459738 人生下半場的幸福劇本 王乾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745 自學歷史:名家論述導讀 張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752 最新簡明英漢辭典 陸以正主編 增訂二版 精裝 1

9789571459769 法律不求人: 生活法律79招 王泓鑫, 張明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790 新譯大唐西域記 陳飛,凡評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813 商事法要論 梁宇賢著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837 新譯呻吟語摘 鄧子勉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851 領導與管理5大祕密: 如何創造一支勝利的團隊 黃國興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868 帶這本書去埃及 張榜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48435 畢氏定理四千年 Eli Maor著; 洪萬生等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6324 畢達哥拉斯的復仇 Arturo Sangalli著; 蔡聰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7246 新譯容齋隨筆選 朱永嘉, 徐連達, 李春博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875 新譯聊齋誌異選 付岩志, 王光福注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459882 新譯聊齋誌異選 付岩志, 王光福注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459899 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 翁岳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912 不可能的任務: 公鑰密碼傳奇 沈淵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929 自強之歌 彭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936 新譯明詩三百首 趙伯陶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8293 探索無限: 國家地理125年經典影像大展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323 終極動物百科 露西.斯佩爾曼著; 陳曦, 黃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408 國家地理學會終極恐龍百科 唐.萊森作; 邢立達, 王申娜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918446 Angry Birds憤怒鳥力量的祕密 瑞特.亞蘭作; 陳駿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石國際文化



9789865918453 馬鈴薯: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鍾慧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460 沙拉: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林潔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484 Angry Birds憤怒鳥環遊世界過佳節 艾米.布里格斯作; 盧郁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491 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師大賽50周年特輯: 當代自然攝影大師羅莎蒙德.基曼.寇克斯作; 李桂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507 Angry Birds憤怒鳥星際大戰: 科幻場景中的真實太空科學艾米.布里格斯作; 李桂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514 國家地理狗語解析指南 阿萊.亞歷山大.紐曼(Alexander Newman), 蓋瑞.魏茲曼(Gary Weitzman, D.V.M.)作; 王瓊淑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521 國家地理小小海洋探險家 凱薩琳.休斯作; 林潔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538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一生必遊的500聖地之旅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簡秀如, 盧明琦, 方淑惠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576 玫瑰 娜塔莉亞.菲德里(Natalia Fedeli)作; 法比歐.佩特羅尼(Fabio Petroni)攝影; 高天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583 國家地理幼幼探險家: 蝴蝶的冒險 瑪菲.費格森.狄連諾(Marfe Ferguson Delano)作; 盧意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590 國家地理幼幼探險家: 企鵝的冒險 吉兒.伊斯巴姆(Jill Esburm)作; 盧意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06 國家地理幼幼探險家: 雪豹的冒險 吉兒.伊斯巴姆(Jill Esburm)作; 盧意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13 國家地理幼幼探險家: 青蛙的冒險 瑪菲.費格森.狄連諾(Marfe Ferguson Delano)作; 盧意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20 終極太空百科: 一趟深入太陽系和其他星系的探索之旅大衛.A.阿吉拉(David A. Aguiler)作.插圖; 李向東, 陳逾前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37 終極昆蟲百科 達琳.穆洛斯基, 南西.霍諾維奇作; 陸維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44 披薩: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司徒徐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51 杯子蛋糕: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藍大楷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675 拍出驚豔 <>雜誌編輯部作; 黃建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705 國家地理生活科學大揭密 國家地理學會作; 許晉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736 國家地理: 哺乳動物圖鑑 麗莎雷根作; 高天羽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0197 我有畫要說 花大叔作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150203 我有畫要說 花大叔作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150210 我有畫要說 花大叔作 精裝 第3冊 1

9789866150227 我有畫要說 花大叔作 精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上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2639 荀子與齊道家的對比　 王慶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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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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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0090 ACCC.浪漫 阮光民等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35702 ACCC.浪漫 阮光民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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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6806 改變的力量: 原來我可以這麼快樂 劉恩廷, 張盛興講述; 王燦榮等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90259 伏羲八卦祖師傳記 伏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90266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2012壬辰肖龍 趙太極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8290273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2013癸巳肖蛇 趙太極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8290280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趙太極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8290297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趙太極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8290242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2011辛卯肖兔 趙太極編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安共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同書院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好世紀創意志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17132 考試分發志願選填手冊. 101學年度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著作 其他 1

9789866317149 大學甄選入學學測落點分析. 102學年度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著 其他 1

9789866317156 選系與職業 石偉揚, 張育誠, 羅嘉芸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00 選系與職業(高中版) 石偉揚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17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中投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24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臺南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31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竹苗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48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宜蘭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55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屏東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62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桃園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79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高雄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86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基北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293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雲林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309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嘉義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316 12年國教升學指南: 彰化區 傅績欽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17323 四技二專升學祕笈統測落點分析(甲本). 103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著 平裝 1

9789866317330 四技二專升學祕笈統測落點分析(乙本). 103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著 平裝 1

9789866317347 大學考試分發指考落點分析. 103學年度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著 平裝 1

9789866317354 大學甄選入學學測落點分析. 104學年度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著 平裝 1

9789866317361 選系與職業(高中版). 2014 石偉揚, 黃欣裴, 大考通訊社編輯群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266 佛陀教法之最 白雲老禪師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3273 梵密之鑰 白雲老禪師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9053280 最後才知道: 禪那末後句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平裝 1

大考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千佛山白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802 般若舟航十年: 千佛山般若寺十週年專輯 釋如靈, 釋若瑜, 謝玉粟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8692 鱷魚先生之一塊錢吃到飽 李維明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08 吠城故事 林淑玟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15 飛天鴨子與黑貓女巫 林茵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22 驚嘆號馬戲團 林淑玟作; 張倩華, chien插畫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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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8883 水滸真英雄 王文華文; 鰻魚蛋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988982 小兔沙比立大功 陳肇宜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999 朋友來敲門 陳碏文; 施佩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09 吹破牛皮的阿迪 林淑玟作; 大尉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16 靈靈精精精靈靈 陳昇群作; 莊河源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23 黏不拉嘰王子 徐瑞蓮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30 畢業那一年: 石縫裡的信 蔡宜容作;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78 小四愛作怪之三國亂傳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092 穿越時空的靈魂 彭素華文; 陳完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08 再見,初戀: 記得當時年紀小 王力芹文; 余沛珈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15 超級垃圾大戰 黃登漢作; 徐建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22 小四愛作怪系列 阿德蝸文; 任華斌插畫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41139 三腳貓偵探團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41146 我在異度空間 李光福著; 李長駿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千佛山般若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502 夢境編寫 古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410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西方藝術之研究 林麗容撰 平裝 1

9789869085427 東亞與東南亞海域的法國殖民帝國戰爭 林麗容撰 平裝 1

9789869085434 路易十四與法國大學 林麗容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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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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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58840 北大武山登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579758888 南一段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07 新康橫斷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14 南二段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21 馬博拉斯橫斷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38 丹大.東郡橫斷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45 七彩湖.六順山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52 干卓萬群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河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9

小作家文窗出版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9789867342669 能高安東軍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76 能高越嶺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83 太魯閣山列(奇萊東稜)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690 合歡.奇萊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06 北二段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13 北一段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20 白姑大山單登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37 雪山西.南稜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44 聖稜ㄚ型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51 郡大山.西巒大山單登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68 玉山群峰縱走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75 臺灣百岳全圖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7342782 臺灣百岳導遊圖(1:25,000)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6800 We sing we play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46817 We sing w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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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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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0140 微愛情不告白 丁繁繁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於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小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知堂



9789868910164 不在一起才最想念 貓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04 單身未必一個人 微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11 暗戀其實一直都是你 丁繁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28 比喜歡再多一點點 夜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35 愛的彼岸,只想你也在 貓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59 我愛妳會不會妳正好也愛我 丁繁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97 Meri:美麗孕媽咪 大於創意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60714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060721 MERI美麗孕媽咪 大於創意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60752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51113 咖啡樣: 全球咖啡浪潮下的Barista觀點x沖煮秘技x知識綜覽麥特.羅賓森(Matt Robinson)著; 巫芷紜, 洪郁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74 城市之光塔羅牌: 遵循塔羅牌的指引,釋放超我力MAX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59 生活中的為什麼,經濟學有答案 輝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373 公司不會害你: 害你的是公司裡的人 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27 7天擁有韓國明星般完美體態: 瘦臉、瘦小腹、瘦大腿的經絡按摩操李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58 iLife輕鬆玩: iTunes、iPhoto、iMovie娛樂過生活 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65 Canvas 2D網頁開發: HTML5及平面圖型的完美結合張亞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526 天下3D學院: 3D列印繪圖設計攻略寶典 呂瑞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540 我對時間有耐心 林志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571 別讓粉絲不開心!: 微博行銷解密 胡衛夕, 宋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649 旅館裡的辦公室: 步入飯店業的25堂先修課 郭芊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656 不漲薪資不上班!史上最爆笑の加薪大補帖 FEF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663 錢變薄,如何理財過好生活?: 寫給想越過越幸福的理財新手宗學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700 醫師開講: 糖尿病食、住、行全解 向紅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724 又近又方便: 7-ELEVEN何以滲透你我的生活? 緒方知行, 田口香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上奇資訊



9789863751731 美人心機: 髮型也能微整形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755 這樣帶人，部屬才會服氣：漫畫+案例，最易懂實用的領導秘技孫科柳, 潘長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779 PHP 6與MySQL基礎學習教室 葉建榮著 增修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1786 達標!威力導演13 薛清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793 Swift學習手冊 羅康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16 美好食刻: 8國55道料理的知識拼盤 吉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23 安麗：信念是最大的財富 沈芳敏, 潘鵬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30 笨蛋!女人沒說的才是重點: 超實用愛情冷讀術手則柳千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47 天天圍出好心情：春夏絲巾X秋冬圍巾的52種打法教學全典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54 Data Analysis Using Excel認證教科書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861 Photoshop CS6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m-plus普生數位科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885 完全解析動畫角色設計 韓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92 FOLLOW ME PLEASE全球經典標誌設計與導視設計善本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939 就要帥到沒天理: 男神養成必讀聖經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946 食物相宜相剋隨身寶典: 受用一生的家庭飲食健康書(好評熱賣版)張宇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51953 糖尿病飲食速查隨身寶典(貼心典藏版) 龔僕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51984 HDR職人後製技法全紀實 Rafael "RC" Concepcion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004 365天從頭到腳最完整的刮痧養生保健全書(人氣好評版)吳中朝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2011 李嘉誠的生意經: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 陳正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028 女孩到女人的飲食全方案：悉心照料經.孕.產.復每一刻雯婷茜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035 .Net for Flash FMS動態網頁開發手札暨企業級範例與部署張亞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073 Office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103 Android超實用App輕鬆開發200例 楚無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110 蘋果官方訓練教材: GarageBand Mary Plummer著; 爆音將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127 我的DSLR生活手紮 夏永恒, 王欣然, 鄭曉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134 與大師談旅遊攝影: 準備到保存的完整實錄 張千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141 DSLR數位攝影: Silicon Stone國際攝影證照認證教科書林璟棠,曾麗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165 商務英文書信懶人包: 14個主題,150封信件範本,寫E-mail好輕鬆朱子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172 Excel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2189 巨量資料的第一步: 基礎R語言與商業應用實例 韓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02 魔鬼藏在細節裡: 92個你不得輕忽的職場壞習慣王瑞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19 植物の食力: 600種藥用植物經典圖鑑 尤志勉, 韓安榜, 吳棣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26 零失誤烘焙：80道低油低糖美味不失分小點心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57 微醺舌尖：一場葡萄酒知性X感官饗宴 富隆葡萄酒文化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64 100味幸福花草飲: 暖身暖心暖日子 雙福, 趙峻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103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羊 巫桓, 巫信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7719 全球化英語: IBM老總帶你1500字溜英語 尚保羅.奈易耶(Jean-Paul Nerriere)著; 孟憶如, 閻宜君, 王紹華譯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37726 全球化英語: IBM老總帶你1500字溜英語 尚保羅.奈易耶(Jean-Paul Nerriere)著; 孟憶如, 閻宜君, 王紹華譯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70587 FBI教你認出身邊隱藏的危險人物: 生活中那些一點一點折磨你的人,以及惡意的陌生人,你事前都能防範自保喬.納瓦羅(Joe Navarro), 東妮.斯艾拉.波茵特(Toni Sciarra Poynter)作; 林怡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600 麥肯錫不外流的簡報格式與說服技巧 高杉尚孝著; 李佳蓉譯 平裝 1

9789865770617 我的收藏藝術：最神秘的圈子、最昂貴的學習、最精采的回報許宗煒著 平裝 1

9789865770624 大哉問時代: 未來最需的人才,得會問問題,而不是準備答案華倫.伯格(Warren Berger); 丁惠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631 跑者瑜伽: 讓你不受傷、跑更遠、卻不累的完整解答蕾克希.威廉森(Lexie Williamson)作; 鄭百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0648 從逆襲到稱王: 周鴻禕的互聯網方法論 周鴻禕著 平裝 1

9789865770655 社群媒體行銷操作最佳實務 陳哲奇(Jacky Tan)作;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679 逃,是我贏的方式: 不斷換工作的職場逃兵,如何變成連鎖餐飲大老闆?橫山貴子著; 邱惠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686 讓老闆甘願等四年的人才: 早稻田給學生的七種能力大森武著; 劉錦秀譯 平裝 1

9789865770709 給正在路上追夢的你 俞敏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16 丐幫夫妻壯遊記 朴健佑著; 吳芝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23 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第一次領薪水就能開始的「35/35/35」投資原則，保證你成為有錢人大衛.史蒂芬森(David Stevenson)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三易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006 No.0 顏伯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044 殺戮之井及其它短篇故事 林三貓作 平裝 1

9789869082051 幽暗之井的光明詩歌: 個人詩集之ㄧ 朱振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9814 EICO式絕不復胖下半身瘦身法 Eico作; 高詹燦, 劉中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9821 多肉與仙人掌 超麻吉! 羽兼直行監修;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838 大師如何設計: 個性化裝潢風格100%達成 主婦の友社編著;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845 全身の「穴道」大地圖帖 星虎男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9136 攝影師之心: 數位攝影的意圖、風格與過程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甘錫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266 不去會死! 石田裕輔作; 劉惠卿譯 初版21刷 平裝 1

9789866179280 飲食規則: 83條日常實踐的簡單飲食方針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鄧子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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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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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三頁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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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79860 巷仔口社會學 王宏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860 巷仔口社會學 王宏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891 冰峰暗隙 喬.辛普森(Joe Simpson)著; 李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60527 八翻手用法解析 劉篤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534 陳氏世傳太極拳術.太極拳精義 陳子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541 普及太極拳 劉南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565 太極密碼. 4, 太極十三經心解 余功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558 散打實用技法精要 武兵, 武冬, 王宏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572 五行通臂拳練法與用法 鄭鴻藻, 韓寶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589 武式太極拳老架 翟維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596 自然太極拳29式 祝大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602 孫祿堂武學論語 孫玉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619 詠春拳 黃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626 武式太極拳小架 翟維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6281 圓覺經 (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03 梵網經菩薩戒正說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10 大乘起信論 馬鳴菩薩造; 梁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27 彌陀大願的核心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72 佛法修證心要: 碧巖錄講座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89 佛法修證心要: 略論明心見性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乘定香精舍



9789865856502 藥師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533 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588 生死自由 煮雲老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01 釋教三字經 (明)聚雲吹萬廣真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18 觀音玄義記 (宋)四明沙門知禮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25 勸發菩提心文講義 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 諦閑大師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32 信心銘闢義解 中峰明本國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49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隋)智者大師撰疏; (宋)知禮大師述鈔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56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 五十陰魔章 圓瑛老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3224 刪定止觀 (唐)梁肅刪定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392 佛醫靈驗紀實 金剛上師戴亞傑(戴德)著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403 大家來寫甲骨文: 單句、集聯、詩詞彙編四百篇馬豫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341 怪咖三人組. 2, 絕不妥協 麥可.佛萊(Michael Fry)作;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58 祕密之屋 克里斯.哥倫布(Chris Columbus), 奈德.維齊尼(Ned Vizzini)作; 蘇瑩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65 祕密之屋. II, 冰獸大決戰 克里斯.哥倫布(Chris Columbus), 奈德.維齊尼(Ned Vizzini)作; 蘇瑩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7372 第N次11歲生日 溫蒂.梅斯(Wendy Mass)著; 雍小狼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乘精舍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書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3338 大時代舊人情 林瑤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352 看新聞解風水 蔡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78811 當代醫院建築發展新趨勢 孫全文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4072 產經趨勢總覽. 2015 陳國瑋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13976 吳娟瑜的挫折歷險記(簡體字版) 吳娟瑜著 平裝 1

9789863014065 小公主的蜜友悄悄話(簡體字版) 毛人ㄨ詩詩原創漫畫; 庒雅欣漫畫編劇 平裝 1

9789863014195 我是好人緣的人嗎?(簡體字版)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201 我是了解自己的人嗎?(簡體字版) 知心姊姊作 平裝 1

9789863014249 降膽固醇這樣吃才對(簡體字版) 何一成著 平裝 1

9789863012245 吃對食物,越吃越年輕(簡體字版) 徐慧茵作. 平裝 1

9789863014355 勇闖五億年前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423 鐵與血之歌: 一場場與死神搏鬥的醫學變革 蘇上豪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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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4515 誤闖古生代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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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將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康



9789863014522 尖叫成語: 開懷大笑(簡體字版) 王維浩作 平裝 1

9789863014539 府城街角的哲學香: 大學教授的鐵馬咖啡攤日記謝青龍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560 4-12個月寶寶的斷乳婦副食譜120道(簡體字版) 漢宇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3014577 最完整的孕期飲食宜忌,一本就受用!(簡體字版) 李敏著 平裝 1

9789863014621 醫生說治不好的病,99%都靠「自癒力」運動(簡體字版)黃木村著 其他 1

9789863014645 板龍大現身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669 咖啡中的哲學沉思: 孤獨、他者與自然 謝青龍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690 百鬼夜行誌. 凶宅卷(簡體字版) 阿慢著 平裝 1

9789863014706 輕鬆當爸媽,孩子更健康(簡體字版) 黃瑽寧著 平裝 1

9789863014713 跟著節日去旅行. 冬季篇(簡體字版) 楊小波文; 徐秀如圖 平裝 1

9789863014720 跟著節日去旅行. 秋季篇 楊小波文; 徐秀如圖 平裝 1

9789863014737 異特龍大暴走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744 雙脊龍大進擊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751 小公主的安全守護密碼(簡體字版) 詩詩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4775 健康,不是數字說了算: 跟著陳俊旭博士拆解健檢紅字(簡體字版)陳俊旭著 平裝 1

9789863014829 吾家有女初長成 李偉文, AB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836 孟老師的麵食小點(簡體字版) 孟兆慶著 其他 1

9789863014850 認識身體: 解開好奇心(簡體字版) 楊顯慧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4874 健康食物: 解開好奇心(簡體字版) 黃健琪作 精裝 1

9789863014904 豬頭小偵探: 數學考卷失竊案(簡體字版) 鄭宗弦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911 豬頭小偵探: 誰是大豬頭(簡體字版) 鄭宗弦文; seven圖 平裝 1

9789863014928 左右腦開發3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35 左右腦開發4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42 左右腦開發5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59 左右腦開發6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66 階梯數學3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73 階梯數學4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80 階梯數學5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997 階梯數學6歲: 幼兒動腦系列(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5000 鯊齒龍大狙擊 陳紹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024 所向無敵的理財魔法(簡體字版) ORANGE-TOON文圖; 林建豪翻譯 平裝 1

9789863015048 12星座人性攻略(簡體字版) 唐立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15055 異願洛恩斯. 8, 跨界(簡體字版) 水泉著 平裝 1

9789863015062 經典大翻轉: 誰掉了一只玻璃鞋?(簡體字版)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平裝 1

9789863015079 經典大翻轉: 誰要和烏龜賽跑?(簡體字版) 楊英蓉文; 麻三斤圖 平裝 1

9789863015086 一看就懂!客戶若不變成鬼,業務如何能成材!(簡體字版)林琇琬著 平裝 1

9789863015116 吃對了,永遠都健康!: 臺灣首位自然醫學醫師的「不生病」飲食法則,在家煮、出外吃都安心!陳俊旭著 平裝 1

9789863015123 風神翼龍大作戰 李國靖, 阿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130 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擁抱而已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5147 最完整的產後飲食宜忌,一本就受用!(簡體字版) 李敏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5161 兒童啟蒙CD書: 大家來唱ABC英文童謠(簡體字版)幼福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3015253 史上最有感的排便力!一試就見效: 專業醫師特效排宿便處方,搭配營養師推薦62道高纖食譜,重症便祕也能恢復李馥著 平裝 1

9789863015260 養生豆漿這樣喝最健康 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314 做對這些事,高血壓好控制(簡體字版) 陳柏臣著 平裝 1

9789863015420 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5(簡體字版) 唐立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9018 暗戰<>: 鴉片戰爭原來是一場金融戰爭 李德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9063 野心: 做個有錢的新鮮人 吳正豪作 平裝 1

9789866129179 人生最重要的74個忠告 鍾赫赫作 平裝 1

9789866129278 我的第一本股票投資書 楊軼麟作 平裝 1

9789866129285 人生,全面突破: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 張久欽作 平裝 1

9789866129346 超神奇,一學就會的說服術: 絕對好用的人生說話課武進傑作 平裝 1

9789866129360 魔鬼的心理操控術 張一航作 平裝 1

9789866129384 網店撈錢的88個精細化絕招 塗畫作 平裝 1

9789866129483 美國寄宿家庭的生活美語 小米, 謝琪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大智文化



9789866129513 幸福的活法: 稻盛和夫 李雪嵐著 平裝 1

9789866129544 美國校園生活的一日美語 張瑋泰著 其他 1

9789866129698 絕對好用說話術 武進傑著 平裝 1

9789866129896 看漫畫教你學說話 流沙著 平裝 1

9789866129988 開創自己的百萬年薪 林想著 平裝 1

9789866129995 窮人與富人的12項差異 陳先雲著 平裝 1

9789865718008 看穿他人的口是心非 霍靳文著 平裝 1

9789865718015 富習慣,窮習慣 林想著 平裝 1

9789865718022 影響你薪水高低的經濟學 陳先雲著 平裝 1

9789868629585 30位全球頂尖富豪的成功箴言 季偉勝著 平裝 1

9789865718039 「零」資本創業: 創辦一個不需要錢的公司 泰利.艾倫著 平裝 1

9789865718053 圖解讀懂男女的肢體語言 流沙著 平裝 1

9789865718053 圖解讀懂男女的肢體語言 流沙著 平裝 1

9789865718060 世界只給你三分鐘: 哈佛教年輕人用嘴巴改變命運的12堂口才課林想著 平裝 1

9789865718077 14天超效打造魔鬼的「S」曲線 Shopping-Wang著 平裝 1

9789865718084 你要變的比世界快: 不想被世界淘汰,就要Update你的腦袋魯道夫著 平裝 1

9789865718091 教你「賺錢」的9堂課 韓忠宇著 平裝 1

9789865718107 其實,你真的可以更幸福 曉群著 平裝 1

9789865718114 提升正能量的40個方法: 用正能量吸引力法則,讓成功機率增加40倍文羽翔著 平裝 1

9789865718121 一分鐘紓壓操 Amy Wu作 平裝 1

9789865718138 用時間管理,讓每天生活都精采: 把最有效率的時間用在最大回報的事情上顧沙斌著 平裝 1

9789865718145 專瘦下半身,超有效局部塑身操 Shopping-Wang著 平裝 1

9789865718152 靜心療癒: 不要再背負著心債過日子 李紫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8169 讓你年輕10歲的逆齡操 Stella Lin著 平裝 1

9789865718176 1%的轉念,你就不會活的這麼累 薇薇安著 平裝 1

9789865718183 30歲前,一定要學會如何花錢 林想著 平裝 1

9789865718190 一個人,也很幸福 薇薇安著 平裝 1

9789865718206 瞬間恢復精神的活力拉伸操! K2著 平裝 1

9789865718213 枕邊療癒書 吳月茹著 平裝 1



9789865718220 超效骨盆瘦肚操: 5分鐘肚子減少3cm Shopping-Wang著 平裝 1

9789865718237 讀懂自己,才能活出價值 吳月茹著 平裝 1

9789865718244 小肚肚甩肉操+神奇磁石(腰腹專用)熱敷帶 Shopping-Wang著 平裝 1

9789865718268 專治低頭族症候群 石黑章吾著 平裝 1

9789865718251 享受心療癒 卓思凱著 平裝 1

9789865718275 專治低頭族+神奇磁石(頸部專用)熱敷帶 石黑章吾作 精裝 1

9789865718282 你越在意的,往往就越容易失去: 人生中,讓你最迷惑的16個選擇薇薇安著 平裝 1

9789865718299 體質大改造,讓你怎吃都不會胖 陳雅娟著 平裝 1

9789865718305 小心身邊的鯊魚吃了你 陳鑫煜著 平裝 1

9789865718312 自己變好事情就會好: 想要成為,就能成為怎樣的人史琨著 平裝 1

9789865718329 怎樣才能超越世界第一 徐一凡著 平裝 1

9789865718336 預防失智遠離老人癡呆 小野真一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455 黑咖啡幸福學: 人生要經歷萬道工序的淬鍊,才能達到極致的回甘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62 不吃藥的藥師: 74歲零毒素的健康生活 王康裕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79 狼學: 對自己要夠狠,讓你對未來無所畏懼的八個步驟李維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493 聖人不折騰 趙文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500 煙硝、血淚、戰地記者: 那些用生命奪回的真相李子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4517 跟著金庸闖江湖: 揭開武俠世界的神秘面紗 李衛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4524 黑色鬱金香 亞歷山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著; 大喜編譯小組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4531 遇見,最真實的自己: 找回被遺忘的愛與喜 楊宗樺著; 劉宜霖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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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4555 森鷗外的性生活與半日 森鷗外著; 王曉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562 我是歐普拉: 從貧民到百億天后的關鍵信念 汪仟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579 變,跟過去說再見: 踏出改變的第一步,成就自我的十二個信念奧利森.斯威特.馬登著; 李詩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586 芥川龍之介與果戈里的鼻子 芥川龍之介, 果戈里著; 大喜編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0

大喜文化



9789869104593 超神奇熱療調養圖解 李姍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02 型男微型彩妝術 邱瓊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19 那就這樣吧,挺好的: 36篇令你莞爾一笑的故事 自由極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26 主婦自救: 超簡單黑心食品速驗法 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8547 Art Color藝彩新娘造型: 天使之約. 2012 邱婕綺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62842 巫帝國藏在甲骨文裡 王遠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866 為自己選一幅唐卡: 西藏唐卡繪畫大師帶路,讓你選對唐卡,創造自己的心靈聖境蔣詠.辛傑(Jamyong Singye)作; 林瑞冠, 賴隆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934 上海秘境: 觀光客到不了的50個地方 <>雜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958 香巴拉世界: 找回人性的本初善 薩姜.米龐仁波切(Sakyong Mipham)作; 蔡雅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965 轉身遇見佛: 弘一大師修心錄 弘一大師作; 李汶娟, 李莉娟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972 自尊上癮症: 我們時代的頭號心理疾病 劉翔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989 人類還在玩猿猴把戲?: 演化生物學家揭開人類社交行為的秘密達里歐.梅斯崔皮耶里(Dario Maestripieri)著; 吳寶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996 百病預防除濕熱 孔繁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05 靜心冥想的練習: 28天在家自修的正念課程 雪倫.薩爾茲堡(Sharon Salzberg)著; 李芸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036 走向靜默,如你本來: 印度一代聖哲拉馬納.馬哈希對話錄室利.拉馬納.馬哈希(Sri Ramana Maharshi)作; 石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43 為什麼讀書?: 偉大讀者的必然與非必然 夏爾.丹齊格(Charles Dantzig)著; 閻雪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50 病為何不能自己好起來?: 20種找回自癒力神效治本處方堀泰典著; 安保徹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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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三陽文化



9789866579424 李時珍教切脈 李時珍著; 王際然, 張麗解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9431 宦官外戚怪聞事: 中國歷史:胡搞宦官及瞎搞外戚張志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7287 神遺棄的裸體: 禁制的性,伊斯蘭世界的另類觀察報告石井光太作;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294 憂國: 情色與大義的終極書寫,三島由紀夫短篇傑作篇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00 非典型力量: 瘋癲的智慧、偏執的專注、冷酷的堅毅,暗黑人格的正向發揮凱文.達頓(Kevin Dutton)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17 搶占世界舞臺: 韓國鐵血人才教育實錄,一位科技官的極密調查岩淵秀樹作;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24 地獄變: 芥川龍之介怪談傑作選 芥川龍之介著; 銀色快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31 投機者的撲克 扁蟲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375 李永生陶藝展鄭善禧題 李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603 Joy huang樂活山居: 生活玻璃創作展. 2014 黃瓊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8864 開柯釋文哲 陳文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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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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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53511 政治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先容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1381 司法三、四等英文 千華編委員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1510 社會工作 陳月娥編著 第二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1527 捷運常識(含捷運系統概述) 白崑成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534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1596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1619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心理學 舒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626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633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1640 關稅法務、財稅法務 重點整理+歷年試題 鄭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657 政治學(含概要)混合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力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618790 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618950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1746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664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四, 103年度 李宜藍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671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1688 法學大意全真模擬考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1695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701 行政法(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劉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718 一般警察四等行政警察人員歷年試題合輯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725 司法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 賴農惟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1732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749 監獄學(含概要)系統整理 高昇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756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司法) 南春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763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陳嘉文, 潘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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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1787 水利工程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魏湘, 李坤諭, 拉格比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3741794 法院組織法(含大意)彙編 蔡承鋒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800 犯罪學(含概要) 王強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824 企業管理焦點複習講義 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831 民法(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848 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含教行、教心、測統、教史哲、比較、教概等)陳培林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1855 教師甄試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103年度 歐昌豪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862 農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焦點複習講義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879 立法程序與技術精要 關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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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1893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全真模擬考 成傑, 許願, 關偉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1909 圖解式民法概要(焦點速成+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91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方君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923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930 最新測量學題庫千題精解 高銘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947 犯罪偵查(含概要) 趙豐群, 何瑞修, 鄭容和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954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1978 國文(作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985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992 犯罪偵查 劉偉祥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2005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書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012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2029 國文: 測驗滿分要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036 文化人類學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馬凌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050 國考必勝的心智圖法 孫易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067 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081 國文: 測驗(包含公文格式用語)焦點速成 高朋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2104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 劉憶娥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2111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 黃素慧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2128 國文(含作文、測驗)(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9698 一直都在: 阿卜極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28 劉永仁個展-1991迄今 鍾經新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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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3101 白虎之咒. 2, 尋找風的聖物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3491 註東坡先生詩 (宋)蘇軾撰; (宋)施元之, 施宿, 顧禧註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133897 臺灣通史: 開闢臺灣的先民足跡 趙予彤故事; 周庭萱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228 紅蕖留夢: 葉嘉瑩談詩憶往 葉嘉瑩口述; 張候萍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396 幾米故事團團轉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624 良露家之味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716 人間詞話七講 葉嘉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723 不安分的石頭 安哲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730 女人一生的睡眠書 詹雅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747 燈火紐約說人物 周龍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754 篠田課長的吃喝繪圖日記 篠田直樹圖文;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761 商業冒險: 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 約翰.布魯克斯(John Brooks)著; 譚天, 許瑞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815 日日心禪 蔡志忠編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5907 嶄露 菲莉絲.卡司特(P. C. Cast), 克麗絲婷.卡司特(Kristin Cast)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914 西藏火鳳凰: 獻給所有自焚藏人 唯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945 匠人精神: 一流人才育成的30條法則 秋山利輝著; 陳曉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久鼎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大象藝術空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25534 玄空千年明燈 曹樹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5541 吉祥萬年曆 巫金海, 巫元智, 巫崇琳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10641 新訂2,456漢字.1級-5級別: 語彙別漢字基準表 日本語NAT-TEST, 日本語学力テスト運営委員会編著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658 日本語能力試験完全模試.解説N1 藤田朋世等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665 日本語能力試験完全模試.解説N2 渡邉亜子等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672 文化初級日本語1改訂版: 教師用指導例集 文化外国語専門学校日本語科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689 文化初級日本語2改訂版: 教師用指導例集 文化外国語専門学校日本語科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757 文化初級日本語3改訂版: 教師用指導例集 文化外国語専門学校日本語科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764 文化初級日本語4改訂版: 教師用指導例集 文化外国語専門学校日本語科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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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7804 發人深省的故事合訂本 陳榮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3573 幸福的自然生活筆記 陳惠雯著 平裝 1

9789866433580 美好的鄉居日常 梁郁倫, 鍾順龍著 平裝 1

9789866433597 享受吧: 單車旅行 陳爾善著 平裝 1

9789866433603 慢慢的,火車旅行 鍾雅蓬文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三達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3289 曹俊彥的楊喚童話詩集: 楊喚逝世六十週年紀念版楊喚作; 曹俊彥繪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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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3456 猜一猜童話: 誰把祕密說出去 顏志豪文; Amily Sh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463 天鵝的翅膀: 楊喚的寫作故事 子魚文; 林劭貞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470 摺、剪、貼!動手玩耶誕節裝飾: 每撕ㄧ張紙就能作出雪花、星星、紙鍊、天使......: 輕鬆布置歡樂繽紛耶誕節!菲歐娜.瓦特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487 魔法1/2 愛德華.伊格作; 林邵貞繪圖; 趙永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494 12堂動手就會畫的創意美術課: 超爆笑的校園漫畫x超好玩的繪畫練習x超吸睛的創意手作黃志民, 石麗蓉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500 嗯哼嗯哼菇菇繪本: 最美味的湯 河合真吾原案; 關千里文; 智子=加西亞圖; 鄧吉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517 公主幼稚園 信實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34475 畢卡索的蒙馬特. II, 不願安定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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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34482 畢卡索的蒙馬特 茉莉.碧蒙(Julie Birmant)編劇; 克里蒙.烏博希(Clement Oubrerie)漫畫; 喬一樵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2976630 狎客行: 九真陰經 麥人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98178 法學緒論大意經典 陳傑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7398178 法學緒論大意經典 陳傑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7398185 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陳達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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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領航

小熊



9789865892005 臺灣東部旅行: 臺東 大臺灣旅遊網編集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18 後山行: 漫遊東臺灣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李傳溎等12人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32 臺東旅遊趣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李傳溎等12人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49 食在宜蘭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456 fun眼遊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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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1935 我是海盜 黃麟傑文.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026 小論文大師教你寫作的技術 鈴木銳智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064 如何從聊天中得利: 不是殺時間,也是成交、說服、帶人、深交的必備技能松橋良紀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095 漲跌,我都要賺: 大師教你永不套牢的20條投資金律太田忠作;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9133203 勞保、健保「照」不了你的60件事: 專家教你「繳的少、領的多」省錢絕招,還能做到退休後月領7萬的理財規畫!優渥誌編輯群著 平裝 1

9789869133210 媽寶這種病,是盡責父母教出來的: 怎麼教,孩子才會獨立?高濱正伸著; 蔡麗蓉譯 平裝 1

9789869133227 交辦的勇氣: 帶人不能只是教專業,最重要的是改變心態西村克已著; 易起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3234 20歲的幹勁!: 出錯,你才會出色! 岡崎太郎(Taro Okazaki)著; 易起宇, 郭乃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3241 貪心律師故意不說的法律知識: 53個常見案例,不進法院也能掙回權益董法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12373 蛋寶寶 神沢利子文; 柳生弦一郎圖; 林玟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608 姊姊最棒!哥哥最棒! 蘿拉.紐玫若芙文; 琳恩.孟辛兒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837 小步小步走 路易斯.薩奇爾著; 趙永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賣工作室



9789862113912 火車好多節!: 馬克.布塔方創意拼圖繪本 馬克.布塔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513 誰需要國王呢? 陳衛平編著; 陳美燕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520 鬼遊戲 顏志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599 超狗偵探事件簿. 6, 校園鬧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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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4742 再一遍! 艾蜜莉.葛拉菲特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72 咬一口 蘿拉.薛佛文; 吉歐夫.華林圖; 王心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896 小小口才高手 吳燈山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926 喵嗚!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940 海底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964 青銅葵花 曹文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971 小魔乖要上學 瑪莉.阿涅絲.高德哈文; 大衛.派金斯圖; 鄭源成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988 第一條魚 赫爾曼.舒茲文; 薇碧克.余瑟圖; 馬佑真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008 看故事,學俗語 鄭靜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5015 謊話連篇 潔若婷.麥考琳作; 蔡宜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5039 你是我們的寶貝 林士真文; 曾伊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046 海洋動物捉迷藏 石川浩二文.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053 車子輪船捉迷藏 石川浩二文.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060 衣服鞋子捉迷藏 石川浩二文.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077 鳥兒鳥兒捉迷藏 石川浩二文.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084 吱吱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07 花狗 黃郁欽文; 陶樂蒂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21 瑞奇兔 G.V.傑納頓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38 躲好了沒? 黃郁欽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0096 洞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原著; 趙永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0683 媽媽最棒!爸爸最棒! 蘿拉.紐玫若芙(Laura Numeroff)文; 琳恩.孟辛兒(Lynn Munsinger)圖; 柯倩華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1369 奶奶最棒!爺爺最棒! 蘿拉.紐玫若芙(Laura Numeroff)文; 琳恩.孟辛兒(Lynn Munsinger)圖; 沙永玲翻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上誼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625465 森林 文達爾.勒貝克(Gwendal Le Bec)文.圖; 袁筱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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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25656 就快了 提摩太.奈普曼文; 派克.賓森圖; 林瑋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9681 斜率操作法 黃怡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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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16944 告訴我的兒子們: 癌末中校的人生最後家書 馬克.韋伯(Mark Weber)著; 賴孟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51 抱歉,我搞砸了你的公司! 凱倫.菲蘭(Karen Phelan)著; 張玄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75 一個全職交易人的投資告白: 我從此不上班、每日自負盈虧的謀生式投資日記梁展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82 動物農莊求生計: 一場實現改革創新的MBA經典故事維傑.高文達拉簡(Vijay Govindarajan), 克里斯.特林伯(Chris Trimble)著; 何玉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99 大小說家如何唬了你?: 一句話就拐走大腦的情節製作術麗莎.克隆(Lisa Cron)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02 超級成就者的Doing學: 從馴狗班長、球星捕手到普立茲攝影家等36個大師教你「專精一件事」卡蜜兒.史薇尼(Camille Sweeney), 喬許.加菲爾德(Josh Gosfield)著; 簡美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19 不失傳的68種萬用打結法 小暮幹雄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26 淘寶經濟: 13億人的金錢流動平臺vs.臺灣網拍業的失速故事亓漢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33 大過剩時代: 失控全球化後,治好世界經濟焦慮的成長解答丹尼爾.艾爾伯特(Daniel Alpert)著; 黃書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40 左傳MBA: 寫給領導者睡前看的40則人性決策枕邊課!吳易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57 稻盛和夫的最後決戰: 日本企業史上最震撼人心的「1155天領導力重整」真實紀錄大西康之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64 優雅的影響力: 52個默默移動對方潛意識的非強勢說服技巧凱文.霍根(Kevin Hogan)著; 王佩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71 一張銷售圖,賣出好概念!比簡報更直覺省時的產品優勢簡畫法柯瑞.桑莫思(Corey Sommers), 大衛.詹肯斯(David Jenkins)著; 簡美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095 當上中階主管的備忘錄: 領導大師寫給中間職級經理人的高效能行動手冊約翰.巴多尼(John Baldoni)著; 陳瑋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01 世界工廠大移轉: 讓全球產能走出中國、回流美日的新「顧客式製造經濟」革命劉仁傑, 陳國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25 比例尺畫的世界史 凡樂蒂娜.狄菲麗波(Valentina D'Efilippo), 詹姆士.博爾(James Ball)著; 王佩茵, 全通翻譯社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億



9789865695132 投資國際的第一本金融市場圖解書: 彭博財經新聞「每日圖表」主筆帶你看懂市場數據與通用指標大衛.威爾森(David Wilson)著; 陳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156 驚人的孩童前世記憶: 我還記得「那個我」?精神醫學家見證生死轉換的超真實兒童檔案吉姆.塔克(Jim B. Tucker)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7280 地下 卡爾.希亞森(Carl Hiaasen)著; 鄭家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297 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 瑪雅.安吉羅(Maya Angelou)著; 于霄, 王笑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5499 教養藏在生活裡 謝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5567 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正岡慧子文; 小倉廣一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574 誰先笑誰就輸了 木曾秀夫圖.文; 黃瓊仙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04 用什麼顏色畫天空才對? 羅希歐.馬汀內茲(Rocio Martinez)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11 我的畫可以展覽,送給朋友更好 羅希歐.馬汀內茲(Rocio Martinez)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28 每個人對畫的看法都不一樣 羅希歐.馬汀內茲(Rocio Martinez)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35 畫畫是在說故事 羅希歐.馬汀內茲(Rocio Martinez)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42 大人會相信我說的話嗎? 娜歐米.杭特(Naomi Hunter)文; 凱倫.伊拉斯瑪斯(Karen Erasmu)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659 畫畫不用模仿別人 羅希歐.馬汀內茲(Rocio Martinez)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9907 解密聖經「末日」千古之謎 黃國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小樹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30093 社會工作(移民社工實務社會工作實務.社會工作概要(大意))精修張政韋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598 行政法大全(申論題型) 陳傑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35 行政法概要大意經典(選擇題型) 陳薇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59 國文科(測驗)題庫 王曉瑜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888 行政學精修: 含行政學概要(大意): 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王立明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963 貨幣銀行學精修 王皓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70 中外地理精修 星嬅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87 政治學精修 郝強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994 英文單字.會話.文法.克漏字.測驗.題庫精修 鄭維豪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007 農會法暨農會法施行細則 王神農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014 法院組織法經典 陳薇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21 國文科(公文)精修 王攜之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038 土地登記實務 陳翰基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45 公共管理精修 王立明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45 公共管理精修 王立明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52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王傑生編授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31069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王傑生編授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31076 成本與管理會計精修 呂紹堃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083 消防法規精修 黃再枝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90 公共政策精修 張祺明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06 租稅各論精修 方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13 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陳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20 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含人事行政大意) 張祺明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37 民法(民法概要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精修 蔡裕樹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44 憲法體系整理經典 王斯年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51 事務管理含事務管理概要(大意)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精修王攜之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168 會計審計法規精修(含會計審計法規概要/大意) 鍾耀元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75 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 蘇靖堯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99 移民法規V.S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王裕德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05 火災學含理論與實務模擬測驗題庫 黃再枝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12 戶政法規含戶籍法規 郝強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29 各國人事制度精修 王寶鑑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236 刑法(總則/分則)精修 莊霖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243 審計學精修(含審計學概要) 王彥佑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50 物理科精修 謝正熙編授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7128 成為職場A咖都會做的9件事 周歡儀作 平裝 1

9789868817135 生活就要一點淡定 吳欣茹作 平裝 1

9789868909038 七大關鍵突破成長極限: 用競爭力實現自我價值常光北作 平裝 1

9789869006514 過上好日子你必須學習的10種智慧 蔡慧子作 平裝 1

9789869006521 用點心機,做好人情生意 常光北作 平裝 1

9789869006538 做自己,讓生活更精采 周歡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545 改變人生的119條領悟 劉麗茹作 平裝 1

9789869006552 造就成功的115條感悟 王易珊作 平裝 1

9789869006576 其實,你可以活的更有價值 常光北作 平裝 1

9789869006583 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換個角度,人生就會有改變 周歡儀作 平裝 1

9789869006590 領悟,讓人生更完整 張智傑作 平裝 1

9789869103206 原來,糊塗也是一種幸福 張智傑作 平裝 1

9789869103213 信念,讓我一天比一天強大 張智傑作 平裝 1

9789869103220 放輕鬆,別讓生活太浮躁 金俊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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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5

大邁文化



9789866160103 龍欽寧體.金剛薩埵之上師供養儀軌具利他事業.大樂善道吉美林巴著; 法護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6160110 龍欽寧體.內成就持明總集 遍智吉美林巴著; 法護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6160127 龍欽寧體.更密上師成就具明點印 遍智吉美林巴著; 法護譯 再版 其他 1

9789866160134 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 畢瓦巴原著; 薩嘉班智達講釋; 法護漢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6160141 無垢懺悔續 秘密主結集; 法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60158 聖黑瞻巴拉水供儀軌.成就精華 古祿卻吉旺秋著; 法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0165 深法寂忿密意自解脫.前行儀軌 尼達韋瑟編; 法護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6832 人人都是無上師: 歡喜擁抱內在覺醒的力量 鄭芳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8621 川原ゆり帶你去旅行 川原ゆ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68607 當主管一定要懂的思考方式: 擊破赤字 斎藤広達著; 川原YU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8614 川原ゆりTeach U 50音 川原ゆ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6441 奇谷山水: 蔣奇谷當代水墨作品集 張慧怡策劃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7919 粒片板試驗方法 麥克.包立尺(Michael Paulitsch)作; 陳載永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工家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口藝國際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千年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鵬展翅藝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17218 學習共同體臺灣初體驗 親子天下編輯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44 歐赫貝的祕密. 1, 科內流士的旅行 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cois Place)著; 陳太乙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51 歐赫貝的祕密. 2, 席雅拉的旅行 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cois Place)著; 陳太乙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99 大人的科學: 35mm雙眼相機 學研編輯部作; 嚴可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805 大人的科學: 桌上型掃地機器人 學研編輯部作; 賴庭筠, 高詹燦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00 是誰把驢子變斑馬?: 加薩動物園的故事 張東君文; 黃麗珍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017 翻轉教育: 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 親子天下雜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24 大人的科學: 泰奧.揚森迷你仿生獸 學研編輯部作; 周若珍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55 大人的科學: 迷你電子積木 學研編輯部作; 陸蕙貽, 黃正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62 大人的科學: 新型針孔式星象儀 學研編輯部作; 周若珍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79 我的第一本DIY立體禮物書 王淑芬作; 王乃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093 說謊的阿大 阿部夏丸文; 村上豐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154 愛,無國界: 臺灣孩子.荷蘭父母的收養故事 王美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222 屁屁超人與屁浮列車尖叫號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239 媽媽變魔術 童嘉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2418284 無頭蟑螂的狗日子 大衛.卡曾斯(Dave Cousins)著; 趙丕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291 半個老大 王文華文; 王秋香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307 丁小飛偉人日記. 3, 副班長爭奪戰 郭瀞婷文;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314 達克比辦案. 2, 壞蛋的祕密 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321 小東西 哲也文; 林小杯等圖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418338 總有一天,想回去我的故鄉: 來自福島第一核電廠二十公里半徑圈內的貓大塚敦子作; 游韻馨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383 記得這堂閱讀課: 偏鄉教師楊志朗用閱讀翻轉孩子的人生楊志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444 掌握0-6歲27個關鍵第一次: 輕鬆理解寶寶的身體、情緒與認知發展親子天下編輯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451 小龍的放學時間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楊明綺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468 小豬找妖怪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9789862418475 下腳蔬菜村の敗部復活大作戰 黑野伸一著; 石居麻耶插畫;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482 青春期,SOS!: 給青少年父母的情緒、學習、教養對策楊俐容作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2418512 檸檬水犯罪事件 賈桂林.戴維斯文; 薛慧瑩, 陳佳蕙圖; 謝靜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529 檸檬水戰爭 賈桂林.戴維斯文; 薛慧瑩, 陳佳蕙圖; 謝靜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567 晨讀10分鐘: 生涯探索故事集 陳建州等作; 何琦瑜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574 生涯探索,SOS!: 發現潛能、追逐夢想,給青少年父母的陪伴守則楊俐容著; 江長芳插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04 我會說故事: 創意奇想繪本 拉斐爾.哈迪德, 碧阿緹絲.胡迪傑, 亞瑟.蓋瑟作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418581 黑猩猩會變成人類嗎?: 達爾文沒說的動物故事 熊谷聰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598 老虎條紋是橫的還是直的?: 不說不知道的動物生態熊谷聰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11 鯨魚會在海中溺水嗎?: 稀奇古怪的動物行為 加藤由子文; 熊谷聰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28 安培A 篠原勝之文.圖; 陳嫺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42 小東西 哲也文; 達姆等圖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418659 動物迷宮 長嶋洋一繪;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18680 成長小說親師活動讀本: 情緒教育的6堂課 楊俐容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697 有一天 艾莉森.麥基文; 彼德.雷諾茲圖; 張淑瓊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2418741 怪傑佐羅力之天堂與地獄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758 泥巴、茶壺與一隻老鼠?!: 39個改變世界的關鍵時刻追追追提姆.庫克文; 李弘善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765 我的第一本好好吃食育繪本: 小奈奈的超厲害生日大餐吉田隆子文; 瀨邊雅之圖;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772 我的第一本好好吃食育繪本: 小奈奈的香噴噴烏龍麵吉田隆子文; 瀨邊雅之圖; 黃雅妮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789 我的第一套好好吃食育繪本: 小奈奈的好好吃蔬菜飯吉田隆子文; 瀨邊雅之圖;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796 帶你長大: 讓孩子在愛和信任中成長 李坤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833 在愛裡,我逆著光飛翔: 音樂夢想家黃裕翔的成長故事李翠卿, 黃裕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840 怪傑佐羅力之地獄旅行 原裕文.圖; 王蘊潔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8857 徐玫怡的Mother Style: Meiyi's育兒手記,展現自我的媽媽風格徐玫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864 世界的微笑: 純真與感動的瞬間 許培鴻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56 小火龍大賽車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70 威利在哪裡?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87 威利在哪裡?: 穿越時空之旅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87 威利在哪裡?: 穿越時空之旅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94 威利在哪裡?: 奇幻大冒險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994 威利在哪裡?: 奇幻大冒險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07 威利在哪裡?: 電影夢工廠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07 威利在哪裡?: 電影夢工廠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14 威利在哪裡?: 驚奇魔法書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14 威利在哪裡?: 驚奇魔法書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21 王者三部曲. 1, 替身王子 珍妮佛.尼爾森(Jennifer A. Nielsen)著; 穆卓芸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38 大人的科學: 迷你電吉他 學研編輯部作; 周若珍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45 大人的科學: 牛頓反射式望遠鏡 學研編輯部作; 賴庭筠, 高詹燦, 黃由正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69 怪傑佐羅力之妖怪大聯盟 原裕文.圖; 王蘊潔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083 三個問號偵探團. 5, 海盜的墓穴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090 三個問號偵探團. 6, 謎宮帝國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18949 愛哭公主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144 怪傑佐羅力和神祕魔法少女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151 跟著課本去旅行: 給父母的校外教學提案 <>編輯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182 大人的科學: 啪搭啪搭電波時鐘 學研編輯部作; 黃薇嬪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267 怪博士與妙博士. 2, 失敗啟示錄 林世仁文; 薛慧瑩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281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從預防、控制到治療,黃瑽寧醫師給父母的安心提案黃瑽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304 王者三部曲. 2, 海盜謎境 珍妮佛.尼爾森(Jennifer A. Nielsen)著; 穆卓芸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311 娜娜的假期 錢茵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328 娜娜的煎餅 錢茵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2419335 給我咬一口 黃郁欽, 陶樂蒂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342 有效提問: 閱讀好故事、設計好問題,陪孩子一起探索自我陳欣希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359 一直一直往下挖 麥克.巴奈特文; 雍.卡拉森圖; 林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380 翻轉教育2.0: 從美國到臺灣動手做,開啟真學習 賓靜蓀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397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小老鼠的聖誕禮物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e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403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怕冷的小企鵝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e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410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不上學的小斑馬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e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427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睡不著的小綿羊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e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434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尿床的小金絲雀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e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441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愛說不的小獅子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e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472 奇想西遊記. 1, 都是神仙惹的禍 王文華文; 托比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489 奇想西遊記. 2, 怪怪復仇者聯盟 王文華文; 托比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526 華人育兒百科 長庚兒科精英醫療團隊, 周育如合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595 晨讀10分鐘: 親情故事集 陳芳明等文; 廖玉蕙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01 王者三部曲. 3, 決戰時刻 珍妮佛.尼爾森(Jennifer A. Nielsen)著; 穆卓芸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18 一張紙做一本書 王淑芬著; 陳怡今插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25 小壁虎頑皮故事集. 1, 天外飛來的小壁虎 岑澎維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56 奇想西遊記. 3, 妖妖要吃唐僧肉 王文華文; 托比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63 奇想西遊記. 4, 神奇寶貝大進擊 王文華文; 托比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670 奶奶的記憶森林 崔永嬿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694 三個問號偵探團. 7, 恐龍大復活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700 三個問號偵探團. 8, 幽魂陷阱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717 威洛比先生的神奇樹 羅勃.巴利文.圖; 林良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2419731 小小數學博物館: 101個最經典的數學提問+最具創意的解答阿爾貝希特.波依特許巴赫作; 劉叔秋譯; 陳怡今插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755 怪客入侵大作戰: 人體城市的交通中心: 心臟.神經.肌肉施賢琴等作; 蔡兆倫, 黃美玉插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762 超級城市選拔賽: 人體城市的調節中心: 大腦.五官.皮膚施賢琴等作; 蔡兆倫, 黃美玉插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779 間諜竊密事件簿: 人體城市的營運中心: 口腔.消化.排泄施賢琴等作; 蔡兆倫, 黃美玉插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419847 翻轉過動人生: 從中輟生,到哈佛博士的重生之旅陶德.羅斯(L. Todd Rose)著; 江坤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892 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 1, 顛倒巫婆大作戰 陳沛慈文; 金角銀角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08 雲王國三部曲. I, 消失的雲上村落 克里斯多福.蓋勒法文; 陳太乙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15 焗烤奶奶和魔法鴨 安房直子文; 伊勢英子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939 雲王國三部曲. 3, 勇闖火山絕境 克里斯多福.蓋勒法(Christophe Galfard)文; 陳太乙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46 雲王國三部曲. II, 墜入森林之丘 克里斯多福.蓋勒法(Christophe Galfard)作; 陳太乙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53 天才都是這樣想的!27位大師X27個思考祕訣,喚醒你的獨特天分!菲利普.布哈瑟(Philippe Brasseur)文; 薇吉妮.貝特梅(Virginie Berthemet), 菲利普.布哈瑟(Philippe Brasseur)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9977 漸凍人生又怎樣: 我胡庭碩,自己的人生自己扛 胡庭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991 真逆齡: 醫學實證.超越抗老的大智慧 陳亮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063 風雨無阻 朱瑄文作; 朱瑄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070 莉莉愛問為什麼? 林西.坎普(Lindsay Camp)文; 湯尼.羅斯(Tony Ross)圖; 張淑瓊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087 小象的雨中散步 中野弘隆(Hirotaka Nakano)文.圖; 林真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094 小象的風中散步 中野弘隆(Hirotaka Nakano)文.圖; 林真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100 達克比辦案. 3, 放屁者聯盟 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86 找對方法,與你的青春期兒女對話 賈斯伯.裘(Jesper Juul)作; 王榮輝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23 身體裡的探險家 湯姆.傑克森(Tom Jackson)文; 鄧子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261 12月的暑假: 健太與小實的冒險日記 川端裕人文; 杉田比呂美圖; 黃碧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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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26859 健康餐飲暨產業管理研討會. 2014 何永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82919 N2新制日檢聽解一本搞定 今泉江利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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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2484470 超有梗英文會話: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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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98943 酒精: 牛飲不如馬飲 馬忠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950 傘裡傘外: 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 陳奕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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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水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120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管理學院



9789868696624 在寂寂停頓中: 我的閱讀手記 江寶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6655 你從來不是唯一的一隻羊: 我的文字因緣 江寶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6662 嘉年華的憂與歡: 我的文學社會觀察 江寶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6693 將葵花般的仰望舉起: 李弦現代詩論集 李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019 「同花」大順?: 九0年代臺灣女同志小說論 許劍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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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5305 翱翔藍天 英姿展現: 雷虎特技小組特展: 從建軍 抗戰 戡亂 臺海 到雷虎黃信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70383 周易卦爻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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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3174 癲噹: 微瘋輕輕吹 貓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181 凡爾賽玫瑰 紙雕 池田理代子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198 流浪的毛小孩,帕古 金澤麻由子著; 陳系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44407 愛沙尼亞的九日美好慢行: 古城、森林、海邊葦草與尋訪鸛鳥蹤跡梨木香歩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年代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日升生態文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7704 勞務採購: 如何決定辦理方式及外包價格? 王忠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41792 茶花的詩與文 楊鴻銘, 張梅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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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2294 易經現代觀 唐立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24 我的父親 丘孔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31 史記漢書概說 廖忠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55 那些年,我們是這樣寫情書的 陳福成, 潘玉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62 風雨1949全紀錄 潘長發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142379 雪都鱗爪 傅詩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86 臺灣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第九屆理事長實記. 2013-2014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93 典律的錨準: 2005-2013年三大報新詩獎研究 趙文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16 紫燕銜泥眾口築居: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向天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23 道學探微 徐術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30 那些年,我們是這樣談戀愛的 陳福成, 潘玉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54 俄羅斯血娃 路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6515 溫馨心橋 林慶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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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天主教文興高中

送存冊數共計：4

日正企管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5174 世界年鑑暨中華民國名人錄套書. 2015 中央通訊社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865181 傳奇紀錄: 吳經國三度當選國際拳擊總會主席 陳承功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1286 虛擬與真實交識的新現實 方彩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1279 虛擬與真實交識的新現實 方彩欣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136 福音的喜樂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50 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中文版)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7167 復活期聚會: 無司鐸主禮時的節慶日慶典(試用本)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7063 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 林麗珊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100 消防與災害防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3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00 消防與災害防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3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17 數位鑑識與科技偵查研討會: 數位追蹤與犯罪偵查論文集. 2014年林曾祥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17 數位鑑識與科技偵查研討會: 數位追蹤與犯罪偵查論文集. 2014年林曾祥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31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臺日海域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第21屆陳佳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31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臺日海域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第21屆陳佳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48 公共安全與情報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曾正一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央警大出版社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應美系所



9789865717155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陳明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179 警察政策 章光明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9963 恐怖的10大食品添加物 江晃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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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8674 神奇發酵食: 吃飽照樣瘦,素顏也美麗 伊達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681 這樣吃,溫補子宮、年輕卵子、自然好孕! 定真理子, 北野原正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698 卵巢呼吸法 大內雅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09 毛巾結速解痠痛: 壓在痛點5-10秒就OK!舒緩糾結深層肌!中辻正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07149 大陸情勢總觀察暨展望. 2010-2011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179223 基本電學總複習 王金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964563 臺灣金壺獎陶藝設計競賽展專刊. 2012第四屆 羅英銀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964570 樂活茶緣 阮逸明著 平裝 1

9789578964587 六堡茶大事典 彭慶中作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行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共研究雜誌



9789578964594 柴燒.曜變天目密碼 林錦鐘作 精裝 1

9789578964600 南嶠事典. 2003-2014 羅英銀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8964617 臺灣金壺獎陶藝設計競賽展專刊. 2014第五屆 羅英銀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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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9876 裁縫師傅 純愛系搞笑藝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622 遙遠的追求 M2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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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0594 七彩幸運魔力星 盧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00 奧祕科學新發現 張永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17 我會畫超美新娘禮服 詩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24 小公主心想事成許願魔法 張育甄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31 怪裡怪氣粉絲團 阿詩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48 外星來的偷書賊 鄧敏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55 我的新爸爸 王俐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62 散漫公主管家婆 徐瑞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79 12星座心理測驗同萌會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693 莫羅城堡的祕密. 1, 莫羅伯爵的邀約 Story Effect漫畫編劇; 異正泰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改其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7485 像CEO一樣思考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02 黑道想學,白道在用的最強溝通術: 讓你30秒就能打破僵局唐尼.艾柏斯坦(Donny Ebenste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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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5268 魔魘. 卷六, 無名 日京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45312 非關英雄. 卷八, 終結與開端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5945497 黑公主. 11, 霜雪御風 游素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03 異願洛恩斯. 6, 代償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10 黑公主. 12, 神靈之門 游素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27 異願洛恩斯. 7, 鋒顯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9146 面對: 公華四部曲 御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9153 未盡之夢: 沉月之鑰創作設定集 水泉著; 竹官@CIMIX繪 平裝 1

9789865945534 吾命騎士. 卷3, 拯救公主 御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5558 黑公主. 第十三部, 女帝世紀 游素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65 異願洛恩斯. 8, 跨界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265 Desire obtain cherish Bluerider作 平裝 1

9789868987272 Carol pr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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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芝國際

今周刊



9789866328916 衛浴文化集 鄭政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55397 植物遊戲玩玩看 王志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55649 茶史新探 粘振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656 數感(Number Sense)教與學之實務與理論 楊德清編著 平裝 1

9789866328732 決戰髮師 廖世雄等合編 平裝 1

9789865955670 國學探索文集 林葉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5849 三三來襲 烟散七弦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161 暴笑極品妃. 1, 偶遇 子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178 暴笑極品妃. 2, 心傷 子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185 暴笑極品妃. 3, 進宮 子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46 生命在輪迴之中 提姆.沃德著; 傅克遜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53 現代佛陀啟示錄: 我在阿姜查道場的修行紀錄 提姆.沃德著; 彭加亮, 方建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277 你的煩惱熄滅了嗎 曦比丘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07 人生無處不禪機 聖印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14 冥想和祈禱的力量: 放慢腳步生活更有味 麥可.湯姆士等著; 慕容譯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52 血屠 佛祖是爺們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76 真相 佛祖是爺們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420 夢想與創新: 賈伯斯改變世界的力量 成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451 魂歸 佛祖是爺們著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9468 魂歸 佛祖是爺們著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9659 巴黎沒有摩天輪 淺白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145 會法術的小熊貓 要唱歌的烏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25 財翼飛舞的鳳凰: 強者就是用自己的雙手來征服世界問道, 羅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87 跟朱丹溪學自我調養 楊中武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94 痛苦是幸福的前兆 Ashok Gollerkeri著; 王鷺譯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水星文化



9789863530794 痛苦是幸福的前兆 Ashok Gollerkeri著; 王鷺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817 依賴藥物 不如改變食物: 身心靈完全健康手冊 Peter Burwash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227 創造財富靠自己: 摩根家族32堂財富公開課 徐世明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90183 心性與言詮: 禪宗思想研究論集 鄧克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190 廣東士人與清初政治: 梁佩蘭交遊及著述考論 司徒國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06 西漢學術與政治權力變遷 諸葛俊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13 楚騷魂: 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 蘇慧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20 經典的重建: 清初戲曲評點研究 高禎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37 聽竹軒詩. 續集 胡傳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244 現代應用文 許清雲, 薛雅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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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83143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紀念涵靜老人證道二十週年特輯. 第十三屆劉劍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177663 社會中的藝術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張錦惠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1178233 婚禮顧問 李佩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363 電影政策: 國家競爭軟實力從北京看臺北 程予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080 矢內原忠雄及其<> 何義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493 她們的聲音: 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 游鑑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523 電視新聞感官主義 王泰俐著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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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送存冊數共計：22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9789571178530 老神在在: 行業祖師爺有拜有保庇 楊偵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547 技術高級中學: 餐旅概論 柯淑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78714 技術高級中學: 餐旅概論 柯淑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78561 輻射安全 蔡嘉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585 圖解著作權法 曾勝珍, 黃鋒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592 漢語標音的里程碑: 注音符號百年的回顧與發展信世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608 經濟的幸福力: 新人生經濟學 吳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646 海難事故調查與鑑識工程對策 吳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677 模具材料與熱處理 楊玉森, 許憲彬, 卓廷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684 法律,不只是法律: 行為與社會事實在法律判決時的角色彼德.英格利許(Peter W. English), 布魯斯.塞爾斯(Bruce Dennis Sales)著; 龐元媛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691 超人不會飛: 鋼鐵人醫生的逆襲 黃述忱,許超彥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8707 Tunnels of the mind Johnnie Grinder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78721 教改休兵,不要鬧了 李家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745 分類成語辭典 許晉彰, 邱啟聖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78769 即選即用商務英語詞彙 龍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776 內容分析: 方法學入門 Klaus Krippendorff著; 曹永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752 統計學: 原理與應用 邱皓政,林碧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783 新興水資源與環境保育 樓基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790 塑性加工導論 莊水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806 工商事業活動與法律風險管理 施茂林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813 學習障礙 張世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837 國學常識簡表: 經、史、子、集四大樹狀圖表 滿分王, 得分小組總策劃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8868 詩經故事 林祥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899 國防醫學院院史: 耆老口述 司徒惠康總纂; 葉永文, 劉士永, 郭世清撰修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78998 國防醫學院院史: 耆老口述 司徒惠康總纂; 葉永文, 劉士永, 郭世清撰修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78905 國防醫學院院史正編 司徒惠康總纂; 葉永文, 劉士永, 郭世清撰修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78981 國防醫學院院史正編 司徒惠康總纂; 葉永文, 劉士永, 郭世清撰修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78943 人類思想史前篇: 想像進化與浪漫靈魂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 姜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950 數位世代的愛情: 科技對交友與擇偶的影響 丹.斯萊特著; 楊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01 兒童福利 林勝義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9018 餐飲管理 王裕華, 廖明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79025 美國十二總統傳: 從小羅斯福到小布希 尼格爾.漢彌爾頓(Nigel Hamilton)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32 魂兮歸來: 愛國詩人屈原 楊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49 人類安全與國際關係: 概念、主題與實踐 蔡育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70 即選即用外貿英文書信 諸葛霖, 王燕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87 能源大過渡的理論與方法: 走近氫經濟 陶在樸, 林文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94 永續之殤: 從高雄氣爆解析環境正義與轉型怠惰周桂田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17 新國際政治經濟學: 批判的觀點 曾怡仁, 李政鴻, 余家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24 圖解行政學 汪正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31 速解心理學 楊錫林, 蔡盧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48 奇怪的戰敗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著; 陸元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162 社會正義與社區參與 詹火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93 圖解產業分析 朱延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16 幸福學: 學幸福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16 幸福學: 學幸福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30 食品安全法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54 李鴻章回憶錄 威廉.法蘭西斯.曼尼克思著; 趙文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78 自然保育 張長義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85 社會中的法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李君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292 智慧財產訴訟常用法規彙編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9308 文創產業企劃實務: 影視、出版、創業、競賽與標案一本通施百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322 文言文閱讀素養: 從寓言故事開始(古今對照版) 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339 德語語法規則與練習 賴麗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346 成語就是這樣讀和寫: 看成語笑話拼字音字形競賽呂淑敏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79353 科技奴隸 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著; 何道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360 小學生活用辭典 邱德修審訂 三版 精裝 1

9789571179377 人口與健康 孫得雄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384 文化保存 劉益昌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391 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 林俊全, 莊振義, 李建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07 清潔生產 蔣本基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14 綠色所得與綠色消費 朱雲鵬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21 公害與防治 李文智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38 環境與資源管理 張子超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45 綠色產業 黃宗煌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52 圖解網路安全 林忠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69 圖解班級經營 林香河, 林進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76 藤森照信 Nikkei Architecture著; 蕭照芳譯 平裝 1

9789571179506 受爭議的科學史 盧昌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20 黎曼猜想漫談 盧昌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37 南亞研究新視野: 政治發展、國際關係、經濟社會方天賜等著; 司徒文, 陳牧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68 與神交惡: 我與神的婚姻問題 蘇珊.以薩柯絲(Susan E. Isaacs)著; 小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629 絕對讓你看得懂、寫得好的會考作文 齊格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43 實用流體力學 顏清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81 王陽明哲學 蔡龍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42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902 The EU and Taiwan relationship (1950s-1970s) Paul Joseph Lim, Chong-ko Peter Tzo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19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WLFD Chou, Yu-jen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40 技術高級中學: 飲料與調酒 柯淑屏, 張嘉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57 國際觀光禮儀 詹益政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359 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 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 林遠澤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242 東南亞華校經營與華語文教育 夏誠華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92

中原大學海華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83976 ASCON-IEEChE 2012: Proceedings of the 3rd Asian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Lii-Ping Leu et.al re.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07407 荒木經惟的攝影告白 荒木經惟著; 彭盈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9810 遠山的回音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361 畫畫的52個創意練習: 用各種媒材創意作畫 卡拉.桑罕著; 汪芃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354 水彩筆的30個創意練習: 用各種媒材創意作畫 希絲.史密斯.瓊斯著; 王莛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545 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朱永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590 全方位育兒教養聖經: 育兒博士給0-18歲孩子的健康照護、心理關懷、學習建議班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 羅伯特.尼德爾曼(Robert Needlman)著; 哈澍, 武晶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651 重回大地: 當代紀實攝影家薩爾卡多相機下的人道呼喚薩爾卡多(Sebastiao Salgado)口述; 馮克(Isabelle Francq)採訪整理; 陳綺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12 設計師的布包美學提案: 29款日雜包 Bell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29 動物之神 艾琳.凱爾(Aryn Kyle)著; 呂玉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743 消逝的日本: 美麗日本的殘像 艾力克斯.柯爾(Alex Kerr)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50 愛的進程: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7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殷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67 插畫家的鋼珠筆手繪本: 7種筆款巧妙搭配、600種歡樂塗鴉,萌翻手繪一次收錄!阿彬叔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74 邊旅行,邊畫畫: 線條寫生,30個一次就上手的技巧,輕鬆畫出旅途中的每一刻文少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81 人生回味 水瓶鯨魚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90781 人生回味 水瓶鯨魚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798 小千千夢遊仙境: 動手布置寶寶的72種奇幻世界邱靖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804 榮譽學生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宋瑛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811 替身 大衛.史塔勒二世(David Stahler Jr.)著; 吳妍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828 反派的力量: 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馬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835 日本歲時記 廣田千悅子著; 林佩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842 雨季的孩子 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著; 林品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859 妨害安寧 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著; 李佳純譯 初版 精裝 1

中原大學環科研發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9863590866 別讓貓咪不開心: 200個日常行為、肢體語言、脫序行動一本就懂貓事典!中經出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873 史邁利人馬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李靜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880 挑戰高薪,勇闖新加坡打天下: 在新加坡成功找到好工作和打理生活的全方位指南艾兒莎(曾湘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897 日本刑警教你防身術: 一學就會8種基本技法,最少的動作就能保護自己,打擊壞人葛西真彥著; 李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10 羅傑.費德勒網球全書 馬克.艾貝索(Marc Aebersold)著; 貝爾納.霍內 (Bernard Rohner)攝影; 吳謦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27 不安的力量 洪啟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41 雄好呷 郭銘哲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90965 一直想對你說: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8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71464 知己知彼的祕訣: DISC人格特質解析 肯恩.沃歌斯(Ken Voges), 隆恩.普朗德(Ron Braund)著; 林淑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563 十年鄉情以色列 黃齊蕙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69142 自主生命的養生學 白雁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69111 折不斷的蘆葦 胡佩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69128 氣,上了癮!: 白雁整體健康管理學 白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69135 3分鐘懶人氣功法: 搶救你的健康危機 白雁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4632 天機文 幻想奇士作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峰影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1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氣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402 產業工程與管理個案 簡禎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8555 民間文學概說 金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259 教澤流芳: 葉校長霞翟博士百歲誕辰紀念文集 蔡義雄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40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之日語教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2771 青年環境共生暨共生環境營造論壇論文集. 2013第十五屆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26 韓國學研究論文集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暨韓國學研究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09433 海峽兩岸國際私法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 兩岸國際司法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2014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日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推廣部建築系碩專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5643 蓋湯姆的超完美藉口 莉茲.派瓊(Liz Pichon)著;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650 來自希望號的S.O.S 森下一仁著; 張宇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7997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 沈芃萱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026 Top nurse: 解剖生理學 蔡牧名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033 Top nurse: 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雪, 秦慧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040 Top nurse: 內外科護理學 徐珮瑜, 凌荃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057 TOP nurse: 藥理學 蔡牧名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064 TOP nurse: 基本護理學 徐珮瑜, 凌荃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071 TOP nurse: 產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088 TOP nurse: 兒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095 Top nurse: 精神科護理學 凌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8101 TOP nurse: 護理行政 徐珮瑜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118 TOP nurse: 病理學 趙俊彥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132 TOP Nurse: 微生物免疫學 吳念華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15258 社會科學的理路 黃光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5418 From page to stage: cross-cultural Shakespeare Shu-Fen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456 融合可以這樣做: 379個學前融合教學策略 Lorraine O. Moore著; 劉學融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培文化



9789861915777 校長學: 成人旺校九論 鄭崇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876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實踐: 以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方案教學為例幸曼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883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理論與實務 許維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99 打造一個沒有霸淩的學校環境: 敘事取向修復式正義John Winslade, Michael Williams作; 陳信昭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33 以家庭為中心的聽覺障礙早期療育: 聽覺口語法理論與實務林桂如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6040 兒童體能活動設計 劉錞綺, 劉嘉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57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 談注意力訓練 孟瑛如, 簡吟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64 您也害怕孤獨嗎?解析邊緣性人格 高育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71 問卷就是要這樣編 張芳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6088 諮商專業倫理: 臨床應用與案例分析 林家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101 就是品格!: 幫助孩子培育重要美德的有效策略 Thomas Lickona著; 劉慈惠, 曉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132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 我的注意力遊戲書 孟瑛如, 簡吟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6149 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 郭為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6156 遊戲治療: 建立關係的藝術 Garry L. Landreth著; 陳信昭等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163 溝通交響樂: 大學生的人際溝通 王淑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187 幼兒園班級經營: 反省性教師的思考與行動 谷瑞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6194 幼兒科學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促進科學思維、討論、操作及理解的方式Rochel Gelman等著; 藍依勤, 洪麗淑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916200 親職教育: 有效的親子互動與溝通 王以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17 身心障礙者個別化服務計畫實用手冊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6224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服務使用者能力檢核評估表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31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張世彗, 藍瑋琛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1916248 自閉症兒童社會: 情緒教育實務工作手冊 鳳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55 團體諮商: 概念與歷程 Robert C. Berg, Garry L. Landreth, Kevin A. Fall著; 陳增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62 教育財政制度與改革 陳麗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79 校園自殺、自傷與暴力: 評估、預防和介入策略Gerald A. Juhnke, Darcy Haag Granello & Paul F. Granello著; 施彥卿, 蕭芝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86 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09 微光旅程: 教養自閉症女孩 艾琳.芮黎郝爾(Eileen Riley-Hall)著; 提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23 正向心理健康量表: 指導手冊 陳李綢編製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6330 教育戲劇跨領域統整教學: 課程設計與實務 張曉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47 教師學: 鐸聲五曲 鄭崇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61 華德福教育之父: 魯道夫.施泰納 Christoph Lindenberg著; 蔡慈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385 悲傷治療的技術: 創新的悲傷輔導實務 Robert A. Neimeyer主編; 章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15 溝通與溝通障礙: 理論與實務 楊淑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39 情緒森林探險: 情緒教育輔導方案 孟瑛如, 陳志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46 國小學童人際經驗量表: 指導手冊 羅品欣, 陳李綢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53 時間軍團大進擊: 我的時間遊戲書 孟瑛如, 黃欣儀, 陳虹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460 句型High客: 我的句型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07 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 胡心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14 文化與教育非營利組織的財務分析 宋秋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521 高等教育的教師勞動: 研究、教學和服務 宋秋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96975 快樂工作,創意自己找上你 柳澤大輔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96975 快樂工作,創意自己找上你 柳澤大輔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12 開誠興業: 高大任的跨越人生 曾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29 臺灣視覺設計獎作品專輯. 2014 邱宏祥, 許文俊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866254536 和顧客共創行銷 池田紀行, 山崎晴生作; 洪正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543 超常規的餐飲店完全獲利法則 大久保一彥著; 黃靜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118 胡念祖畫集 齊艷梅編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4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國美術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71098 燈謎集成 管梅芬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104 俗語與猜謎 管梅芬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19 四字斷終生 玄清居士, 黃清宗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26 八字造福正典 林永裕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95 日本旅行會話指南 許惠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88 轉角遇到幸福人生 蔡狄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57 最新猜謎俏皮話俗語諺語集錦 管梅芬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40 鋼筆毛筆字八體範本 蔡狄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64 你也是結繩達人 團康輔導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71 一面試就被錄用的秘訣 唐淑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01 四季花卉栽培高手 王柏銘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333 16牌麻將贏牌秘技 白中發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18 天師與經籙初探 蘇清六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9045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15年版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8452 中醫傷科學: 臨床技能訓練課程手冊 徐新政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8506 中藥炮製及藥材學實驗手冊 李威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國租稅研究會



9789866778506 中藥炮製及藥材學實驗手冊 李威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3100 師師益道: 日本高野山感恩之旅 徹聖上師講述; 鄧巧琪, 胡世隆聽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73117 嘉護慶修院 徹聖上師講述; 彭瑞雲文字聽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2195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郭俐苓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6396 會撒嬌的女人最好命(暢銷十年紀念版) 羅夫曼(Loverm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419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1, 造型篇 夏川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3460 靈漚館風: 江兆申的創作與傳承 江兆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477 走讀臺灣: 臺北市 盧思岳總編輯 平裝 全套 2

9789866573484 城南藝事: 漢宇當代藝術展. 2014 黃義雄, 吳品慧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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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大學



9789863931867 美國讀者文摘精選全集III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874 美國讀者文摘精選全集Ⅳ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881 小說精選十年精華: 春 編緝部選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898 小說精選十年精華: 夏 編緝部選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04 小說精選十年精華: 秋 編緝部選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11 美國讀者文摘精選全集Ⅰ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28 美國讀者文摘精選全集Ⅱ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35 人文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42 天文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59 歷史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66 體育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73 每日遇見卡耐基: 和成功學大師學語言的突破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80 每日遇見卡耐基: 和成功學大師學做對事的方法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1997 每日遇見卡耐基: 和成功學大師學辦成事的方法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00 小說精選十年精華: 冬 編緝部選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17 在北大聽到的24堂管理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24 在北大聽到的24堂修心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31 在北大聽到的24堂幸福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48 在北大聽到的24堂歷史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55 在北大聽到的24堂哲學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79 自然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86 地理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093 科技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09 人物百科知識博覽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16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地理萬千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23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環球風情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30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歷史疑案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47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考古發現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54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宇宙真相 趙春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61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自然奇觀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78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文明解密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85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生物天堂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192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科技探秘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08 我的第一本探索書: 秘境追蹤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15 人性的弱點 雲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22 每天進步一點點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39 為人處事方與圓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46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53 做人做事做管理 莊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60 學會看人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77 心寬成大事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84 猶太人的A智慧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291 快樂生活一點就通 張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07 世界上最優美的散文 編委會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14 紀伯倫經典詩歌 編委會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21 世界上最美麗的詩歌 編委會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38 走完一生,就這麼點感悟 宗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45 流行哲理小品. 外國卷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52 用漂亮話闖天下 王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69 做一個有修養的女人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76 快樂老年健康枕邊書 常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83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編委會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390 狼者為王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06 拿破崙希爾成功學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13 原罪: 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與救贖 劉登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20 只要你比我幸福 姚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37 牽掛是一種幸福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44 世界文摘精選Ⅰ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51 世界文摘精選Ⅱ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68 世界文摘精選Ⅲ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75 世界文摘精選Ⅳ 編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499 好心態成就女人的一生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05 小智慧大健康 羅烈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12 三分做事七分做人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29 女人20幾歲跟對人,30幾歲做對事 謝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36 我最想要的美肌書 于曉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43 杜拉拉的心理博弈術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50 百年中國長詩經典 海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67 在北大聽到的24堂財富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74 育兒百科全書 鄭玉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81 智慧人生: 寬心包容捨得大全集 程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598 聰明女人要懂得讀心術 劉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04 朦朧詩精選 海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11 總經理把私營公司做大做強的18條黃金法則 孫汗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28 思路決定出路 薑得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673 做一個有氣質的女人 倪薇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10 戴爾.卡耐基成功學全書 卡耐基(Carnegie,D.)著; 關愛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58 唐詩: 一場絕代風華 李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65 百年經典老課文 李作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72 這樣寫作最高效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89 影響孩子一生的創新思維遊戲 源知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796 中外名人教子經典60篇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02 做寶寶的家庭醫生 王貴容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19 最好的健康給孩子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26 一生最愛納蘭詞 趙明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33 食療不如心療: 心態決定健康 禾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40 我不是教你使壞 鬼精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57 勇敢的心: 心態成就美好人生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64 再苦也要笑一笑 程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71 20歲女人不能做的78件事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88 流行哲理小品. 中國卷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895 度過人生中的不如意 張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01 世界上最流行的哲理小品 編委會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18 影響女人一生的人性弱點 鄭楚容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25 泰戈爾經典詩歌 田偉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32 有一種愛叫做放手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49 女人必讀的人生哲理枕邊書 于曉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56 氣質是這樣修成的 于曉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63 讀者文摘精選全集: 春 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70 影響孩子一生的100心靈智慧故事 趙建, 鄒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87 讀者文摘精選全集: 秋 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2994 讀者文摘精選全集: 冬 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07 讀者文摘精選全集: 夏 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14 心靈雞湯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21 感悟人生 羅烈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38 低調做人高調做事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45 總經理把私營公司做大做強的12種必備能力 孫汗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52 風水知道答案 易玄大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69 奧裏森馬登成功學 奧裡林.馬登, 趙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76 中學生精品文摘. 春季卷 編委會編選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83 中學生精品文摘. 夏季卷 編委會編選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090 中學生精品文摘. 秋季卷 編委會編選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06 學會選擇學會放棄 柴雲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13 這樣做女孩最命好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20 轉過彎就是幸福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37 中學生精品文摘. 冬季卷 編委會編選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44 感悟父愛感悟母愛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51 自己理財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68 主動贏得一切 侯楠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75 聰明女人36計 侯楠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82 聰明女人會說話 潘鴻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199 四季養生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05 責任第一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12 左手交朋友、右手做生意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29 不可不知的銷售心理學 劉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36 宋詞原來可以這樣讀 趙明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43 讀懂人情 做對事情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50 教養的教養 尤嶺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67 烽煙記憶: 軍事迷必知的60場經典戰役 趙淵,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74 做最得力的員工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81 美麗一生的5項法則 劉爽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298 糖尿病飲食密碼 劉慶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04 20幾歲做一個會說話會處事的女人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11 職場為人處事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28 做人有心機做事有手腕 程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35 會吃是最好的靈丹妙藥 盧晟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42 學做紳士與淑女 趙禹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59 網路帝國的王者 魯大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66 走出困境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73 好員工會工作 郭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80 楊力談產前產後養生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397 做最好的秘書 劉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03 中層革命: 如何成為最優秀的中層領導 侯楠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10 病由心生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27 想要發財就動起來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34 不凶不吼教出好孩子 尤嶺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41 黃帝內經體質養生法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58 成功交際心理學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65 心理操縱術全集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72 唐詩原來可以這樣讀 趙明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89 卓越管理者處事之道 尤嶺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496 沒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 馬福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502 卓越管理者說話之道 尤嶺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540 激勵孩子一生的100個成長故事 趙建, 鄒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557 中國頂級CEO經典語錄全集 鄒文豪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564 快樂單身女人的73條守則 姚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571 贏在中國給創業者的100個忠告 李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588 孩子不可不讀的100個人生哲理故事 趙建, 鄒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601 與孩子有效溝通99個細節 趙建, 鄒舟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60063 搭地鐵玩遍東京. 2013-2014年最新版 孫偉家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315 開始在加拿大自助旅行: 溫哥華、洛磯山脈 沈正柔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346 莫斯科.金環.聖彼得堡 王姿懿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377 澳洲打工度假: 墨爾本.布里斯本.雪梨三大城市邊賺邊玩黃奧登, 艾芙莉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476 用旅行教出自主學習的孩子 歐韋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490 積存時間的生活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李毓昭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544 開始在上海自助旅行 葉志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551 騎在天使安排的道路上 張永威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568 養貓幸福百科：所有好主人該知道的事+讓愛貓和我都幸福金炳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575 達人吉澤久子不老的生活方式 吉澤久子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582 活力中國: 杭州.蘇州 吳靜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9

送存冊數共計：159

太雅



9789863360599 終生學習,一生美麗 清川妙作; 黃鈺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05 紐西蘭自助旅行: 附10個換宿家庭的故事 林伯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12 幸福總在流淚之後到來 珍妮.柏絲(Jeanne Boss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29 下飛機Day by Day,愛上舊金山 李朵拉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643 紐約 許志忠文字.攝影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53775 淋巴保養革命: 轉轉耳垂,就能小臉、瘦腰、美腿、變年輕木村友泉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82 一分鐘決定你的年收入: 高薪職人的專業級說話技巧三橋泰介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799 學生教我的17件重要的事: 帶給你愛、勇氣、堅持與創意的人生教室金.碧登(Kim Bearden);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805 為什麼聰明人都用方格筆記本?: 康乃爾大學、麥肯錫顧問的祕密武器高橋政史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812 催眠X檔案 高銘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829 祕密天天練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著; 王莉莉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753836 這樣守護孩子的心靈自由 王理書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3843 救急舒緩,安心又安全,寶特瓶溫灸 若林理砂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850 人生,不求速度,只求方向 秀瑛, 全成敏著; 陳宥汝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4432 國際儒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蔡信發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0212 水產益生菌 張朴性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產種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孔孟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67744 賣油郎: 賴適存 賴適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304 日間照顧經營與管理指南 吳玉琴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103 華嚴全球論壇. 第一屆 中華民國佛教華嚴學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6134 創業勝經: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2014 吳其倩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5430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創建及其油氣探勘史簡介 徐永耀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307 宗教現象與本土心理學對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宗教弘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阿文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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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華嚴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油退休人員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1010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三十八屆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6523 左右為難的專業抉擇: 社會工作倫理案例彙編. 第二輯吳媺瑩等作; 秦燕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6530 兒童及少年監護權與收出養調查實務手冊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79279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our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rocling XXVI. 2014Chia-Hui Chang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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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4926 保險學總論 廖述源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2912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topical meeting on nuclear thermal-hydraulics, operation and safety(NUTHOS-9)Yi-Bin Chen, Jason Chao, Lian-Su Kao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粉體及粉末冶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工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計算語言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油畫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73188 粉末冶金學 黃坤祥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0505 高中多益測驗: 甄選. 考試手冊 中華民國國際職能教育發展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8700512 全真情境單字書: 多益英語測驗.多益普級英語測驗中華民國國際職能教育發展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37464 亞洲基礎造形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光大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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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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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4308 「臺灣美術歷程與繪畫團體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莊麗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3455 景觀. 2014-II 曾筱茹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礎造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職能教育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49626 世紀藝文饗宴. 2015: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畫集陳皎從設計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2238 運動神經元疾病心理照護衛教手冊 林金梅等作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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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53387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 遠征東北內蒙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87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 遠征東北內蒙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87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 遠征東北內蒙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94 巴基斯坦與北印度產業發展及商機探索 邱仕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394 巴基斯坦與北印度產業發展及商機探索 邱仕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2731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 前進雲貴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2731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 前進雲貴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9789574953400 一讀就通中國大陸汽車零組件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00 一讀就通中國大陸汽車零組件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0648 海峽兩岸兒童及中小學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6649 吳隆榮油畫個展. 2014 吳隆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98878 南部展. 第59年 劉俊禎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78 南部展. 第59年 劉俊禎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85 南部展. 第60年 劉俊禎等執行編輯 平裝 4

9789572998892 南部展. 第61年 蘇連陣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9114905 南部展. 第62年 蘇連陣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23 南部展. 第54年 蘇連陣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30 南部展. 第55年 彌力村男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47 南部展. 第56年 彌力村男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54 南部展. 第57年 劉俊禎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572998861 南部展. 第58年 劉俊禎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2

聲暉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陽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36612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聽障生升學輔導專書 江俊明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336612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聽障生升學輔導專書 江俊明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0263 霧峰履歷. 9, 師路 王藤節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0263 霧峰履歷. 9, 師路 王藤節子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8221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 會議手冊. 2015 許棟樑, 陳凱瀛, 黃乾怡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200 佳人粉黛添顏色: 王度點翠文物珍藏冊 王度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1207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學術研討會. 第十一屆: 環境關懷-空間反思與革新蕭家孟編輯 平裝 1

9789869151207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學術研討會. 第十一屆: 環境關懷-空間反思與革新蕭家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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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友晶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兩岸文化教育暨體育交流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9789868807303 邏輯電路設計: DE2-115範例寶典 廖裕評, 陸瑞強, 友晶科技研發團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407 兒童體操教學 彼得.沃納(Peter H. Werner), 羅莉.威廉斯(Lori H. Williams), 緹娜.霍爾(Tina J. Hall)作; 解志強, 顏美芳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883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8903890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5版 平裝 1

9789869131605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1612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正2版 平裝 1

9789869131629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7112 神機妙算大家學: 三算全能教學入門篇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教材編審委員會編再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602 邁向聖三之路 雷煥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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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際大毘盧遮那佛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基督神修小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財政學會



9789869082600 唐密真言宗課誦本 傳瑞大阿闍梨編輯 其他 1

9789869082617 唐密真言宗課誦本(漢語拼音) 傳瑞大阿闍梨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2510 電子公文實際應用企劃師 黃翠芬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62527 創新、創業、創意管理規劃師 巴慧玲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208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成立暨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第一屆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907 Modern digital designs with EDA,VHDL and FPGA Jien-Chung Lo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814 豫章郵話(簡體字版) 曾晟著 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01834 2014年第17屆仁川亞洲運動會賽前考察團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7601841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4年第2屆南京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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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友晶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工商證照培育學會



9789867601858 2014年第17屆仁川亞洲運動會賽中考察團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214 圓夢家?夢碎者? 國際學校專案作; 舒海倫等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0068 3300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聯合命題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0075 3300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聯合命題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0082 3300應用題彙編. 數學科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聯合命題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0099 3300應用題彙編. 社會科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聯合命題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0105 3300應用題彙編. 自然科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聯合命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5122 十八大後之中國新政: 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革趨勢傅豐誠, 程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41050 數位傳播時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數位傳播時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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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圖書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愛思品圓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揚資訊



9789866724404 2011 TOP5000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製造業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428 2011 TOP5000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金融業、公營事業及外資企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534 臺灣地區工商業財務總分析. 2014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44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6433 理性與感性的衝擊: 社團經營與輔導三部曲 林至善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0245 夆禾盃: 全國室內設計競圖大賽作品集. 2014 彌璐珂編輯.美工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3721 華醫百工達人故事地圖 張明蘭, 江孟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55293 數位著作權前瞻議題與發展趨勢 何敏等合著; 馮震宇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1201 色彩原理 日新設計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8741218 設計圖法(設計群技職學校升學寶典) 日新團隊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優質生活設計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醫事科大教學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



9789868741225 設計概論(設計群技職學校升學寶典) 畢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8741232 造形原理(設計群技職學校升學寶典) 日新設計團隊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37315 宜蘭親子民宿.小旅行 野蠻王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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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4492 我與和尚丈夫的心靈課 凱薩琳.詹金斯(Katherine Jenkins)著; 沈文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154 媽咪在哪裡? 貝芙莉.唐諾費歐(Beverly Donofrio)作;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繪; 陳慶祐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78360 中陰: 死亡時刻的解脫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噶瑪策凌卻準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377 正念: 夢參老和尚開示集 夢參老和尚講述; 方廣文化彙編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384 世主妙嚴品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7078391 妙法蓮華經導讀 夢參老和尚講述; 方廣文化編輯部編輯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78421 世主妙嚴品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7078414 世主妙嚴品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7078438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無著菩薩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2版 精裝 1

9789867078445 三十七道品導引手冊: 阿羅漢的足跡 雷迪大師著; 蔡文熙中譯 3版 精裝 1

9789867078490 向佛陀學習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文化編輯部整理 3版 精裝 1

9789867078506 如來現相品 第二.普賢三昧品 第三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520 世界成就品 第四.華藏世界品 第五. 昆盧遮那品 第六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537 勝集密教王五次第教授善顯炬論 宗喀巴大師作; 法尊法師譯 3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9789867078551 地藏三經 :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地藏菩薩本願經.占察善惡業報經(唐)三藏法師玄奘等譯 2版 精裝 1

978986707856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述(簡體字版) 夢參老和尚講述; 方廣文化編輯部編輯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575 菩提道次第廣論集註. 卷一-卷十三 宗喀巴大師造論; 法尊法師譯; 智敏上師集註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599 占察善惡業報經新講 夢參老和尚主講; 五臺山普壽寺僧眾暨方廣編輯部整理3版 其他 1

9789867078605 占察善惡業報經行法(拜懺本) (明)古吳比丘智旭集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03535 我們五年級,全班寫小說 溫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658 適性教育在人文 陳清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788 故事可以這樣寫: 紐伯瑞文學獎得獎作家創作絕技手冊蓋兒.卡森.樂文原著; 麥倩宜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788 故事可以這樣寫: 紐伯瑞文學獎得獎作家創作絕技手冊蓋兒.卡森.樂文原著; 麥倩宜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801 一年級ㄅㄆㄇ故事寫手: 我手寫我口 溫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818 繪本有什麼了不起? 林美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825 繪本原創力 陳玉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7921 臺南: 洛杉磯 對飛計畫 陳寬育等專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3536 玉貴人結飾設計 廖秋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40 戳戳羊毛氈小教室 吳忠祐, 張雅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423857 開心氣球驚喜造型 李文航, 孫德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64 巧手慧心婚禮小物 魏玉真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文賢油漆工程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手藝家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天衛文化



9789866423871 療癒系黏土捏塑 吳鳳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88 量身機縫平板電腦包 林秀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95 氣球ING歡樂滿點 陳奕偉, 李岳軒, 吳宗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23901 瓶安幸運紙插式摺紙 羅百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18 繽紛的拼布小包 徐韡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25 結圓手戴的幸運 潘美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32 手作帶狀編織包66型 張玉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49 新織帶手編實用小物 許崢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56 中藥入皂保健手工皂 范孟竹, 張淑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63 皮革基礎實用小包小物 張琬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70 微笑的縫製出幸福玩偶 凱莉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87 喜兆.節慶皂幸福手工皂 陳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994 婚禮小禮物47款 張巧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01 蘇卓英摺紙從玫瑰至棋盤鑲嵌式秘技 蘇卓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18 從小布娃娃帽學起織出35款造型帽 潘美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5159 馬來語. 一 文藻外語學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5180 馬來語. 二 文藻外語學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5227 馬來語. 三 文藻外語學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5234 馬來語. 四 文藻外語學院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76308 北商外語研究集刊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文藻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9428 貓咪,別哭 Di F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35 甜蜜殺機電影小說 甲普國際媒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42 甜蜜殺機寫真: 電影幕後全特搜 甲普國際媒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59 流氓蛋糕店: 電視寫真 可米國際影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66 真愛配方: 電視小說 全民電視臺, 可米富亞傳播事業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73 流氓蛋糕店: 電視小說 可米國際影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李斯毅劇本改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80 謊言遊戲 大川大立數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9497 只要一分鐘影像記實 安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03 我們結婚了世界版 CAMPM, MBC作; 林建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68710 我們結婚了世界版 CAMPM, MBC作; 林建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68727 勇敢說出我愛你寫真 黑劍電視節目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초록뱀미디어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34 終極X宿舍: 電視寫真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可米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可米可貴娛樂事業有限公司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41 一男三女合租記: 原著小說 宋小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65 猩球崛起: 黎明的進擊(官方電影小說) 亞歷.爾範(Alex Irvine)作; 藍弋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72 一男三女合租記: 寫真 深圳市深廣傳媒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89 動物通靈師 Di F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796 謊言遊戲X寫真 大川大立數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04 紙牌屋 麥可.道布斯(Michael Dobbs)作; 藍弋丰, 夏明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11 上流俗女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28 李國毅的自由旅行: EP+寫真 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35 正義辯護人 梁宇皙作; 黃智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42 你照亮我星球寫真 氧氣電影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59 終極惡女 人物誌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可米傳媒事業有限公司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73 亡者歸來 傑森.默特(Jason Mott)作; 薛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80 終極惡女 故事寫真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可米傳媒事業有限公司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997 奇人密碼: 古羅布之謎 偶動漫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靈文創



9789869142502 沒關係是愛情啊: 劇本小說與經典劇照 盧熙京作; 葉沓伊, 劉徽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42519 重返20歲Miss Granny電影小說 詹晨小說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26 青春照相館: 重返20歲電影寫真全記錄 CJ E&M株式會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33 千金女賊 玉春雷影視傳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40 奇人密碼: 美術設定集 偶動漫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9613 博物館重要的事 史蒂芬.威爾(Stephen E. Weil)著; 張譽騰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3350 海盜與皇帝: 美國是國際最大的恐怖份子 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作; 李振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237 遠藤周作怪奇小說集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244 達賴喇嘛談: 四聖諦、輪迴、敵人 達賴喇嘛藏文口述; 傑佛瑞.霍布金斯(Jeffrey Hopkins)英文編譯; 鄭振煌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251 文化研究: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 Ziauddin Sardar原著; Borin Van Loon繪畫; 陳貽寶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268 神話的力量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著; 朱侃如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0275 傅佩榮生活哲思文選. 第二卷, 修養.理念.志趣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282 傅佩榮生活哲思文選. 第二卷, 處世.人際.簡樸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299 傅佩榮生活哲思文選. 第三卷, 知識.閱讀.體驗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336 曾經,穆斯林雄視歐洲 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著; 李中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343 ISIS大解密 塞繆爾.羅洪(Samuel Laurent)作 ; 張穎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961 Let's learn with leo and friends 目川文化編輯部作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五觀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1554 大家寫春聯 施永華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40754 少年臺灣史: 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周婉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877 戰後五七八天 邱立崴, 閃靈樂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914 活出淋漓盡緻的生命: 林俊義回憶錄 林俊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914 活出淋漓盡緻的生命: 林俊義回憶錄 林俊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921 野生的太陽花 黃恐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945 瑠公大圳 李宗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952 赤峯街5號的那些事 李日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969 福島來的孩子 松本猛, 松本春野文; 松本春野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0976 佐諾的夏天 周淑琴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40983 臺東好滋味 劉襄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990 重訪耶路撒冷 許書寧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003 我的秘密森林 Midoly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027 靜待黎明 高陳雙適口述; 許月梅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034 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 二0一五年 李筱峰, 陳孟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41041 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 二0一五年 李筱峰, 陳孟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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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1804 體相視集 體相舞蹈劇場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可口智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9789868751842 主題城市: 斐冷翠(佛羅倫斯): 斐冷翠與一夜 馬克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51880 匠心獨運: 在純粹的美好裡佇足 李素慧, 郭心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751897 可口: 伊斯坦堡與夢 馬克斯(Max W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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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8744 世界上最美的聲音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08751 過眼韶華 鄧韻梅著 平裝 1

9789869108768 心靈導師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08775 往事足跡 錢月滿等著 平裝 1

9789869108782 花草喧 鄧韻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606 論信息醫學的萌芽 陳國鎮著 平裝 1

9789869121613 經絡電性的啟示 陳國鎮, 盧忠治著 平裝 1

9789869121620 穴道電檢法 陳國鎮, 盧忠治著 平裝 1

9789869121637 為氣功講點道理 陳國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919356 換你掌握糖尿病 李洮俊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70 逐夢計畫: 35個成就夢想的一句話 追夢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417 30堂漫畫成語課: 外國人也能輕鬆開口說 陳慶華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424 三十而立: 考前衝刺升大學必備 陳美儒作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431 華語語音及教學 鍾榮富作 臺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生之美教育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必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4850 心願 瞿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8824867 梅英精選集 梅英著 平裝 1

9789868824874 我真幸運 瞿毅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824881 永恆的懷念 瞿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8098 隔壁的愛情殺過來. 下, 歡喜冤家 淺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78111 我的第一本圖解考試高手 蕭文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35 跟誰都聊得來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42 泡沫之夏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78159 泡沫之夏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8302 泡沫之夏 明曉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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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38936 給予: 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著; 汪芃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8039117 秦始皇: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呂世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193 來自星星的孩子: 一個母親用愛與決心,打破孩子封閉內心的故事克莉絲汀.巴奈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23 膽小存錢,不如勇敢賺錢 陳斐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30 還好,我們可以練習快樂 拉法葉.桑當德魯(Rafael Santandreu)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47 QQmei英倫育兒日記 QQme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78 超有效!談判專家教你如何和孩子溝通 羅蘭.康百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古今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出色文化



9789578039285 李國修編導演教室 李國修著; 黃致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39 救命睡眠: 睡眠醫學權威教你如何睡出健康的祕訣李信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3985 和平世紀的教育曙光: 與烏克蘭教育家的對話 米哈埃爾.茲古羅夫斯基(Mykhail Zgurovsky), 池田大作作; 劉焜輝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084 螢火蟲的光輝 池田大作原著; 正因文化編譯部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183 鹿與漢田 池田大作著; 正因文化編譯部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1190 獅子王御書 第三文明社, 小學生文化新聞編輯部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206 宇宙、地球與人類 亞歷山大.謝列布羅夫, 池田大作作; 陳鵬仁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213 學習勝利的經典: <>. 1, 佐渡書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220 法華經的智慧 池田大作等; 創價學會編譯 四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891237 法華經的智慧 池田大作等; 創價學會編譯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91244 獅子王御書(簡體字版) 第三文明社, 小學生文化新聞編輯部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251 21世紀的拿破崙: 談創造歷史的精神 夏爾.拿破崙, 池田大作; 劉焜輝譯 一版 精裝 2

9789865891275 學習勝利的經典: <>. 2, 兄弟抄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8862197 法華經入門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0489934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0489958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7278890 星星遊樂園 池田大作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8182 鑽石鑑定全書 樊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8236 深情馬戲團 市川晴子作; 高雅溎譯 初版 精裝 第2幕 1

9789865728267 亞洲插畫師年鑑. 2015 本本國際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274 幸福學: 潛意識對話 劉心陽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正因文化



9789865728298 我是傻笑鱷魚: 給你正面能量,自信生活每一天 Winn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04 布魯媽媽的幸福食堂: 輕鬆煮就好吃,200道停不了口的美味秒殺料理!Li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35 彩券煉金術: 利用隨形理論提高彩券中獎機率,由貧到貴,改變人生!邢紀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59 我愛東京旅遊失心瘋: 就是要藥妝、甜點、可愛小物、服飾配件Vera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8366 這樣吃,從此遠離醫生!: 日本內科名醫教你如何不受藥害,遠離所有食害!過敏、慢性病、癌症、精神緊張,統統改善!內海聰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73 拉拉熊懶洋洋粉絲完全收藏手冊 Aki Kond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380 沒人像我一樣在乎你: 那些藏在心裡不說的事 RING 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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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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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8807 走進WINNIE'S歐洲小酒館: 歐陸10國超級經典MENU張瑋玲主廚; 林怡秀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45 讀唐詩練功夫: 教出孩子允文允武好品格 任培豪, 陳亞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876 調香手記: 55種天然香料萃取實錄 蔡錦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7062 島國關賤字: 屬於我們這個世代、這個時代的臺灣社會力分析江昺倫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086 歐洲醫療五百年. 卷一, 醫療與常民 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著; 李尚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093 歐洲醫療五百年. 卷二, 醫學與分科 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著; 李尚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09 歐洲醫療五百年. 卷三, 醫療與國家 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著; 李尚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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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7147 哈布斯堡的滅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喬福瑞.瓦夫羅(Geoffrey Wawro)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立村文化



9789865727154 拿破崙: 法蘭西人的皇帝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作; 李怡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61 嘉年華的誕生: 慶典、舞會、演唱會、運動會如何翻轉全世界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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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07667 紀曉嵐智鬥和珅 鄭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674 來說說,清朝的那些祕聞趣事 劉繼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728 史上最有爭議的太監: 專權亂國、殘害忠良的天子家奴史明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2625 Four seasons American English: did+was-were. part2Irvin Lin, Ruey Ling Ju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861 與浮士德乾杯 歌德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85 超值影響力 陶樂絲.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892 改變思路決定出路 艾琳.C.凱蘇拉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08 林肯外傳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15 人性的優點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22 <>說話術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39 在街角遇見愛因斯坦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46 人性的突破 戴爾.卡耐基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60 超譯戴爾.卡耐基 林郁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91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代表作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四季美語補習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69560 機電整合乙級配線實作 黃致恆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0917 愛在雨影路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2788 超能力事件簿SPEC: 天 了春刀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2795 超能力事件簿SPEC: 天 了春刀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21234 王子殿下 星間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21258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漫畫;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21289 期間限定妹妹 長岡マキ子著;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21296 鳥籠症候群 サマミヤア力ザ漫畫;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000 聖銀幻想曲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86031 K side: blue 古橋秀之著;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5686048 機械學報告 5pb原作; 長野一郎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055 夜幕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著; 向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062 K side: red 來樂零著;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5686086 囚禁婚約 水島忍著;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093 鳥籠華爾滋: 扯謊新娘的秘密 仁賀奈著;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123 王子殿下 星間式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86130 聖銀幻想曲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86147 甜蜜戰爭 典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154 K side: black&white 宮澤龍生著;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5686161 東京心中 トウテムポ一ル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86178 東京心中 トウテムポ一ル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86185 沒有心跳的少女BEATLESS-dystopia 長谷敏司原作; 鶯神楽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季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0

古典



9789865686192 機率搜查官御子柴岳人 神永学原作; マジコ作畫;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208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 August原作; 日下皓漫畫; 蔡佳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215 愛的蜜語屬於誰? 香坂あきほ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222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239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246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 August原作; 日下皓漫畫; 蔡佳真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253 沒有心跳的少女BEATLESS-dystopia 長谷敏司原作; 鶯神楽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260 聖銀幻想曲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1122 把你自己還給你: 30歲前達成高薪x高階x高成就的27個完勝職場學周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83573 丙級氣壓學術科通關寶典 劉同凱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7007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2015年試用版易鼎工作室編著 5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88592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2015年適用版易鼎工作室編著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88745 國際條碼概論: 邁向GS1國際條碼管理技士與管理雙證寶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752 Arduino積木應用(iPOE P1積木機器人)與專題製作: 使用ArduBlock圖控程式介面 最新版賴鴻州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8790 專題製作與備審資料呈現技巧 呂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8813 數學B. IV(乙版) 施賢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899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術科快攻祕笈 郭雪萍, 盧昭伶, 楊舜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8905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8912 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毛駿騰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8929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最佳範本含術科作答本 陳富民, 陳耀輝, 黃俊宇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895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9

立京實業



9789863088974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術科快攻寶典 TERA工作室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3088981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TERA工作室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3088998 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 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3089001 丙級室內配線術科快攻秘笈 劉生武, 謝秀蘭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3089018 丙級室內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鄧登木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3089056 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羅明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907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909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9100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089148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155 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捷達工作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9162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劉生武, 葉佳興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9193 丙級視聽電子實作應用術科通關寶典 有為工作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089209 基本電學: 附贈OTAS題測系統 黃仲宇, 梁正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89223 日文單字力檢定JVQC1500字級適用日檢N4、N5 附JVQC日文單字自我診斷系統王進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9278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程正豪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3089292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術科快攻秘笈 陳美燕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936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秘笈 孫婉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9407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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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438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快攻寶典(Windows XP+Word2003版)佳彥資訊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9445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通關寶典 TERA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9483 BAP Documents文書處理Using Microsoft® Word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實戰指南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85746 數學B. I(乙版) 施賢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7591 低能量遠紅外線照射療法： 遠紅外線完全健康手冊李其然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世茂



9789865779306 親密睡眠法,讓孩子資優成長: 人格養成從臥室開始,怎麼睡決定孩子是塊寶或媽寶!篠田有子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20 世界的故事. 第一冊, 古代史篇: 從游牧民族到羅馬皇帝蘇珊.懷斯.鮑爾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37 七田真如何激發幼兒智力與才能—全新修訂版 七田真作; 王蘊潔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79344 世界第一簡單基礎生理學 田中越郎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51 看懂現金流,讓你提早財富自由: 老闆不說的資產配置秘密,持續成長的公司都在這樣做!柳澤賢仁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68 小資賺千萬人脈理財術: 學會人脈理財讓你加薪百萬周怡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75 激發潛能,孩子自動渴望成為精英: 適性教育、培養興趣,親子攜手前進第一志願!金美淑等作; 楊雅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82 圖解電子迴路(修訂版) 稻見辰夫, 稻見昌彥作; 宋家豪, 陳曉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99 失戀救星正港奇片 正港奇片作; L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05 3小時讀通週期表 齋藤勝裕作; 曾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83 好孕體操讓妳調理體質、突破高齡、自然受孕!竹內邦子作; 陳政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12 世界的故事. 第二冊, 中世紀篇: 從羅馬帝國到文藝復興蘇珊.懷斯.鮑爾(Susan Wise Bauer)作; 筆鹿工作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29 好腸道,自然瘦: 營養師教你日日養成好瘦體質,不便秘、不復胖李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36 圖解更年期小百科: 顧好更年期,等於顧好你的後半生中村理英子作; 沈永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43 糙米的神奇療效 李承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50 數學女孩: 伽羅瓦理論 結城浩作;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67 絕妙好腸不憂鬱! 養好腸內細菌,心情輕盈,幸福腸腸久久!藤田紘一郎作; 陳政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74 快樂寶寶好好睡,新手爸媽不崩潰!: 美國最受歡迎小兒科醫師教你寶貝乖乖睡覺不哭鬧、一覺到天明哈維.卡爾普(Harvey Karp)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81 薑療養生秘方: 這樣吃薑,調理體質、增強抵抗力李鴻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498 正確呼吸,調節自律神經: 日本中西名醫教你矯正呼吸,提升免疫力,有效防病,開啟天生自癒力!今井一彰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04 哈佛醫師的晨型人健康法則: 原來生病、老化是因為你還沒搞懂生理時鐘!根來秀行作;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11 3小時讀通次元 新海裕美子, Heinz Horeis, 矢澤潔作; 葉秉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28 圖解乳癌: 女生最想知道的乳癌發現、診療流程與預後生活中村清吾著; 孫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35 遠離醫生,停止亂吃藥!日本不用藥名醫的16個健康處方箋,長壽不靠醫生岡本裕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42 世界的故事. 第三冊, 近代史篇: 從伊麗莎白一世到加州淘金熱蘇珊.懷斯.鮑爾(Susan Wise Bauer)作; 筆鹿工作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59 黑豆奇蹟 黑豆食療法 李承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66 世界第一簡單材料力學 末益博志, 長嶋利夫作; 謝承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73 世界第一簡單混凝土 石田哲也作; 陳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80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公式．圖形篇 結城浩作;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597 日本名醫超詳細育兒寶典: 關鍵錯誤常識,媽媽別忽視!西原克成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03 漫畫NLP溝通筆記: 全力搶救說話模式,走出自high小宇宙,終結溝通不良的無限迴圈山崎啟支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610 世界第一簡單護理統計學 田久浩志, 小島隆矢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436 愛.希望.生命 馮真理, 施以諾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5426 頑皮的上帝 古儒吉大師(Sri Sri Shankar)原著; 朱小明譯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8625433 心的語言 古儒吉大師(Sri Sri Ravi Shankar)著; 廖碧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25440 捶門 古儒吉大師(Sri Sri Ravi Shankar)原著; 朱小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8625457 認識你的小孩: 教養孩子的藝術 古儒吉大師(Sri Sri Ravi Shankar)原著; 臺灣生活的藝術編譯小組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604702 景印摛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 (清)清高宗敕纂 一版二刷 精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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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700 小廚師大能力: 食物製備活動 弘冠教育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26717 小小孩的餐桌時光: 備餐和用餐活動 弘冠教育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弘冠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4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活的藝術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05513 瀛海清音 彭聖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24559 好新聞,大家踹共!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87 捍衛正義: 烏山頭水庫保衛戰 朱淑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94 SPSS與應用統計學 謝廣全, 謝佳懿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324900 性別教育小詞庫 游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00 性別教育小詞庫 游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17 資料包絡分析法模式之建立 薄喬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24 西方與東方: 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 經驗研究篇 王振寰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31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王振寰, 瞿海源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7324948 西方與東方: 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 理論篇 王振寰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55 臺灣文化權利地圖 劉俊裕, 張宇欣, 廖凰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62 中華民國憲法概論 程長志等編著; 國家發展研究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979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 臺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方孝謙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324979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 臺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方孝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3076 設計與創意加值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暨作品集. 2014顧兆仁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玄奘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世界華文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97163 靜思修藝舞墨趣 林志勇等作 平裝 1

9789866797170 人文阿振 幸福天盛 彰化縣天盛國民小學作 平裝 1

9789866797187 絲瓜奏鳴曲 彰化縣天盛國民小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53775 君王沒尺度 蔡小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782 媽啊!狼來了 夏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3799 媽啊!狼來了 夏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3836 腹黑國王的進攻 紅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29 就愛小迷糊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12 超完美猛夫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05 捉迷藏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43 戀戀狼總管 向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50 薔薇魔男的誘脅 桔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67 祕書愛看戲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74 愛上壞脾氣 小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81 眷戀多少年 朱筱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898 圈養小熊妹 練霓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04 神祕情人留不留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11 成為總裁的男人 盤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28 女王不識貨 紅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35 惡狼戀愛了 林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42 撿來的霸道情人 糖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73 獅心總裁開戰 喬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80 狼子總裁迎戰 盤絲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禾馬文化

仕耕文化



9789863353997 熊壯總裁怯戰 吉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00 驕犬總裁停戰 萬里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17 哇啊!見鬼了 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24 萬歲吃到飽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31 馴養小忠犬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48 祕書真流氓 蔡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55 易嫁 綠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62 困獸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4079 困獸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4086 採花賊 安祖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16 戀上麻煩王子 星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23 自大當水喝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30 暖床人 樂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8447 易學解難 黃揩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8454 靈驗神符大觀 張作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18461 地理鉛彈子 嚴陵, 張久儀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518478 人類傳統生存與風水 陳若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8485 男女合婚及好運勢 吳博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8492 道教神妙靈學 林茂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4119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法師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12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法師譯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3

正海



9789865924133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合刊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法師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157 弟子規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924232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修訂三版 其他 1

9789865924249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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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4324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一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924348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慈悲藥師寶懺(合刊)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348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慈悲藥師寶懺(合刊)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35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合刊)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362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924379 壽康寶鑑(白話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386 陰律無情合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409 妙法蓮華經四要品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409 妙法蓮華經四要品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393 妙法蓮華經四要品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24416 中峰繫念法事三時全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39829 弟子規: 邱忠均木刻水印專輯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339836 大覺大行: 邱忠均創作特輯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339942 起始、衍化與轉折: 蘇小夢金屬工藝創作集 蘇小夢著 精裝 1

9789867339966 青葉落白: 蔡獻友繪畫作品集 吳守哲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7339980 植.樹: 蔡獻友作品集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339997 蔡獻友藝術與評論文集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018 回鑠: 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畢業成果展. 2014 精裝 1

9789865689025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專刊. 103級許清雲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89032 飄浮的零: 阿卜極(詹獻坤)個展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8

正修科大



9789865689070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Cheng Shiu University. 2014正修科技大學編著 平裝 1

9789865689070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Cheng Shiu University. 2014正修科技大學編著 平裝 1

9789865689087 突穿眾竅.徐永旭作品集. 1992-2014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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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9100 蒼茫無垠: 加拿大+澳洲國際版畫巡迴展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117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審查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89117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審查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39935 英華集: 學生作品精選. 柒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001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39959 機電&醫學工程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2013年 Jui-Chang Kung[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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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機械系暨機電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7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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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2007 機電整合乙級教學指引 黃致恆編著 平裝 1

9789869142014 機電整合丙級術科實作 黃致恆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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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53915 公寓大廈公設點移交實務 徐源德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3922 法拍屋投資法律秘笈 李永然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3939 不動產的大贏家: 房地產之贏戰指南 施智傑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0070 亞太安全秩序的區域多邊途徑: 衝突預防概念與實踐李瓊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60070 亞太安全秩序的區域多邊途徑: 衝突預防概念與實踐李瓊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0414 報告輔導長 日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452 凡塵間 如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612 那段在自閉兒發展中心的瘋狂歲月 陳瑱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629 猴硐的礦業資產研究: 瑞芳區猴硐礦業文化產業環境發展經營分析柯一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御實業



9789865890674 解脫煩惱的方法: 八正道 真蓮行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698 臺南二空新村懷舊禮讚 姜矢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704 夢遊者囈語 劉凱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827 廚娘素瓊 黃素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0067 極美隱境 踏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73 鑼聲吶響: 寧靜海訓練不出好舵手 羅大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58 愛 Sonia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0621 遊走荒謬 羅方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38 兩岸神木樹王巡禮 方存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69 本來如此清靜: 以家道五倫啟動生命力量 呂炯緯, 郭啟雄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76 一生就減一次肥 黃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51 名字,是最好的祝福: 「文字易經」姓名學 徐胤糧, 徐詠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75 雙城變奏(簡體字版) 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82 名字,是最好的祝福: 「文字易經」姓名學(簡體字版)徐胤糧, 徐詠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799 實用執法英文 柯慶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05 紫微斗數全書 (宋)陳希夷著; 了然山人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36 微風往事: 那維風的兩岸心情故事 那維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43 老子易解 李忠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50 15年從軍記事 姚志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81 蜉蝣花 劉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898 少男核 劉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28 逃生梯裡的人 方冠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35 臺灣製皂 周嘉蘋, 朱進財作 平裝 1

9789863580959 時尚精品.拉糖盤飾 顏毓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80 中文成語辭典(中英對照) 楊愛民主編併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997 Run Island南法跑者用雙腳愛臺灣 吉雷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00 非洲史瓦濟蘭行腳. 第二部, 世界的角落 毛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17 非洲史瓦濟蘭行腳. 第一部, 遠離北半球 毛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24 半個世紀的心靈檔案: 如丹詩文選集 如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31 小黃貼哪裡? 洛克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48 未完成的追夢人 星光燦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55 全部都是雜碎 李祖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62 開啟智慧的心靈饗宴 坤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79 如何處理車禍糾紛? 法蘭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86 櫻花樹下的貓語 林若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093 30分鐘破解性格密碼 王凱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1109 因為愛人類,我們說了這本書 星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16 測字歐吉桑 擇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23 超級生命密碼(新紀元版) 太陽盛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81147 The Interaction-Structur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楊仕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54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學科考試解析 柯一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61 歷史不語 顏清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78 生活的腳印 徐培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85 三個月女友 愛神織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192 萬里視界: 經營下半場人生 陳清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08 易數命理書: 紫微斗數源論 方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15 實夢 紀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645 Mankind vs Extraterrestial 陳立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39 π baiy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46 千年之約 太陽盛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581253 都蘭山風雲錄. 四, 澄清湖畔的鐘聲 郭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81277 蝸牛記 黑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81338 鹿窟風雲: 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 李石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82198 女性體質調校聖經 歐陽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7

民視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1210 藏傳佛教要義(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431272 認清邪法輪: 略評法輪功李洪志邪見(簡體字版) 釋正安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6431302 末代達賴: 性交教主的悲歌(簡體字版) 張善思, 呂艾倫, 辛燕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051 淨土聖道: 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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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冊 1

9789865655082 實相經宗通. 第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099 實相經宗通. 第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12 楞嚴經講記.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29 楞嚴經講記.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67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第7輯 1

9789865655167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第7輯 1

978986565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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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865655228 楞嚴經講記. 第八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63683 盼望之路: 陪伴你勝過病痛的力量 孫慶美著; 孫善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63690 停止挑戰的人啊,你要起來! 李承熙著; 朴仁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713 開啟摩西五經的光亮 車俊熙著; 柳珍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720 五重外展成長: 從植堂宣教晉升跨國網路 蔡錦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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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石牌福星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以斯拉



9789869136402 石牌福星宮 石牌福星宮管理委員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3564 冷凍空調工程 王洪鎧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73571 增批本草備要 汪訒菴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793393 寶玉設計 廖秋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423 與猛男教官一起練就六塊腹肌 鄭元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45 painterXphotoshop美少女育成攻略 simi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20 婚禮御物: 最有心意手作小物 魏玉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37 快樂黏土捏塑 吳鳳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44 不可思議平板電腦護套機縫包 林秀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51 歡天喜地氣球節 陳奕偉, 李岳軒, 吳宗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793768 吉祥三角片摺紙擺瓶 羅百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793775 一定縫成的拼布小物. 3輯 徐韡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82 吉祥銀飾配件幸運手環 潘美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99 新打包帶編織帶編織包集錦 張玉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05 打包帶編織幸福小物、雜貨 許崢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12 環保健康中藥手工皂 范孟竹, 張淑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29 一定成功手縫皮革小物 張琬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36 療癒玩偶縫縫樂 凱莉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43 創意MP幸福禮品皂 陳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67 幸福手幸福作婚禮小物 張巧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874 Eagle摺紙部落格屢得獎點閱率近千萬 蘇卓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民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弘揚圖書



9789577793881 新式織帽教學跟著小布娃娃編織帽子 潘美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749064 國際情勢 沈明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071 國防政策 沈明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101 防衛動員 沈明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118 國防科技 鄭繼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149 全民國防 沈明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286 歷史. B課本: 大專用書 鄭麗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293 大專地理 潘朝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49439 國防科技 施孝瑋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46 國防政策 沈明室, 林秋霞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60 防衛動員 沈明室, 幼獅編輯小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76 全民國防 沈明室, 楊繼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83 國際情勢 沈明室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620 童詩剪紙玩圈圈 林煥彰文; 劉韻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743 好戲開鑼 貢敏文;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781 長頸鹿來的那天 志茂田景樹作; 木島誠悟繪;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781 長頸鹿來的那天 志茂田景樹作; 木島誠悟繪;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828 文學花博: 世界文學名作選 張子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35 文學星斗: 世界文學名作選 張子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42 小石頭轟隆隆 內田麟太郎文; 長新太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2

9789575749859 30個臺灣地景故事 管家琪文; 江長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59 30個臺灣地景故事 管家琪文; 江長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66 亞果號的返航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66 亞果號的返航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66 亞果號的返航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幼獅



9789575749873 我住在水裡 瑞奈(Renne)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873 我住在水裡 瑞奈(Renne)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880 發現,臺灣風土之美 謝文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80 發現,臺灣風土之美 謝文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97 綺麗的旅程 丘樹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97 綺麗的旅程 丘樹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27 中國妖怪故事. 動物篇 管家琪文; Loiza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34 我要玩 管家琪文; 廖健宏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1199 臺灣高山秘境 邢正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05 印度三部曲: 三個旅人在印度 郝洛吉, 錢德純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12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61229 倫敦地鐵: 30個風格車站X109處美好風景,串出最美的倫敦旅程亞當先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43 世界軍用無人機圖鑑大全 王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50 最後的笑顏: 親愛的,讓我們笑著說再見 笹原留似子作; 常純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67 花蓮美好小旅行 江明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74 互聯網思維的致勝九大關鍵: 換掉你的腦袋,成為新時代商場贏家趙大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81 臺茶好滋味: 尋找臺灣茶在地的感動 宋冠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298 連接幸福.分享愛 茆晉日牂口述; 楊麗玲採訪撰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148 終疆: 末世流星雨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186 夢想拼圖 羅志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186 夢想拼圖 羅志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3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裝本



9789578039209 手寫信 綿矢莉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16 說走就走!跟著肉魯衝宜蘭! 肉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54 夢の妍色 房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61 我不是教你叛逆,而是要你勇敢 鄭匡宇著 ; Lo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292 吸淚鬼 市川拓司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15 恭喜 櫻桃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22 超神奇!又好睡又能瘦: 改變三百萬人的日本神之手教你輕鬆睡出好身材!福辻銳記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4869 家族盒子: 陳順築 李維菁傳記撰稿; 張世倫等評論撰稿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204 動物回家大作戰 鄭皓升文字創作; 吳芷麟圖像創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32662 沙漠生存 劉香英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679 海洋馬戲團 劉香英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686 草原萬象 劉香英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693 森林,你好 劉香英作; 鐵皮人美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460 Hello Kitty畫畫本 Sanrio Company, Ltd.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78146 圖解1200英文單字: 國中小英檢必備英文點讀字典幼福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003 0-4歲幼兒雙語認知書: 我的第一本Hello Kitty動物認知圖鑑Sanrio Company, Ltd.編著; 格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010 0-4歲幼兒雙語認知書: 我的第一本Hello Kitty生活認知圖鑑Sanrio Company, Ltd.編著; 格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左腦創意行銷



9789862433508 Baby's童話翻翻書: 三隻小豬 鐵皮人美術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515 Baby's童話翻翻書: 白雪公主 鐵皮人美術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522 Baby's童話翻翻書: 虎姑婆 鐵皮人美術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539 Baby's童話翻翻書: 木偶奇遇記 鐵皮人美術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676 圖解1200英文單字: 國中小英檢必備英文點讀字典(革新版)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683 狗狗小百科 沉零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2518 摺紙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690 腦筋急轉彎.腦力激盪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706 腦筋急轉彎. 機智妙答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713 腦筋急轉彎. 搞笑幽默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720 腦筋急轉彎. 異想奇謀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737 腦筋急轉彎. 急中生智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744 賽爾號精靈集合大圖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768 恐龍奧祕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3775 自然科學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3782 西遊記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3799 世界歷史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3805 天文奧祕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2433812 三國演義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006 曼樺乙未羊運程. 2015年 曼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90287 日本超模美魔女校長: 八千人變身48絕技,讓你成為回頭率第一的終極美女!豐川月乃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四熙策略公關顧問



9789862590294 寫下你的夢想,就會實現: 幸福書寫的五個約定 葉月虹映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00 突破盲點讀心術: 56招立刻抓住重點,自己的前途自己救內騰誼人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17 宇宙法則開啟無限潛能: 就算人生一團亂,也能讓改變看得見望月俊孝作; 陳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24 思考致富聖經珍藏版 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作; 陳麗芳譯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2590331 幸福便當提案 佐藤剛史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707 超微結構組織病理學 李英雄編 平裝 1

9789869143714 系統中醫學 李英雄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4182 天家錯妃. 卷五, 化蝶去尋花 壞妃晚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05 江山不如君一笑. 卷一, 美人心機 風宸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12 江山不如君一笑. 卷二, 帝心難測 風宸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29 江山不如君一笑. 卷三, 煙花易冷 風宸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36 廢柴之妻不敢當. 卷一, 才女轉職做管家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43 廢柴之妻不敢當. 卷二, 再嫁覓得如意君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50 雙面淑女擒夫計. 卷一, 天錯之合 油燈著; 長陽RI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67 奈何江山. 卷一, 腹黑仙草妖孽狐 胡小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274 雙面淑女擒夫計. 卷二, 欲情故縱 油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209 石頭記後二十八回(歐洲法蘭西版) 魯貴珍翻譯; 張貴林擴寫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石頭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尼歐森國際



9789869144209 石頭記後二十八回(歐洲法蘭西版) 魯貴珍翻譯; 張貴林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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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60306 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 從戰國到唐代 謝明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0313 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 陳葆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514 天藏機鋒: 雨花石 魏瑛慧總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780 傭兵隊長 喬治.培瑞克(Georges Perec)作; 許綺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655 體驗泡澡: 在熱水中泡出設計 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作; 周佳欣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03 落腳矽谷: 一位創業家的貼身觀察 黛博拉.裴瑞.彼頌恩(Deborah Perry Pisc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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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7305 廿五元的奇蹟: 連結人與人之間夢想、希望、行動,一起扭轉命運的Kiva鮑伯.哈里斯作; 劉玉文, 謝孟璇, 方非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43 逆境起司的滋味 島村菜津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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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7374 安可職涯: 40到70,熟齡世代打造最熱血的工作指南瑪希.艾波赫作; 范瑋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74 安可職涯: 40到70,熟齡世代打造最熱血的工作指南瑪希.艾波赫作; 范瑋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81 享受單身吧 曼蒂.黑爾作; 王翎, 鄧舜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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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喆策展藝術



9789869017381 享受單身吧 曼蒂.黑爾作; 王翎, 鄧舜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98 巴黎情書 珍妮絲.麥克里歐作; 張家綺,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98 巴黎情書 珍妮絲.麥克里歐作; 張家綺,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00 女人上床做自己 曾寶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55986 看故事學經營學 林永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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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5008 智慧綠生活 林蕙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015 閱讀科學大師 李旺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022 典範傳承: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教授的故事. 第二輯王榮德等箸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039 音樂學: 基礎樂理 楊金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046 古早中國鎖具之美 顏鴻森著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5635053 通識領袖論壇選輯. 二 陸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060 非線性系統與控制. I, 系統分析 楊憲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60724 奇夢商店街 闇夜星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731 奇夢商店街. 壹, 歡迎光臨 闇夜星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全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出版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4200 你不是胖,而是不通 片平悅子作;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0816 行修應元寶誥 至聖先天老祖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70823 淞滬演經錄 周悟坦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970847 臺院訓錄(庚寅年). 卷二二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854 臺院訓錄(辛卯年). 卷二三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861 臺院訓錄(壬辰年). 卷二四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878 臺院訓錄(癸巳年). 卷二五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118 情人哏裡出西施: 原創劇本書 謝念祖編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9446 世界的靈魂 菲德立克.勒諾瓦(Frederic Lenoir)著; 陳蓁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78 想住一輩子的家 林黛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78 想住一輩子的家 林黛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92 昨夜的咖哩,明日的麵包 木皿泉著; 尤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08 一日一冥想: 25堂名畫課帶你走向靜心、活出完全覺知的自己克里斯朵福.翁德瑞(Christophe Andre)著; 劉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15 靛藍島嶼: 關於碧海藍天的15種想像 葉孝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22 幸福的餐桌 瀨尾麻衣子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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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全民大劇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910 鐵版神數釋疑 梁湘潤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56990 會計學概要 陳敏齡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7133 租稅申報實務 許金源, 鄧穎懋, 李秀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14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沛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171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林薇真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7393 領隊導遊英語速戰攻略 黃惠政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2657423 國文(作文與測驗) 蘇廷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447 警專物理 沈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461 警專國文 楊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478 警專化學 王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485 圖解制霸公民 林宥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515 初五等人事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522 圖解制霸行政學(含概要) 高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7546 初五等社會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553 初五等一般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560 初五等經建行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577 初五等廉政類科5合1題庫 王良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584 教育法規大意 陳賢舜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7591 圖表式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607 烘焙食品,一試上手! 陳璿謙, 何金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614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621 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送存冊數共計：7

行卯



9789862657638 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高全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645 法學知識. 一, 憲法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652 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669 觀光資源概要必考重點與題庫 李承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676 公務員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力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683 記帳士5合1題庫 齊得勝, 蘇廷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690 絕對制霸公務員法(含概要) 陳力宏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706 運輸學(含概要)搶分概要 劉名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713 絕對制霸生物統計學(含概要) 王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720 生物統計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737 圖解制霸法學知識. 一, 憲法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7751 運輸管理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劉名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768 絕對制霸國際公法與移民政策(含概要) 林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775 專技社工師7合1應試寶典 蘇廷羽,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782 教育概要(含大意)搶分題庫 楊清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799 絕對制霸: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805 絕對制霸: 公文: 國考速成秘笈 高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7812 絕對制霸英文 洪菁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829 絕對制霸入出國及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836 絕對制霸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7843 警專國文搶分題庫 楊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850 圖解制霸: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867 衛生法規與倫理(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874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881 圖表式社會(工作)研究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898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904 導遊人員關鍵破解 張萍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911 領隊人員關鍵破解 張萍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928 警專英文 呂艾肯, 吳泰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935 警專英文搶分題庫 呂宛霖, 林耕安, 吳泰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942 幼兒園教師檢定題庫 黃天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657959 高普特考英文搶分題庫 洪菁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966 社會工作管理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7973 絕對制霸行政法(含概要)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000 社會福利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017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024 圖解制霸社會福利服務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5470 後宮祕史 圖說天下.探索發現系列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685 世界100個神秘地帶: 探索.揭密.超自然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75746 圖解奇門遁甲大全 (清)陳孟雷等人整理原著; 唐頤編著 平裝 1

9789865975753 全球最美的100個魅力古城: 人文.歷史.探索考究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75760 全彩圖解黃帝內經(革新版) 國學書院系列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777 林正義老師.易經卜卦牌 林正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791 超自然檔案大解密: 揭開50個不可思議的驚天謎團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07 驚異事件簿: 73件不可思議的奇事 徐志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814 彩圖版本草綱目(革新版) 國學書院系列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3555 南中國批貨: 全新版《2萬元有找,中國批貨》 張志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13562 轉變之書: 結束,是重生的起點 威廉.布瑞奇(William Bridges)著; 林旭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13579 何不斗膽一下: 改造工作,改寫人生 王盈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586 華爾街的放逐者: 要撈多少錢,他們才肯罷手? Mike Mayo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早安財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西北國際文化



9789866613593 中午吃什麼?: 一個經濟學家的無星級開味指南 泰勒.柯文(Tyler Cowen)著; 朱道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609 我將死去: 一個神聖旅程的總結 菲力普.顧爾德(Philip Gould)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616 賺夠了就跑: 專業操盤手必修的15堂課 馬丁.舒華茲(Martin Buzzy Schwartz), 大衛.莫林(Dave Morine), 保羅.佛林特(Paul Flint)著; 鄧詩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613623 小眾,其實不小: 中間市場陷落,專業小眾崛起 詹姆斯.哈金(James Harkin)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630 我為什麼告別高盛: 以及華爾街教我的那些事 葛瑞.史密斯(Greg Smith)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654 北中國批貨: 渤海灣時尚精品批發市場地圖 張志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661 魔球: 逆境中致勝的智慧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游宜樺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6613678 快閃大對決: 一場華爾街起義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林旭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685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 2, 待在家裡也不錯 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著; 尤傅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559 鑑古知證券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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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64100 一口氣搞懂最紅的健康飲食法: 17位名醫、專家的抗癌X強身X窈窕X美味祕訣日經大人的OFF學編輯部著;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17 讀書不必靠天分: 東大首席律師的一點突破學習法山口真由作;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24 京都B級美食: 體驗關西旅情,就從在地料理開始黃國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31 平底鍋點心魔人的56道原創甜點: 看圖就會!勇奪料理食譜書大賞!現成食材隨手做,簡單又好吃boku作;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48 與父母和解,療癒每段關係的不完美 許皓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55 圖解數學一點通!: 這樣教,三年級就能解出七年級題目Vivi老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62 30個看穿人心的談判魔法,讓對手聽你的 林家泰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179 鴨子嘴學習法,打造你的英語耳 富田大輔著; 涂祐庭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百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1935 工作的解答都在童話故事裡 千田琢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942 有愛無礙,希望常在: 生命樂活故事 徵文選集. 第五屆財團法人生命藍海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959 脆弱的逆襲 大越俊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966 我要我的未來不只好一點 水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973 BYE BYE失眠人生 加藤諦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997 養骨就能養命 韋貴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44 其實你可以過得更好 黃亞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051 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黃亞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598654 麒麟之兵天血地 桔子樹著 第一版 平裝 3

9789576599446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003 方圓之間-永續: 麗寶國際雕塑雙年獎. 第二屆 王士瑄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0010 守護臺灣聚寶盆: 產值20兆美金.臺灣新南群島石油案曾勁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5360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n)繪; 謝蕙心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377 獅子與兔子大對決 艾力克斯.拉提蒙文.圖; 謝蕙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384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提利(Thierry Lenain)作; 戴爾飛(Delphine Durand)繪; 謝蕙心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391 點和線大變身 維洛尼卡.庫奇文; 洛倫.賽門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旭采文化



9789866215421 知道與不知道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文;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m)圖; 李毓真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6579 基督教如何創造西方世界 橋爪大三郎, 大澤真幸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111 NLP來自潛意識的語言力量: 向大腦下指令,從此改寫你的人生!雪兒.羅斯.夏爾凡(Shelle Rose Charvet)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678 面對壓力的態度,決定你的工作高度!: 愈挫愈勇的高抗壓思考法豐田圭一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51827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RIGHT ON(student book). 第八冊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896 Buzz and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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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51926 弟弟在哪裡 李思娉總編輯; 葉美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33 小綠苗 李思娉總編輯; 邱千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40 嘟比的新家 李思娉總編輯; 楊子桂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57 亮亮和點點 李思娉總編輯; 話匣子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71 歡樂城堡: 甜蜜的家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88 歡樂城堡: 蔬果派對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51995 歡樂城堡: 我的寵物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08 歡樂城堡: 小小米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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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0001 艾妲的修圖小筆記 艾妲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艾妲影像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如果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8392 陳曉朋檔案 陳曉朋作 平裝 1

9789869131810 遠離長夜: 石晉華、宋冬、于一蘭、尹秀珍四人展郭怡孜主編; 黃亮融譯 平裝 1

9789869131827 瑪莉娜.克魯斯 郭怡孜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402 洞析IFRS: KPMG觀點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譯 第三版 平裝 第1輯 1

9789869149419 洞析IFRS: KPMG觀點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譯 第三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9149426 洞析IFRS: KPMG觀點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譯 第三版 平裝 第3輯 1

9789869149433 洞析IFRS: KPMG觀點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譯 第三版 平裝 第4輯 1

9789869149440 洞析IFRS: KPMG觀點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譯 第三版 平裝 第5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605 21世紀新材料: 神奇的石墨烯 安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926 KOSO SATO 佐藤公聰畫集. 2014 陳昭賢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安炬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冠國際藝術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安侯企管



9789866964749 電磁學 張文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964756 分子生物學: 導讀本 David P. Clark, Nanette J. Pazdernik作; 王紹鴻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763 法學概論 楊東連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3818 Step to elementary(student book) John Ross 2nd ed. 平裝 1

9789868893832 Step To Intermediate: 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2nd ed 平裝 1

9789868893849 Step To Advanced: 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2nd ed 平裝 1

9789868893863 Step To Masters: 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8893870 Step To Pre-Intermediate: 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467937 格林多後書詮釋 Maria A. Pascuzzi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7944 格林多前書詮釋 Maria A. Pascuzzi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7951 與聖本篤一起祈禱15天 高齊耶(Dom Andre Gozier)著; 盧玫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975 天主教史 穆啟蒙(Joseph Motte, S.J.)編著; 侯景文, 陳百希合譯六版 平裝 卷1 1

9789575467982 我想認識真福八端 凱西.歐克夫(Kathy DellaTorre O' Keefe)文; 安.布雷克(Anne Catharine Blake)圖; 盧玫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467999 領受我的和好聖事 伊麗莎白.費高契利(Elizabcth Ficocelli)文; 安.布雷克(Anne Catharine Blake)圖; 盧玫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468002 耶穌教我們的七件聖事 伊麗莎白.費高契力(Elizabeth Ficocelli)文; 安.布雷克(Anne Catharine Blake)圖; 盧玫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468026 天主是愛 翁德昭著; 彭瑞婷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033 在我父家: 聖女大德蘭的神婚合一 翁德昭編著; 彭瑞婷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057 食物和身體的對話 希薇雅.赫斯克維茲(Sylvia E. Herskovits, M. A.)著; 黃女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安格國際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81686 香料罐兒 陳念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09 閣樓小壁虎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16 阿嬤抱抱!: 小龍女和我們的成長 廖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47 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 太陽花運動,我來,我看見小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54 臺北回味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61 文化小露臺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78 問世間,性是何物?: 中國文化裡的情與色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85 哪兒飄來這些雲 辜琮瑜文字.書法.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792 這個.世界.怪怪的 許亞歷文字.攝影.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08 只有青春唱不停: 吳志寧的音樂、成長與阿爸 吳志寧, 吳晟, 林葦芸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15 一握之砂: 石川啄木短歌全集 石川啄木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22 樂活在天地節奏中: 過好日的二十四節氣生活美學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39 在每一個可以改變歷史的時刻 小野文字; 張大魯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46 蔬醒 鄧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85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蔣勳手抄 蔣勳書法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81860 捨得,捨不得: 帶著金剛經旅行 蔣勳文字.攝影.書法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1877 微塵世界: 蔣勳念誦金剛經(有聲書) 蔣勳文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1891 負劍的少年 宇文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07 我的肩上是風 馮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14 著時: 南方.美時.美食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21 暮至臺北車停未 吳妮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45 你要去哪裡 胡旻萱, 張純禎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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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8405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 第二期 殷寶寧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205 禪觀之劍: 九重隨觀 淨光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018 教您如何拜拜 黃恆堉, 李羽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200 朱紅芳竹鳥書法 朱紅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704 21世紀新時代顧客服務管理 全球職場文創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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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4341 愛恨情愁紀錄片: 臺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蔡崇隆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65485 從番茄料理做出道地歐、日傳統風味 濱內千波著; 李惠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琳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職場文創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同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鳥書畫室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9789866365492 你可不可以?剛好愛上這樣的我 中嶋真澄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5508 受孕的飲食法則 定真理子, 出居真義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5515 永井小姐的神奇捏捏造顏拉提術 永井佳子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808 進神國 左坤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83717 設計概論: 新設計理念的思考與解析 林崇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5247 工業設計論: 產品美學設計與創新方法的探討 林崇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4362 美學的設計: 理論與應用的設計思維 林崇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011 管理學術研討會: 國際科技創新與管理. 第十二屆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066 含Pb(Fe2/3 W1/3)03之介電陶瓷特性及應用 謝松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073 第八屆海峽兩岸科技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作研討會. 201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程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585 美國社區學院職涯技術機械製造科技課程設計取向許全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592 空間情報視覺化之研究: 以地圖資訊簡化與空間認知需求為中心羅光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4718 自然醫學原理概論 張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考銓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自然醫學文摘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全備福音



9789866136139 實用繼承登記: 案例研析 鄭竹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6146 不動產暨土地實用小法典. 2014 考銓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614 活出喜樂: 找到生命意義及純然快樂的十個錦囊曲嘉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836 超成功鋼琴教室經營大全: 學員招生七法則 藤拓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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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96364 名龍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15年 賴燿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3725 伊斯蘭國 派崔克.柯柏恩(Patrick Cockbur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32 日語. 2, 詞性 張文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49 首爾跟我走 Gi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63 大器 黃亞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87 一不小心就賣光光! 橋本和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794 成功90%靠說話 劉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龍育樂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曲嘉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5593 我想記得你現在的樣子 強雅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409 tag #沒有代表作 聶永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430 練習相信＿＿。: 自轉星球10周年特別號 自轉星球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42436 簡潔的威力: 注意力短缺時代,說得越少,影響越大!喬.麥柯馬克(Joe McCormack)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43 2020東京大改造: 日經三大專門雜誌帶你預測末來.東京消費、投資、住居、工作最佳指南日經建築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50 信心密碼: 放手做,勇敢錯!讓100萬人自信升級的行動指南凱蒂.凱, 克萊爾.史普曼著; 林力敏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42467 守護者的凝視: 8個不放棄生命的動人故事 班哈德.阿布列希特(Bernhard Albrecht)作; 莊仲黎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74 建構這樣的團隊,多大的夢想都能實現: 跟單打獨鬥的日子說再見Chris岡崎著; 俞姵箖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481 以愛翻轉生命的數學課: 陳立與500個家庭的教育奇蹟陳立, 張甄薇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82126 古堡驚魂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157 碧眼少女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施程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232 神探與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呂姍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00 羅蘋的財富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17 魔女的復仇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施程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355 名偵探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蘇瑩文, 吳欣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485 魔女與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施程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2669 羅蘋最後之戀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林迦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055 月滿霜河 簫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3147 希臘神話故事(新裝珍藏版) 古斯塔夫.史瓦布(Gustav Schwab)著; 陳德中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好讀

自轉星球文化



9789861783178 小吵鬧 撒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783154 小吵鬧 撒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783161 和氏璧 吳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185 聖經的故事(新裝版) 亨德里克.房龍著; 王偉, 劉國鵬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3208 自然界大變化: 大氾濫.大饗宴.大遷徙.大融化.大洄游.大潮流英國廣播公司自然歷史團隊(BBC Natural History Unit)著; 李宗遠, 達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215 一本就懂世界足球 傑拉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246 新月集(中英雙語版)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 伍晴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260 圖解臺灣棒球史 王御風, 蔡博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277 異鄉人 卡繆(Albert Camus)著; 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284 神曲(新裝珍藏版) 但丁原著; 郭素芳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291 藝術裡的祕密(雪銅珍藏版) 陳彬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307 西線無戰事 雷馬克著; 顏徽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14 貓式生活: 徹底解讀喵星人的100種狀態 貓式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21 夜未央 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林捷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38 圖解三十六計 張弓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345 逍遙遊.莊子: 莊子名言的智慧 黃晨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352 退步原來是向前: 45則淨化人心、創造豐盛的禪宗故事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69 王爾德短篇小說集. II(中英雙語版) 王爾德(Oscar Wilde)著; 陳筱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76 財神有難 喬治.巴爾.麥卡琴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83 心靈樹卡: 占卜.療癒.靜心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390 清秀佳人. 1, 綠色屋頂之家的安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原著; 黃素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406 清秀佳人. 2, 艾凡里的安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原著; 王筱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413 清秀佳人. 3, 安的戀情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原著; 潘穎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437 清秀佳人. 4, 安的幸福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原著; 康文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444 清秀佳人. 5, 安的夢幻小屋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原著; 孟劭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451 清秀佳人. 6, 安的莊園 露西.蒙哥瑪麗(L. M. Montgomery)原著; 林靜慧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宏珏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507 文明再升級: 和平民主大略 張俊宏, 黃晴琦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909 晚近僧者與當代臺灣教育文化 黃文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1801 料理包 方序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8764 孔子哲學傳統: 理性文明與基礎哲學 盧雪崑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78795 馬華文學類型研究 許文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6670 金剛經 李瑞烈註講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43508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043515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志心講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方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心



9789863043669 初來嫁到 三嘆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676 初來嫁到 三嘆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683 初來嫁到 三嘆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690 初來嫁到 三嘆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43713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720 絕世逆女 寒武記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751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043768 紈絝世子妃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2837 葉永青/大觀.北回歸線 葉永青作; 郭任峯, 黃伊君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366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3: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366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3: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367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3: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7367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3: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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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7340 中國佛教通史. 1-4, 漢魏.兩晉.南北朝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357 中國佛教通史. 1-4, 漢魏.兩晉.南北朝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364 中國佛教通史. 1-4, 漢魏.兩晉.南北朝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371 中國佛教通史. 1-4, 漢魏.兩晉.南北朝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形而上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



9789865777388 中國佛教通史. 5-8, 隋唐時代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395 中國佛教通史. 5-8, 隋唐時代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401 中國佛教通史. 5-8, 隋唐時代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418 中國佛教通史. 5-8, 隋唐時代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7425 中國佛教通史. 9-11, 宋遼金元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432 中國佛教通史. 9-11, 宋遼金元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449 中國佛教通史. 9-11, 宋遼金元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456 中國佛教通史. 12-15, 明清.民國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463 中國佛教通史. 12-15, 明清.民國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470 中國佛教通史. 12-15, 明清.民國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487 中國佛教通史. 12-15, 明清.民國 賴永海主編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7739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0一四. 輯一, 開放 慈惠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7739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0一四. 輯一, 開放 慈惠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7746 喜羊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577775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4: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577776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4: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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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5325 戴美玉書畫集 李既鳴主編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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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日: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 蔡孟樺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你好我好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22

伯仲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908 我的香川案內 岡本仁著; 楊佩璇, 吳玲緯, 賴彥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85658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商業會計法 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689 化學歷屆混合題庫Q&A 石益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740 統計學申論題庫Q&A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757 架構式刑法總則攻略題庫Q&A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771 隨身祕笈本: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788 考銓制度: 學理、政策、實例應用 高仲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832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審計學(中英對照) 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849 國文: 作文、公文、測驗 朱武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887 移民專業英文 關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5917 觀光資源概要. 臺灣篇 呂行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931 觀光資源概要. 世界篇 呂行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948 犯罪學(概要) 王皓強, 王霏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962 社會研究法(概要)題庫Q&A 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986 中級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5993 英文 王皓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006 監獄行刑法(概要) 賴農惟, 王皓強, 王俐虹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051 企業管理 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068 刑事訴訟法 沈杰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099 國際公法(概要) 楊莉時, 李俊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136 機械製造學(含概論) 黃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204 最新事務管理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266 鐵特: 電路學 程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334 臺電職員級六合一速成: 企業概論、管理學、英文、經濟學、作文、法學緒論公孫策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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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286389 IFRS中級會計學命題大綱暨擬真題庫 簡義信, 簡國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402 交通行政(大意)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433 電子儀表概要 吳承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440 高普民法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457 警察專用法學緒論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518 犯罪學表解 王碩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686 基本電學歷屆混合試題完全攻略 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709 公共政策經典深論題庫: 核心考題、標竿學習與重要名詞宋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6723 法院組織法(含大意) 沈杰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928 民法(概要)題庫3Point 顏台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17 公共政策考點寫作範本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24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31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 林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508 各國人事制度 白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7515 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48 基本電學3Point(高普考專用) 程金, 陳逸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55 基本電學大意3Point(初等考專用) 程金, 陳逸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79 基本電學3Point(鐵路特考專用) 程金, 陳逸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86 公共管理考點寫作範本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093 訴訟法大意 簡正城,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109 縱橫監獄行刑法 何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161 國文測驗(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歷屆試題全解 江何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215 交通行政大意3Point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30732 Windows 7/XP 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30749 Windows 7學習e點通 蘇清得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宏全資訊



9789868030756 Windows XP學習e點通 蘇清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30763 Word 2010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30770 Writer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30787 PowerPoint 2010學習e點通 蘇清得, 蘇鈺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30794 Impress學習e點通(libre版)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6914 鐵路特考公民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林沂編著 平裝 1

9789866306921 鐵路特考 鐵路國文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余訢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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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77427 紫微斗數大全 白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441 陽宅形煞三百訣 陳藝夫著 初版 平裝 上集 2

9789866677458 陽宅形煞三百訣 陳藝夫著 初版 平裝 下集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宏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育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1021 吉絲卡的願望 吉絲卡, 簡慶東口述; 吉絲卡繪; 陳啟民, 須文蔚寫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76 月牙兒 林加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90 少年諸葛亮 王悅振, 劉京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20 精選四十個中學生必讀的愛的故事 子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37 貝拉與莫樂多飛向未來城 陳始暢作; 陳始暢, 儲巍插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44 尼基塔的童年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著; 曾思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51 小學生寓言故事. 誠實守信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31168 小學生寓言故事. 勇敢機智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182 貝拉與莫樂多經典童話故事歷險記 陳始暢著; 陳始暢, 儲巍插畫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7525 心回意轉: 一位女同志不可思議的信主過程 羅莎莉亞.巴特菲爾(Rosaria Champagne Butterfield)作; 陳主欣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532 宗教改革: 過去、現在與未來 卡爾.楚門(Carl Trueman)作; 鄒樂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549 信仰的基石: 創造(是誰、什麼、為何、如何) 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林千俐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6687556 兒童要理問答 安.藍葛里(Ann Langley), 喬治.歐德哈特(George Uterhandt)作; 黃馨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6687563 用神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亞當斯(Jay Adams)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570 母親的職份: 給沮喪母親們的盼望 潘妮(Brenda Payne)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587 離婚: 在你「下決定」之前 派羅(Lou Priolo)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594 姻親關係: 如何與配偶的父母相處 麥克(Wayne A. Mack )作; 王之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17191 新文學運動史 謝泳, 蔡登山編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6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改革宗



9789862218624 作家簡介 中國新文學叢刊編輯委員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0943 中國新文學概論 謝泳, 蔡登山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3261636 依舊是: 多多詩選 多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43 眺望自己出海: 楊煉詩選 楊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50 致另一個世界: 王小妮詩選 王小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67 登高: 翟永明詩選 翟永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74 手藝與注目禮: 歐陽江河詩選 歐陽江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81 山坡和夜街的涼暖: 蕭開愚詩選 蕭開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98 導遊圖: 陳東東詩選 陳東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04 紅色歲月: 李亞偉詩選 李亞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11 梅花酒: 潘維詩選 潘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28 小輓歌詩叢: 臧棣詩選 臧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35 唯物: 蔣浩詩選 蔣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42 好消息: 姜濤詩選 姜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59 飛去來寺: 韓博詩選 韓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66 片片詩: 胡續冬詩選 胡續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73 夜飲: 秦曉宇詩選 秦曉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53 胡適與蔣介石 沈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770 天地之間: 李魁賢臺華雙語詩集 李魁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61 矛盾的愉悅: 張愛玲上海關鍵十年揭祕 楊曼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85 叢肇桓談戲: 叢蘭劇譚 叢兆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978 魯迅的科學思維: 張夢陽論魯迅 張夢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05 魯迅: 現代轉型的精神維度 汪衛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12 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自我追尋: 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的比較研究張小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29 馬來西亞天狼星詩社創辦人: 溫任平作品研究 謝川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36 大陸當代小說選論 陳碧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43 闡釋之雪: 現代詩人評論集 胡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50 戲曲文化學 施旭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74 忑忐列車: 黃里詩集 黃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81 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 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辛金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81 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 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辛金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098 存有學最終理論 歐崇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11 那些年,我們愛的步步驚心: 臺灣言情小說浪潮中的性別政治楊若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42 重寫的「詭」跡: 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薛建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42 重寫的「詭」跡: 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薛建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203 幻想蔓延: 戰後臺灣科幻小說空間敘事 楊勝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227 我親見的梅蘭芳 薛觀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234 20世紀末中國戲劇思潮流變與詮釋 葉志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3612 中山先生的世界觀 段雲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4992 結構方程式模型: 專題分析 余桂霖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215043 新路 陳正茂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693 新手主管調教聖經: 部屬挺你、位子坐穩,下次升官還是你。吉姆.麥柯密克(Jim McCormick), 洛倫.貝爾克(Loren B. Belker), 葛瑞.托普琴克(Gary Topchik)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4617 獵殺海洋: 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 卡魯姆.羅伯茨(Callum Roberts)著; 吳佳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86 丹裡的肖像 吳松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93 做對四件事,不再當工作的奴隸! 吳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208 下一站,布吉納法索 朱淯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222 百吻巴黎 楊雅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2

李茲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526 心電圖學必備 Malcolm S. Thaler作; 賀立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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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71979 物理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 讓宇宙定律為你效勞克莉絲汀.麥金利(Christine McKinley)著; 崔宏立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986 吸睛的科學: 為什麼八卦、藝術、宗教和恐怖片令人著迷?吉姆.戴維斯(Jim Davies)著; 薛怡心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993 求真: 臺大最受歡迎的哲學公開課 苑舉正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006 認識密碼學的第一本書 王旭正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4837 眼見佛性: 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正光老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904 金剛山亞太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佛教金剛山文教協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5547 好快!10天背完2000德語單字 張芩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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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金剛山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佛教正覺同修會



9789869128902 26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七、八、九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19 26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四、五、六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26 26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高一、高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57687 走出畫框之外的藝術家: 李梅樹 喻蓉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222 水臺墨韓: 當代水墨的兩地面相 陳慧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1232 正向心理學理論與實務 簡宏江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294 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陳東榮等執行編輯 2版 平裝 1

9789865911300 文化加值與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 2013 陳盈儒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90340 迷戀.窩旅宿 劉綵荷等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449 京阪神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6549700 北海道玩全指南最新版 吳秀雲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456 快狠準!東京買房最強攻略 陳適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463 瑞士玩全指南最新版 李筱筠, 陳多明著 二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梅樹紀念館



9789863490470 第一次自助遊首爾超簡單 余靄聯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487 臺南嗑小食100 楊育禛, 秦雅如, 王則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494 第一次自助遊京都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500 第一次自助九州超簡單 劉靜遠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517 日本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524 搭地鐵玩東京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531 第一次自助遊東京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548 首爾玩全指南 陳佑瑄, Karen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555 峇里島玩全指南 林柏壽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562 玩美婚禮最強天書 帆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77808 Viva ABC!(student book) 劉宇芯,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7815 Viva ABC!(student book) 劉宇芯,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77822 Viva! (student book). 1 劉宇芯,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8072 Viva ABC!(student book) 劉宇芯,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089 Viva ABC!(student book) 劉宇芯,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8096 Viva!student book 劉宇芯, 朱育瑩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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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7209 中華民國的傳承與展望 克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87216 中華民國的傳承與展望 克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克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伯樂巷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0

何嘉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1110 言之罪 咎Q漫畫; 鬼畜貓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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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63135 躺著背單字新多益NEW TOEIC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159 躺著背單字TOEFL iBT托福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166 我用這個方法考了NEW TOEIC新多益滿分. 聽力篇薛詠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241 全民腦力大挑戰. 11, 數獨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258 全民腦力大挑戰. 11, 找碴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265 全民腦力大挑戰. 11, 填字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272 全民腦力大挑戰. 11, 推理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319 圖解韓語會話王: 4招學會基礎生活韓語 王正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326 躺著背單字公職英文 蔣志榆, 胡欣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357 躺著背萬用英文片語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371 翻單字: 10秒記住美國上班族都在用的單字!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388 日本小學生の第一本日文文法書 清川久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432 連老外都在用的英語「國民會話」大全集 蔣志榆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6163456 連老外都在用的英文書信大全集 蔣志榆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63487 用日本小學課本學50音 郭欣怡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63500 翻單字(日文版): 日本人天天在用的單字一翻就會清川久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517 這個英文單字會考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579 連面試官都讚嘆的英語口試應考大全 May Lin, Amy Lovestran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586 連日本人都在用的日本語書信大全集 郭欣怡, 鈴木裕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661 獨立是玩出來的: 旅行,教會我和孩子的事 邱瑜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739 讓她買單, 真的很簡單: 讓女人掏空荷包的女性購物心理學!胡欣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838 一定會考的新多益選擇題1000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845 完全命中NEW TOEIC新多益文法 河上源一著; 郭欣怡譯 修訂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識



9789866163890 一生必學的英文發音規則: 2000單字一唸就會 白如川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63906 一生必學的萬用日語會話 清川久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51 一定會考的公職英文選擇題1000 胡欣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086 用左右腦全圖解背2000單字 李鈺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16 高國華的7,000單字(加強版) 高國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23 邊上班邊背NEW TOEIC新多益單字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61 用左右腦全圖解背日本語單字 沈靜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78 NEW TOEIC READING新多益閱讀滿分策略: 全真模擬試題+解題策略薛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192 考來考去都考這3,000單字(隨身版) 蔣志榆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85208 圖解6到60歲都學得會的超簡單英語會話 Thipthida Butchu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215 選對好股票,狠狠賺一票: 活用波段理論,不論「漲」、「跌」都能賺廖日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253 新日檢考試有祕密: 全方位N2單字+全真模擬試題郭欣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260 用韓國小學課本學韓語單字 賈蕙如, 高俊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277 新多益單字有祕密: 30天學會必考單字1,000個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284 句型王: 出版10年100%全新編寫版 胡欣蘭, 蔣志榆合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291 我的第一本全彩圖解ETF投資戰略 廖日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307 商務英語的祕密: 學校老師不教的12堂商務英語課Clar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14 7天學會基礎日語 崔銀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21 新多益考試有祕密: 30天挑戰新多益990分 薛詠文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38 7天學會基礎韓語 賈蕙如, 高俊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45 萬用英語動詞聖經 林雨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52 我用英文走向全世界 薛詠文, 陳嘉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69 一定會考的英文文法選擇題1000: 就算是用猜的,都要比別人強!鄭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76 學好日文不必那麼累: 用20%的時間學好80%日本人在用的日本語!沈靜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383 我的第一本英文寫作教科書: 全圖解倒三角型寫作法傅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390 雅思單字有祕密: 30天學會必考單字2,500個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406 我的第一本圖解九型人格 陳思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5413 全球化商用英語書信大全 習珮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420 7天學會基礎泰語 梁震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437 史上最強英文片語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444 史上最強7000單字: 百萬暢銷、躺著背特別版 蔣志榆, 楊可馨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85451 一定會考的英文選擇題1000 蔣志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468 圖解6到60歲都學得會的超簡單英文文法 Thipthida Butchu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475 新TOPIK韓檢初級一次過關 叢薇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482 我們都用這個方法考了新多益滿分. 閱讀篇 薛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499 NEW TOEIC LISTENING新多益聽力滿分策略: 全真模擬試題+解題策略薛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505 躺著學英文: 30天聽出英語力 蔣志榆, 戴媺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512 史上最強英語會話8000 Brian Fode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512 不用錢學賺錢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635 職場人氣王的英文筆記 Jacob Lentz, Paul Koehorst著; 黃俐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642 連老外都在用的英語「國民會話」大全集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697 黃金證照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734 全民腦力大挑戰. 8, 數獨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741 全民腦力大挑戰. 8, 推理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758 全民腦力大挑戰. 8, 找碴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789 寫來寫去都寫這些E-mail 錢惟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819 學來學去都學這些生活日語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840 900單字考遍天下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857 進入社會必修的8個英文學分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895 聽MP3學文法 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1918 全民腦力大挑戰. 9, 推理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925 全民腦力大挑戰. 9, 數獨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932 全民腦力大挑戰. 9, 填字王 我識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1963 完全擬真NEW TOEIC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解析楊可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043 躺著背單字全民英檢中級 吳思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036 全民腦力大挑戰. 10, 填字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074 全民腦力大挑戰. 10, 數獨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081 全民腦力大挑戰. 10, 推理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098 全民腦力大挑戰. 10, 找碴王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3104 連國文老師都在學的六堂基礎作文課 呂珮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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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9494 明日的餐桌: 世界正在吃什麼?面對食安危機,我們需要美味的倫理與食物的正義余宛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05 種樹的男人 Jean Gion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12 沙郡年紀: 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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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70142 從部派到宗派佛教圖典 松果.振法繪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2373 以另類思維探討證券市場之風險管理: 專屬保險運用在證券市場之個案研究王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4264 細說恐龍與其他史前動物 John Woodward, DK出版社作; 黃彼得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果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3

果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930930 島民.風俗.畫: 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 蕭瓊瑞著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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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04930 殘靈園: 鬼地方 小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873 開物誌: 尋找生活的原型 周伶芝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06897 霍鬼傳. 4, 腐蝕白隕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03 邪靈咒: 屠村 羅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10 惡鬼社區. III, 食夢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27 臉皮村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34 學姐告訴我的世界 非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41 異數之暗黑城市 路邊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58 九回時間旅行 宋在貞編劇原著; 車潤小說改寫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06965 九回時間旅行 宋在貞編劇原著; 車潤小說改寫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06989 續.恐懼罐頭 不帶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996 計程車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09 死期 浮靈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16 鐵瓦琉璃 慕容無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23 背屍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30 陰魂時代 娜歐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47 霍鬼傳. 5, 永劫回歸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54 詭誌之魑談 路邊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61 忌日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78 受害者聯盟 過期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85 裸屍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092 在地獄 沈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明日工作室



9789862907108 通靈校舍 畢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15 記憶,旅程開始 夜光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22 邪靈咒: 血宴 羅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39 鬼入住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46 異數之死鎮 路邊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53 血咒書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60 邪典律師: 巫蠱鄉 龍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77 轉校生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84 K2: 禁忌雙生 柏菲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191 到哪找這款女性: 世界第一等搖滾女王 Doris葉湘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07 鬼鎮壓 畢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14 洞鬼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21 戰慄空間 羅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38 蟒俠 邢墨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45 付喪神 柚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52 邪典律師: 惡魔繩結 龍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269 病棟 振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0291 我畫林家花園精神符號: 李奇茂畫集 李奇茂作 其他 1

9789869139625 猶太人的時節 莫里斯.沙伯特(Maurice Shadbolt)作; 丁廼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0512 迴歸分析講義與題解 戴允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河中文化實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90702 海底生煙 惠菴禪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5662 英語會考逆轉勝. 閱讀篇(詳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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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0866 都市傳說. 4, 第十三個書架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73 圖解黑魔法 草野巧著; 王書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897 刀光錢影. 4, 寡婦之翼 丹尼爾.艾伯罕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03 異星記 休豪伊著; 李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910 血歌二部曲: 高塔領主 安東尼.雷恩(Anthony Ryan)著; 李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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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1603 膳緣好孕: 創意養生料理暨婦女養生藥膳 高一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8074 見性之道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上輯 1

9789866048081 見性之道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下輯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明中堂自然醫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王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冊數共計：1

旺文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25331 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研究 鄧新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348 中國梧桐審美文化研究 俞香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355 唐代明道文學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 符懋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362 古文細部批評研究 林明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379 魏晉南北朝服妖現象書寫的文化內涵 藍珮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386 隋唐五代讖文學的文化闡釋 周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393 儒家詩教復變: 以中唐詩歌為探討中心 林志敏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409 儒家詩教復變: 以中唐詩歌為探討中心 林志敏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416 晚宋文人的心態轉變: 以劉克莊為考察中心 陳彥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423 唐寅研究 買艷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430 金聖嘆評點活動研究: 擬結構主義的重構與解構曾守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447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 孟羽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454 六朝小說變形觀之探究 康韻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461 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悲劇: 從婚姻、嫉妒、性慾看<>中的女性; 晚明水滸人物評論之研究: 以金聖嘆評<>為範例馬琇芬, 林淑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478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 萇瑞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485 明清易代之際話本小說敘事話語的反思 萇瑞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492 元雜劇情節結構與音樂關係之研究: 以現存(中呂宮)全套樂譜之劇本為對象林佳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508 元明同題戲劇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郝青雲, 馬婧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515 明代折子戲研究 尤海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522 明代湯顯祖之研究 龔重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539 「鬧熱」及其背後的「冷清」: <>研究 陳勁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546 乾嘉雜劇形態研究 趙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553 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 張谷良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25560 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 張谷良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5577 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 張谷良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木蘭文化



9789863225584 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 張谷良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5591 楊妃故事之研究 陳桂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07 先秦時期應對災異方式中的非理性因素研究 衛崇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14 帝國的骨架: 地緣與血緣之間: 先秦、秦漢地緣政治結構變遷大勢蕭映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621 帝國的骨架: 地緣與血緣之間: 先秦、秦漢地緣政治結構變遷大勢蕭映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638 東漢的三輔士人 陳姵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45 劉裕軍功及其受益階層研究 劉則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52 六朝江東佛教地理研究 蔣少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69 唐代士子的教育資源研究 宋社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76 宋遼外交研究 蔣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83 宋遼人物與兩國外交 蔣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690 南宋宰相群體之研究 王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06 元代官吏懲戒制度研究 羅晏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13 元代的縣級官府與官員 洪麗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20 晚清海關稅政研究: 以徵存奏撥制度為中心 陳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737 晚清海關稅政研究: 以徵存奏撥制度為中心 陳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768 畢沅及其幕府史學成就研究 李金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82 <>及「三傳」歷史觀研究 邱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99 司馬遷與戰國策士文獻 李芳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805 <>「于序事中寓論斷」之研究: 以秦漢以來史事為例許愷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812 漢譯佛經之美術理論研究: 以漢唐為中心 侯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829 楊守敬書法思想研究 楊立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836 唐代宮廷樂器組合研究 劉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843 唐代宮廷樂器組合研究 劉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874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狂歡化色彩 李琨著 精裝 1

9789863225881 隱逸詩人的歷史影像: 陶淵明經典化研究 邊利豐著 精裝 1

9789863225898 五代墓葬美術研究 鄭以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904 五代墓葬美術研究 鄭以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911 白居易絕句研究 張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5928 白居易絕句研究 張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5935 熔鑄、重塑與本色: 蘇軾詩之道與技研究 張輝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942 陸游絕句研究 張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959 宋代詠史詩研究 吳德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966 宋詩與道教研究 盧曉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973 宋詞比較論 房日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980 北宋妓詞研究 陳佳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997 宋代祝頌詞研究 梁葆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000 蔡松年<>研究 翁精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017 金詞「吳蔡體」研究 柯正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024 金詞「吳蔡體」研究 柯正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031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 張金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048 清初詞人焦袁熹「論詞長短句」及其詞研究 唐玉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062 清初詞人焦袁熹「論詞長短句」及其詞研究 唐玉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055 清初詞人焦袁熹「論詞長短句」及其詞研究 唐玉鳳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6079 鄭珍詩學研究 陳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086 譚獻詞學研究 曾沛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093 中國傳統書寫用紙的文獻學研究: 以箋紙、套格紙為中心姜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109 陳繼儒研究: 歷史與文獻 高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116 <>編刊考 蔣鵬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123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26130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6147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26154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6161 <>與<>比較研究 胡宏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178 <>文本結構研究 王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185 小學要籍引<>研究 郭萬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192 小學要籍引<>研究 郭萬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208 清代直隸方志研究 方廣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215 清代直隸方志研究 方廣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222 明代<>學研究 郝倖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239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詩詞卷.初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253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詩詞卷.初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246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詩詞卷.初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6260 小說林社研究 欒偉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277 小說林社研究 欒偉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284 戰國竹書研究方法探析 牛新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291 東晉南朝墓誌研究 朱智武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307 東晉南朝墓誌研究 朱智武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338 <>、<>之比較研究: 以藝文方志為例 徐惠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345 清代臺灣民族政策研究: 以<>為中心 羅春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352 臺灣省議會黨外精英與民主政治發展: 李萬居問政徐暄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369 1945-1952年臺灣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脹之探討 游維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376 鄉賢與土豪: 清代臺灣街庄總理與地方社會 鄭威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383 戰後南鯤鯓代天府的發展與演變 邱湘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390 解讀在地神明: 玉皇三公主信仰研究 陳柏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406 丘逢甲、「詩界革命」及其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界的關係王惠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413 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437 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420 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6444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為主林秀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451 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為主林秀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468 謝春木及其作品研究 賴婉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475 殖民地風景的現代性: 1930年代臺灣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研究李敏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482 日治時期新詩之語言、形式與現代性訴求研究 陳沛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499 日治時期電影的文化建制(1927-1937) 卓于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05 戰後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 邱珮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12 罪與罰: 臺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 唐毓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29 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 臺灣五0年代反共文學研究陳康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36 七0年代臺籍女作家鄉土散文研究: 乳汁滋潤的鄉土黃慧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43 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1945-2008): 從國語運動到母語運動蔡明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50 葉日松客語現代詩研究 左春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67 擺盪於創新與傳統之間: 重探「當代傳奇劇場」(1986-2011)吳岳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43931 中國傳統儒家忠德研究 歐陽輝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45881 六書與相關問題研究 方怡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74 西周金文構形研究 陶曲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581 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構型研究 楊秀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26598 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構型研究 楊秀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26604 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構型研究 楊秀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26611 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構型研究 楊秀恩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26628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 張道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635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 張道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642 敦煌寫卷<>綜合研究 杜冰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659 <>俗字研究 梁曉虹, 陳五雲, 苗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666 <>俗字研究 梁曉虹, 陳五雲, 苗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673 上古漢語同源詞研究 姚榮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680 中國上古涉酒詞語研究 林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697 順治朝內閣大庫檔案詞彙研究 魏啟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6703 順治朝內閣大庫檔案詞彙研究 魏啟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6710 廣韻「重紐」問題之檢討 林英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27 <>美學的生命精神 孫喜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34 左氏春秋婚俗考; 皮錫瑞<>研究 黃耀能, 趙婕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41 朱熹、袁甫與黎立武的四書詮釋及其比較 胡春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58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的再思考: 以「和」作為詮釋進路之可行性及其義涵之開拓研究陳靜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65 打破性善的誘惑: 重探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曾暐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72 <>四篇「精氣論」研究 劉智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89 莊子「因」之辨析 何孟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796 從<>到<>的身體觀研究: 以「身體工夫」為研究核心周翊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02 王弼之「自然」與「名教」及相關論題研究 郭梨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19 阮籍音樂哲學之研究: 道體儒用的音樂哲學; 郭象因果思想研究張偉萱, 周貞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26 呂大臨道學闡釋: 在工夫論的視域中 邸利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33 宋儒論韓愈排佛與師道 劉素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40 五四前後文化調和論研究: 以杜亞泉和<>為中心的考察王代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57 山川地理與南學北學: 從章劉之爭看皖派考據學的經典化; 馬浮研究張徐芳, 劉又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64 胡適、馮友蘭、金岳霖的邏輯方法研究 周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71 曇鸞大師由仙轉佛之學思歷程研究 魏式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895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馬立安.高利克著; 楊玉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01 左翼文學論爭中的茅盾(1928-1937) 崔瑛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25 茅盾評傳 伏志英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32 茅盾論 黃人影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49 茅盾小說講話 吳奔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56 茅盾的文學道路 邵伯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63 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 葉子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70 茅盾的創作歷程 莊鍾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87 茅盾漫評 葉子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6994 茅盾前期文學思想散論 朱德發, 阿岩, 翟德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007 茅盾史實發微; 茅盾的文論歷程 莊鍾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014 茅盾的早年生活 孔海珠, 王爾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021 茅盾年譜 萬樹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038 茅盾年譜 萬樹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045 茅盾評傳 邵伯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052 茅盾評傳 邵伯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069 一代文豪: 茅盾的一生 李廣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076 茅盾比較研究論稿 李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083 茅盾小說論 王嘉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090 一個批評家的心路歷程 丁亞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06 <>的藝術世界 孫中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13 茅盾文藝美學思想論稿 史瑤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20 夢回星移: 茅盾晚年生活見聞 葉子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37 茅盾文學批評論 羅宗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44 茅盾學論稿 李廣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51 茅盾與外國文學 黎舟, 闕國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68 茅盾晚年談話錄 金韻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175 茅盾的藝術世界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182 茅盾的藝術世界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199 茅盾對外國文學的借鑒與創新 李庶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205 茅盾的創作個性 唐紀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212 茅盾早期思想新探 丁柏銓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229 茅盾早期思想新探 丁柏銓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236 茅盾 孔德沚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243 茅盾: 「人生派」的大師 黃侯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250 茅盾年譜 唐金海, 劉長鼎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27267 茅盾年譜 唐金海, 劉長鼎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7274 茅盾年譜 唐金海, 劉長鼎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27281 茅盾年譜 唐金海, 劉長鼎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7298 茅盾年譜 唐金海, 劉長鼎主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3227304 茅盾傳 鍾桂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311 轉折時期的文學思想: 茅盾早期文學思想研究 楊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328 茅盾評說 歐家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335 茅盾評傳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359 茅盾評傳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342 茅盾評傳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7366 茅盾: 都市子夜的呼號 宋炳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373 茅盾: 翰墨人生八十秋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380 茅盾: 翰墨人生八十秋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397 二十世紀茅盾研究史 鍾桂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03 走近茅盾 翟德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10 二十世紀茅盾研究目錄匯編 龔景興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27 我的父親茅盾 韋韜, 陳小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34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 周景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41 茅盾人格 丁爾綱. 李庶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58 父親茅盾的晚年 韋韜, 陳小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65 藝術範型與審美品性: 論茅盾的創作藝術與審美理論建構王嘉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72 「師者」茅盾先生 李繼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489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 李廣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496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 李廣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502 篳路藍縷: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與中國新聞學的興起鄧紹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19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中國倫理思想論集 王澤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26 中國傳統建築倫理思想研究 胡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33 中國傳統醫療父愛主義思想研究 周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40 司馬光倫理思想研究 羅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57 文革「地下詩歌」研究 王學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64 <>文藝副刊與中國新詩(1949-1959) 白貞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71 「皮書」與中國當代文學: 以「黃皮書」為考察中心李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88 他者的聲音: 母語文化思維與當代藏族作家漢語創作卓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595 意識形態的焦慮: 1949-1966年間中國大陸文學的精神結構周維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01 大躍進民歌研究 金慈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18 性別優勢與性別陷阱: 1990年代以來的女性小說寫作倪海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25 <>雙刊與「文革」後期文學的歷史形態 徐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32 近二十年中國詩歌的「詩江湖」特徵研究 湯巧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49 場域理論視角下的農民工話語 賀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56 文革新詩編年史 劉福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663 文革新詩編年史 劉福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670 世紀之交玄幻風: 中國當代奇幻小說現象論 錢曉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687 從「廣場」到「地方」: 微觀視野下的詩歌空間霍俊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694 從「廣場」到「地方」: 微觀視野下的詩歌空間霍俊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700 國家意識形態與西藏漢語文學(1951.5-1959.3) 藍國華, 劉雅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717 普通話寫作與共和國文學的確立 顏同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731 國民黨南京時期(1927-1937)的文藝統制 牟澤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748 雅俗之爭: 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余夏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755 租界文化與1930年代中國文學 李永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762 民國歷史文化與中國現代經典作家 李怡, 胡昌平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786 民國歷史文化與中國現代經典作家 李怡, 胡昌平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779 民國歷史文化與中國現代經典作家 李怡, 胡昌平主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7793 國風激蕩: 中國近代音樂文化與社會轉型 李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809 民歌與國學: 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徐新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816 抗戰時期「軍紳」社會與大後方文學 袁少沖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823 抗戰時期「軍紳」社會與大後方文學 袁少沖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830 黑棉襖: 民國文化中的舊市民電影: 1922-1931年現存中國電影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847 黑棉襖: 民國文化中的舊市民電影: 1922-1931年現存中國電影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854 民國大學新文學課程與「新」「舊」話語 張傳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861 淪陷時期的上海文學 張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878 民國文學及浙江作家 陳國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885 民國文學及浙江作家 陳國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892 民國文化建構中的地域文學辨思 鄧經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908 現代中國小說史學之建立: 以魯迅、胡適為中心鮑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915 美術視野中的魯迅文學創作 孫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922 文學者的政治: 對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 屠毅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953 民國大學的文脈 沈衛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7960 「學衡派」譜系: 歷史與敘事 沈衛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977 「學衡派」譜系: 歷史與敘事 沈衛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7984 <>研究 陳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7991 <>研究 陳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004 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文學生態 張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11 從新文化公共空間到黨派「自己的園地」: <>研究史建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28 清末民初浙江新舊文化與文學 趙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35 日本留學與創造社作家的國家想像 劉婉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42 論廢名的創作特徵 李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59 北平淪陷時期散文研究 程天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66 抗戰時期「文學昆明」研究 明飛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080 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業及其現代化 王潤澤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097 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業及其現代化 王潤澤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103 新聞與訓政: 國統區新聞事業研究(1927-1937) 劉繼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110 新聞與訓政: 國統區新聞事業研究(1927-1937) 劉繼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127 奉系軍閥與中國新聞業 王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134 北方小型報先驅<>與報人管翼賢 李傑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141 「轉型時代」的報刊觀念史略 李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158 性別與職業: 民國時期女記者的身份認同(1919-1949)馮劍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165 中國宗教廣播史 艾紅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172 治學與治己: 方漢奇學術之路研究 劉泱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196 采菊: 「菊」的原始意象與文學象徵: 以屈賦陶詩為主李珮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202 南朝山水詩的美學藝術研究 陳忠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219 南朝山水詩的美學藝術研究 陳忠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226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 李淑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233 唐詩漢代人物研究 李淑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240 盛唐詩中佛禪語典之研究 陳明聖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257 盛唐詩中佛禪語典之研究 陳明聖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264 晚唐皮陸詩派研究 王永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271 「雄筆映千古」: 賈至詩歌研究: 蘇軾知定州詩詞賦全注及研究論稿李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288 范成大七絕研究 張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295 楊萬里七絕研究 張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301 辛棄疾以賦為詞研究 周振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318 南宋四家詩與宋型文化關係之研究 蔡淑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325 南宋四家詩與宋型文化關係之研究 蔡淑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332 兩宋詠春詞研究 許采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349 宋詩與高麗漢詩 王正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356 宋詩與高麗漢詩 王正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363 金元詠梅詞研究 鄭琇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370 金元詠梅詞研究 鄭琇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387 黃生及其<>研究 范偉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394 顧貞觀詞學與詞研究 涂意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417 徐國銅器銘文研究 孫偉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424 楚系簡帛文字形用問題研究 許萬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523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10冊 1

9789863228431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28448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28455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28462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28479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3228486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3228493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3228509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863228516 傳鈔古文<>文字之研究 許舒絜著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9789863228530 <>的音系 秦淑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547 <>音系研究 李昱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554 魏建功音學述評 錢拓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561 魏建功音學述評 錢拓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578 聲符示源與詞族構建研究 王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585 漢語研究論集 李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592 漢語研究論集 李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615 群書校補(續): 簡帛校補. 第一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22 群書校補(續): 傳世文獻校補. 第二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39 群書校補(續): 傳世文獻校補. 第三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46 群書校補(續): 傳世文獻校補. 第四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53 群書校補(續): 傳世文獻校補. 第五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60 群書校補(續): 敦煌文獻校補. 第六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77 群書校補(續): 敦煌文獻校補. 第七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84 群書校補(續): 小學類著作疏證.三餘讀書雜記. 第八冊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691 群書校補(續): 三餘讀書雜記. 第九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707 群書校補(續): 同源詞例考. 第十冊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714 群書校補(續): 同源詞例考.古籍校注.書評. 第十一冊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721 <>殿本研究 王永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738 杜詩文獻學史研究 王新芳, 孫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745 清代書院課藝考述 魯小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752 清代書院課藝考述 魯小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769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 陳民鎮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776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 陳民鎮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783 先秦思想與出土文獻研究 竹田健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813 先秦服飾審美文化 李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820 二十世紀關於商周公社的研究 沈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837 二十世紀關於商周公社的研究 沈斌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844 傳統中國之政治大辯論: 西漢鹽鐵之爭的政治經濟哲學思考朱義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851 北朝社會風尚研究 陳志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868 北朝社會風尚研究 陳志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875 中唐社會與兩性文化研究 楊麗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882 中國古代君臣觀研究 楊晉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899 唐代城市居民的宗教生活——以佛教為中心 陳艷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05 宋對遼的邊防政策與設施 段承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12 南宋縣級行政研究(1127-1279) 吳業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29 元明之際士人出處之研究: 以宋濂為例 唐惠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36 盛宣懷近代化思想與官督商辦模式研究: 對洋務運動的一種重新評價徐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43 山西北朝墓葬民族文化交融研究 龍如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50 宋元明清雷州歷史文化研究 曾國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67 中古世家大族范陽盧氏研究 韓濤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8974 中古世家大族范陽盧氏研究 韓濤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8981 崔述史學研究 劉文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998 中國古代名畫考古研究 黃震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001 摩利支天、斗母信仰流變與廟宇分佈研究 呂芳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025 中國古代文學竹子題材與意象研究 王三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032 中國古代文學竹子題材與意象研究 王三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049 北宋新黨文人文學研究 吳肖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056 中國小說文化研究 張同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063 中國人的忠義情結: <>人物忠義論 王志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070 紅樓十二正釵意象研究 王秋香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087 紅樓十二正釵意象研究 王秋香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094 <>中神祇形象研究 梅光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100 國族與歷史的隱喻: 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高嘉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117 明代流傳之元雜劇版本及其曲文改編研究 陳富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124 明代流傳之元雜劇版本及其曲文改編研究 陳富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131 呂天成戲曲理論研究 黃韻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148 南管樂語、腔調及其體製之探討 吳佩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155 宋代山水遊記初探 陳素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162 蘇軾佛教文學研究 吳明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186 蘇軾佛教文學研究 吳明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179 蘇軾佛教文學研究 吳明興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9193 世出世間: 元代詩僧文跡初探 王君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16 <>占術研究 劉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23 <>研究 陳姝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30 張爾岐<>研究 鄭伊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47 儒家人本價值與公共理性的耦合機理研究 李長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54 老莊福德觀研究 施依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61 兩漢三家<>注養生思想研究 陳慧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278 兩漢三家<>注養生思想研究 陳慧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285 <>氣論思想研究 楊婉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292 荀子、董仲舒、戴震氣論研究 段宜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308 漢代美學中的身體問題 劉成紀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315 漢代美學中的身體問題 劉成紀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322 論宋季士儒之困頓與抉擇: 以殉節思想為核心展開探討鍾永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339 論宋季士儒之困頓與抉擇: 以殉節思想為核心展開探討鍾永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346 許衡對朱子學的傳承與發展 李蕙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353 孝弟慈通貫孔孟聖學: 羅近溪哲學之建構 謝居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360 謝文洊及其思想研究 黎雅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377 「學衡派」倫理思想研究 楊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384 天臺圓教十乘觀法之研究 吳明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391 圓悟克勤禪學思想研究 魏建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407 惠洪、張商英<>研究 陳穎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414 禪宗非言語行為之語言研究 康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421 禪宗非言語行為之語言研究 康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438 「敦煌舞」的佛教藝術思想研究 陳宜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445 「敦煌舞」的佛教藝術思想研究 陳宜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452 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 林佩欣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469 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 林佩欣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476 日本「吞併琉球」與出兵侵臺關係探析 李理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483 日本「吞併琉球」與出兵侵臺關係探析 李理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490 日據臺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 李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506 殖民地警察之眼: 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蔡明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513 臺灣的族群關係與族群政治 周典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520 臺灣的族群關係與族群政治 周典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537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莊天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544 臺灣關貿政策之歷史研究(1945-1967) 李文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551 臺灣關貿政策之歷史研究(1945-1967) 李文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568 日據時期臺日士紳都市家宅之研究 王怡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575 從妊產婦名簿到助產所: 臺灣(新竹)助產士的歷史研究(1920-1970)鍾淑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582 眷村文化的形成與外省人的認同研究: 以臺南縣仁和村為例(1950-2007)李宜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599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以雷震為個案的研究余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05 從歐洲到臺灣: 道明會玫瑰省臺灣傳教研究 楊嘉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12 臺灣光復初期教育轉型研究(1945-1949) 吳仁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29 清代北投社社史研究: 以社址、社域變遷為中心張家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36 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 吳毓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43 施叔青<>中的歷史想像與臺灣書寫研究 陳姵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67 戰後初期臺灣專賣政策的延續與變革(1945-1953)顏清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674 修身與治國: 從先秦諸子到西漢前期身體政治論的嬗變劉芝慶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091303 撞到笨蛋的天使 小林雛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3984 我們都還活著 Tiv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3885 巫女、科學與鬼話連篇 颯田直斗作; aitsa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3908 限定彼女 內村要作; 廖晟翔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039 未確認進行式 荒井チェリー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947 寄居物語 山川愛兒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470 女子學園暗黑料理研究會 空木あんぐ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777 貓娘道草日記 いけ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7784 貓娘道草日記 いけ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8491 秘密食譜 森永みるく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958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26

送存冊數共計：416

東立



9789863249252 沒有人知道的秘密 李賢淑作; 葛增娜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283 人型手機JOY 朴大根, 朴影彬作; 林建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351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9368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9467 戰極姬 SystemSoft Alpha原作; 神吉作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0029 第七女子會徬徨 茅花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258 幕末男子 加瀨敦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0548 我喜歡的那傢伙 いけがみ小5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21590 美味的學習之夜 北島和洋原作; 大井昌和漫畫;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429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3419 半獸人的煩惱 村山慶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4140 最佳愛情 Lee Jae Eun作; 葛增娜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4218 我的超級大明星 前田つばき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26076 後宮Days: 七星國物語 李桃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6229 冥黑的奏音 秋乃茉莉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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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326991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27196 男生女生都可以 すえみつぢっか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226 僕BOKU 木月 明+佐藤南紀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8179 就這樣畫漫畫 平尾アウ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8186 就這樣畫漫畫 平尾アウ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8292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8308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8582 鄰座的柏木同學 霜月絹鯊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9008 殲鬼戰記 黑乃奈タ繪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9213 KEY MAN關鍵超人 わらいなく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9428 女帝由奈 倉科遼原作; 黑川梓漫畫; 張益豐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0161 啊!阿姨是同學 いづみかつき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1359 梅普的紅茶時間 碧空唄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366 梅普的紅茶時間 碧空唄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656 終焉之栞 結城あみの作; スズ厶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219 Drc2: 反社會的妄想具現症候群專門醫 伊藤仁原作; 楓月誠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2295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2370 黑鐵 池沢春人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2684 6重狙擊手 TALI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3162 MY FAIR BOY 紺野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73766 棺材、旅人、怪蝙蝠 きゆづきさとこ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3865 無間雙龍 神崎裕也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74039 請勿轉臺! 佐々木倫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4329 ROBOTICS;NOTES機械學報告 5pb.原作; 浅川圭司漫畫; 楊永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4701 純情浪蕩男的初戀 おわ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374947 拿破崙: 霸道進擊 長谷川哲也作; 林琬清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4961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74992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5029 育兒型男 森脇葵作; 李慧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5036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75630 女聲男子 険持智代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5647 女聲男子 険持智代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439 武器種族傳說: 蒼空戰旗 東まゆみ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6651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荗作; 光依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6712 我們都是超能者! 若杉公德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873 撿到宇宙娘 永井朋裕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7641 撿到宇宙娘 永井朋裕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030 現視研: 二代目之卷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7610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7702 我妻同學是我的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7726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78068 她與相機與她的季節 月子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8389 義呆利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8549 數學女孩費馬最後定理 結城浩原作; 春日旬作畫;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8679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78709 天神聖衣 塩野干支郎次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8723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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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78921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9102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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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79713 貓耳娘新撰組 耳式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720 貓耳娘新撰組 耳式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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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480327 WORKING!!迷糊餐廳 高津カリノ作; 林琬清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0334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0532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480549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ひで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480570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480600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480655 臏: 孫子異傳 星野浩字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80891 EASY MODE 熊本マゴ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1096 靈眼之花 絵夢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140 創聖的大天使EVOL あおぎリ作畫; 河森正治, サテライト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188 孔雀王RISING 荻野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270 特例措置團體斯特拉女學院高等部C3社 いこま原作; ももかみどり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287 特例措置團體斯特拉女學院高等部C3社 いこま原作; ももかみどり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478 戰車美少女 片山誠原作; 吠士隆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485 戰車美少女 片山誠原作; 吠士隆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720 物質幽靈 葵せきな原作; 星野円作畫;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737 物質幽靈 葵せきな原作; 星野円作畫; 黎蕙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775 AREA D異能領域 七月鏡一原作; 梁慶一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966 足球美眉小舞 井上空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973 足球美眉小舞 井上空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017 OL☆學園祭: BonClair ShowGuts 石井真裕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2161 Are You Alice?: 你是愛麗絲? 二宮愛原作; 片桐いくみ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2222 惡之華 押見修造作; 猴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2246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2260 我妻同學是我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2659 亞人 三浦追攤作; 櫻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697 天真與閃電 雨隱ギド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963 天啟之砦 蔵石悠原作;鑄鍋和漫畫; 張益豐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2970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483038 雪與翼 高橋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3397 不協調的戀人 鈴木央作; 李芝慧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83403 不協調的戀人 鈴木央作; 李芝慧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83465 双界幻幽傳 木村千世原作; あまさかえで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472 環境保護隊M9 矢上裕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489 環境保護隊M9 矢上裕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557 我和貓的同居生活 林田知尋原作; 小島美帆子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484172 浦和HolyOrder 山本和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189 浦和HolyOrder 山本和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202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226 惑星小野人 浪速小吉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233 惑星小野人 浪速小吉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240 源氏輕鬆版: 快速看懂源氏物語 花園あずき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484387 夢想商城 楼井春樹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3484394 再戰一回! 鍋田吉郎原作; 高遠壘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400 再戰一回! 鍋田吉郎原作; 高遠壘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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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冊 1

9789863485124 巴爾札的軍靴 中島三千恒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7289 頂尖明醫 橋口隆志原作; 入江謙三取材;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485186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猴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5223 終極感應 高樹宙, DOUBLE-S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485322 問題小子孫六 貞安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3485612 BRAVE10S: 真田十勇士S 霜月灰吏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5728 我可以親吻你嗎? 水渡ひとみ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485896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039 昭島自殺☆俱樂部 菅原菊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053 明天是死亡的好日子 篠原烏童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060 明天是死亡的好日子 篠原烏童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091 楤之芽高校吹奏樂部 たかなしせーじ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6114 月明星稀 秋乃茉莉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486138 真.戀姬+無双萌將傳: 少女滿漢全席 BaseSon原作; 火曜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486169 黃昏的作戰 光瀨龍原作; 大野ツトム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6190 小野貓女子高生 秋吉稻荷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206 小野貓女子高生 秋吉稻荷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640 學園戀獄: 殭屍同學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86657 學園戀獄: 殭屍同學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86800 胡桃小姐開店中 Maki Minami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831 掌中萌美眉 宮崎摩耶作; 李文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6879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作; 及川徹漫畫 ;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6978 惡男夜話 門田昌子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487227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7296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7562 謎樣女友X 植芝理一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7593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7609 人魚又上鉤 名島啟二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7845 老媽上高中 柏木黃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487852 末日的魔法少女 佐藤健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7869 末日的魔法少女 佐藤健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7906 香蕉能當姊姊嗎? まりお金田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7913 香蕉能當姊姊嗎? まりお金田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7968 紅殼的潘朵拉 士郎正宗原案; 六道神士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019 不靈巧的小匠小姐 須河篤志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026 不靈巧的小匠小姐 須河篤志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231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作; 飛永宏之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8415 妖怪區公所 中村充志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422 妖怪區公所 中村充志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446 覆面系NOISE 福山遼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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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488651 新藤☆劇場 新藤大介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668 新藤☆劇場 新藤大介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705 B.B.GIRLS くみちょ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712 B.B.GIRLS くみちょ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743 目標A區大手! 石崎芋蔵原作; 岩戸あきら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750 目標A區大手! 石崎芋蔵原作; 岩戸あきら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774 願眾生皆相憐 篠原烏童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781 願眾生皆相憐 篠原烏童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842 少女、歷女、腐女 えむあ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859 少女、歷女、腐女 えむあ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866 星期天做飯給貓吃 山本喜子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873 星期天做飯給貓吃 山本喜子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903 星期天在一起 長沢智作; 一条由香莉原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488927 請抬頭看一看 岩館真理子作; 王郁雯譯 平裝 1

9789863488941 愛犬之聲 石川優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941 愛犬之聲 石川優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958 愛犬之聲 石川優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989 不良刑事 寄田美幸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996 不良刑事 寄田美幸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085 攻殼機動隊ARISE: 不眠之眼的男人Sleepless Eye大山夕クミ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177 我的朋友是召喚獸 黑葉R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184 我的朋友是召喚獸 黑葉R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207 繞道去咖啡街 犬上宿彌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3489337 誘爆發作 岡村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9597 初吻定性別 芹川豆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603 初吻定性別 芹川豆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696 白奪的假面舞會 椿力ヲ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9795 戀愛班長 西村智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489993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003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706 WILD WING 野性之翼 弓黃色(弓きいろ)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3651598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651697 家有俏大姊 鬼ノ仁作; 吳傳賢譯 平裝 1

9789863651741 蘿莉爸爸 シメサバ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267 梅酒 幸田真希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3652304 召喚惡魔 久保保久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2380 覆面系NOISE 福山遼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2984 心跳特區: 秘.蜜 宮崎摩耶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073 偽娘控 シュガー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080 偽娘控 シュガー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257 鬼畜之劍: S系男子的戀愛道場 金田夏美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653370 月亮與太陽的碎片 吉岡李々子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387 月亮與太陽的碎片 吉岡李々子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738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3905 裸足的奇美拉 大北紘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3653998 青春角力賽 天乃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4070 胡桃小姐開店中 Maki Minami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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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4131 感應少年EIJI. 新章 安童夕馬原作; 朝基勝士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4230 這一定是戀愛沒錯 西田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4254 蠟筆小新漫畫版. 21, 徹底瞭解日本與世界的關聯臼井儀人角色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654452 柴犬子 うず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469 柴犬子 うず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711 單戀的奴隸 小出美惠子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3654759 暴力男與浪蕩男 タクミユウ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4773 菸味交融的吻 霧壬裕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4780 擁抱花束的男人 雪代鞠絵作; 高久尚子作畫;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654841 搭檔的戀愛模式 藤崎こう作; 花兒譯 平裝 1

9789863654858 比支配更甜蜜 水谷京子作; 花兒譯 平裝 1

9789863654872 戀愛占卜街 阿部あか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4889 絕妙的三角戀 藤崎こう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655824 時鐘機關之星 櫌宮祐, 暇奈椿原作; ク口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685 ONE PIECE STRONG WORDS: 航海王經典名言集. II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657033 銀河巡警JACO 鳥山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657040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91冊 1

9789863657125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57187 百鬼夜行抄 今市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820536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7323 囚人與紙飛機: 少年悖論 紅村岬作; 猫口眠@囚人P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330 囚人與紙飛機: 少年悖論 紅村岬作; 猫口眠@囚人P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354 無色透明 タクミュウ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7361 忘記你真的太可惜 七織ニナ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7439 大室家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569 鄰座的山田同學 古閑裕一郎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576 鄰座的山田同學 古閑裕一郎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668 那樣的未來是假的 桜場小春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675 那樣的未來是假的 桜場小春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283 神曲奏界Polyphoneca: 緋紅 榊一郎, ocelot, 緋呂河智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8511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8535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65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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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冊 1

9789863820871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8986 密命 華藤えれな原作; 十月絵子作畫;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659488 SS: S男雙人組 真山ジユ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9495 最後之戀 北別府ニカ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659600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柳实冬貴原作; 華尾ス太郎作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631 流浪漢上班族 今市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655 五十嵐醫生與愛的毒藥 真山ジュ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9679 花與西裝 伊東七つ生作; 張惠真譯 平裝 1

9789863659686 蜜色男子員工宿舍 神崎貴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0093 夢境與現實的交錯 みつき和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820529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0574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0604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820642 灌籃少年.ACT3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820772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820789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820888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1328 CROWN FLINT雙合透鏡. 4, 再見了,華憐 三上康明作; 羅怡蘋譯 平裝 1

9789863821717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V, 不齊全的王牌們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1786 美食獵人TORIKO 29.5公式漫迷手冊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822684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806 惡少香本舖 黃佳莉[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813 快把心交出來! 比千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22936 豔漢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3032 沙漠國物語. 8, 鋼之旋律 倉吹智絵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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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3823056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3070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文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3087 獻給失落之神的聖謠譚! 內田俊作; 何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3094 白銀龍王的搖籃 ツガワトモタカ作; 黃琴薇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3100 未完成 凪良ゆう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3117 屠龍者的異世界生活 赤雪トナ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3506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823513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82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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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3823551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3629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823636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823674 宇宙新娘 原悠衣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4107 聖劍鍛造師 三浦勇雄作; 林檎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4114 off you go 與你道別 一穗ミチ作; 何力譯 平裝 1

9789863824121 合奏女孩!. 學生會騷動篇 日日日作; 蕪村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24138 舞風的鎧姬 小山タケ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4145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7.5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3824152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4169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4, 愚者們的學園祭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3824176 假想領域的極樂世界. 001, 無盡的同步 上智一麻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3824183 椎名町學姊的安全日 サイトウケン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4190 聖格里榭爾德學院的戀曲 鲇川荻野作; 林檎譯 平裝 1

9789863824206 扉之魔術師的召喚契約. I, 擁有最強之名的少女空埜一樹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1

9789863824411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史上最強的秘傳書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824428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4459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82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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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863824626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4657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3824664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824701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824923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4930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4947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4992 銀魂公式導讀手冊: 銀魂的軌跡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825098 百合X薔薇 田森正二漫畫; 伊藤大原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825388 魔王學校裡只有我是勇者!?. 第九堂課★ 夏綠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3825395 桃音夕音的輕小說日記. 3, 16歲的編輯活動 あさのハヅメ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5401 銀之十字架與吸血姬 十月ユウ作; 石學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5418 小說版最強學生會長. 下, 朳理知戲的陽奉陰違以及椋枝閾的杯盤狼藉宣言西尾維新, 暁月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863825425 我與一乃的遊戲同好會活動日誌. 其之11, 極為私人的世界開始方式葉村哲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3825432 GJ部 新木伸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5449 瑪莉安奴小姐的秘密 安津田晴作; 張以潤譯 平裝 1

9789863825456 天球儀之海 尾上与一作; 林檎譯 平裝 1

9789863825463 十字架x王之證. 3, 毀滅的公主 三田誠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3825470 受騙的男人 英田サキ作; Y.S.譯 平裝 1

9789863825487 星之少女與幻奏樂土 cosMo@暴走P, syuri22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825494 M之奇談. 3, 創立者的決心 三上康明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5500 火界王劍的神滅者 ツガワ卜モタ力作; 蕪村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5517 勇者凜的傳說. Lv. 3, 在尋找七魔球之中,我們的學園祭一團混亂。琴平稜作; 文渠譯 平裝 1

9789863825524 剪刀.石頭.布. 1, 先停止時間,再拿出真本事 木村心一作;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3825531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548 千之魔劍與盾之少女 川口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5562 終焉之栞. 詩: 遺落-Re:code スズ厶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3825579 食戟之靈-a la carte. I, 遺失的食譜 伊藤美智子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3825586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826538 悠久騎士III. 復仇之燦銃槍 七烏未奏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3826774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原作; 蕪村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6941 BLEACH死神 The Death Save The Strawberry 久保帶人原作, 松原真琴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3826965 不分晝夜,惡女相伴 烏村居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989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囗士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826996 我的老師。 岩本薰著;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7009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7023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VI, 翡翠風暴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827030 如果折斷她的旗. 10, 這趟海上之旅結束後,我就要成為公主了竹井10日作 ;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3827047 我家會長是個壞壞虎斑貓。 空埜一樹作; 露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7054 公主心. 8, 至少在今夜過得像對夫妻之卷 高殿円作; 陳姿瑄譯 平裝 1

978986382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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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3827078 女高中生店長的便利商店一點也不好玩 明坂綴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112 惡魔汽水. 王城龍戰篇 楊政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201 36道讚不絕口創意團圓菜 雷議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6159 那天來的鯨魚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166 我剛出生的時候 伊莉貝爾.米荷絲.馬汀斯文; 馬達琳娜.馬杜索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173 拼布被 伊莉貝爾.米荷絲.馬汀斯文; 亞拉.克諾圖; 黃又青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5

送存冊數共計：347

旺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布拉教育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4580 可不可以不要上班 小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849 (0-6歲)讓寶寶健康成長的70道斷乳食譜: 可以安心享用的好食物料理俞品聿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42 泰式料理三步驟 裘蒂.凡賽蘿(Jody Vassall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066 中式料理三步驟 裘蒂.凡賽蘿(Jody Vassall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110 法式甜點3步驟 弗羅虹斯.艾戴勒曼(Florence Edelman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047 免換鍋！一鍋到底：超乎想像，簡單的50道美味義大利麵范麗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054 史上最強！百萬人見證，濃密黑髮的驚人奇蹟 崔東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177 全臺觀光工廠這樣玩 徐旻蔚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983 前進甜點之都: 巧克力師的巴黎學藝告白 鄭畲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429 Lucky Peach飲食生活誌. Issue 3, 廚師&主廚 應德剛(Chris Ying), 彼得.米漢(Peter Meehan), 大衛張(David Chang)等著; 潘昱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436 一生受用800招!老奶奶的生活智慧 主婦之友社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443 廚藝好好玩: 探究真正飲食科學.破解廚房祕技.料理好食物傑夫.波特(Jeff Potter)著; 潘昱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4450 實習醫生狂想曲: 急診室的1001個生命故事 巴提斯.波琉(Baptiste Beaulieu)作; 馬向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0672 艾茉莉大宅: 多重人格催眠溝通實錄 廖云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金色次元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奇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5983 住院醫師教育的六大核心能力 朱宗信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5990 基層醫療之老年醫學 顏兆熊, 宋丕錕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0002 新生兒神經行為評估量表(中文版) 鄭素芳, 陳麗秋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4209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04360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377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384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391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407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414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421 調香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04438 閒妻邪夫 墨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445 閒妻邪夫 墨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452 閒妻邪夫 墨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469 閒妻邪夫 墨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476 閒妻邪夫 墨楓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483 天下第一嫁 月出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506 天下第一嫁 月出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513 天下第一嫁 月出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520 天下第一嫁 月出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490 閒妻邪夫 墨楓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537 祖訓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544 祖訓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551 祖訓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佑文化



9789866004568 祖訓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575 祖訓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582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599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605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612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629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674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04681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04636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643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04650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04667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04698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04704 庶女有毒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04711 夙締良緣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728 夙締良緣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735 夙締良緣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742 夙締良緣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3066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 2014 江潤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3066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 2014 江潤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兵堂文化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40

明志科大工設系



9789869099400 消失的200萬人: 40國200萬人,二戰德軍外籍兵團寫真集王佐榮, 知兵堂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417 中國遠征軍緬甸戰記. 1942-1945 知兵堂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417 中國遠征軍緬甸戰記. 1942-1945 知兵堂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431 飛行傭兵: 第1美籍志願大隊戰鬥史 許劍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803 讓愛靠過來 田邊聖子著 平裝 1

9789869128810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青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827 私人生活 田邊聖子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834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紅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5782 培養世界觀的趣味找找看. 亞洲篇 Isobi Lab作; VOOZ繪; 李懿芳, 黃譯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799 找線索 抓小偷 Isobi Lab文; Kyuseok Lim圖; 李懿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805 時間旅行迷宮遊戲 奧谷敏彥, 伯原晃夫, 高久堡淳文.圖;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812 美味廚師,找出不一樣遊戲 いけだこぎく, 黒はむ, しぶたにゆかり文.圖; 蕘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1087 她們都不跟我玩: 第一本探討女性霸凌真相的專書瑞秋.西蒙(Richel Simmons)著; 王莉莉譯 平裝 1

9789866161094 給彩虹橋上孩子的見面禮: 培養7歲前孩子的12種感官,掌握學習優勢芭芭拉.派特森(Barbara Patterson), 潘美拉.包德利(Pamela Bradley)著; 周芸青譯平裝 1

9789866161100 愛玩的孩子更會思考 歐陽自珍, 黃學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1117 植物 查爾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作; 新竹人智學會譯 精裝 1

9789866161148 動物 查爾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作; 新竹人智學會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旺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青空文化



9789866161155 地球上的天堂: 全球發展最快的華德福教養方式,給孩子最優質的童年夏莉法.奧本海默(Sharifa Oppenheimer)作; 徐明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1162 少年維特不煩惱 吳娟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1179 能量帶你找到生命的幸福 陳鈺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1186 故事是教養的魔法棒 蘇珊.佩羅(Susan Perrow)著; 張書瑜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6161193 最美的教室 黃振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1209 孩子我要你做自己: 臺灣媽媽X以色列爸爸X愛的教育吳維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1216 故事是教養的魔法棒 蘇珊.佩羅(Susan Perrow)著; 張書瑜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6161223 臺灣政治名人傳: 胡志強 高沛瑜總編輯; 高沛琦, 鄭振耀, 鄭引鋒漫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230 臺灣政治名人傳: 朱立倫 高沛瑜總編輯; 高沛琦, 鄭振耀, 鄭引鋒漫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247 臺灣政治名人傳: 王金平 高沛瑜總編輯; 高沛琦, 鄭振耀, 鄭引鋒漫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254 天文與地理 查爾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著; 王乃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61261 成功百分百 高沛瑜總編輯; 鄭振耀, 高沛琦, 鄭引鋒漫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278 厚黑學(漫畫版) 高沛瑜總編輯; 鄭振耀, 高沛琦, 鄭引鋒漫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285 為孩子做幸福的玩具 菲雅.亞福克(Freya Jaffke)著; 王薏琦,廖浚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6074 活用中華繁體字簡體字辭典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466081 活用自然百科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466098 活用錯別字辭典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01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18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32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49 活用數學辭典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56 作文成語分類辭典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63 活用辭海 鄭婷云總審訂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1070 鄭婷云總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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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7898 大象希音: 李奉. 2014 李文賓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東門美術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708 兩岸經貿發展與司法互助學術論文集. 2015年第一屆法治家文創事業有限公司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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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8271 縱橫之間. II, 陳明德行草創作集 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平裝 2

9789868898288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五屆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平裝 1

9789868898288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五屆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4292 尖叫街. 8: 巨魔的攻擊 湯米.唐拔凡作; 邱秋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4308 尖叫街. 9: 守夜人的夢魘 湯米.唐拔凡作; 李永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4315 尖叫街. 10: 妖精狂飆 湯米.唐拔凡作;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4322 尖叫街. 11: 雪人暴走 湯米.唐拔凡作; 甘濟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4339 尖叫街. 12: 調換兒的祕密 湯米.唐拔凡作; 王碧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4346 尖叫街. 13: 龍之火焰 湯米.唐拔凡作; 殷于函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353 尖叫街. 13: 龍之火焰 湯米.唐拔凡作; 殷于函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4360 納薩瓦之龍. 9, 黑暗城堡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張玲茵譯 平裝 1

9789865704377 納薩瓦之龍. 10, 巫師之手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王玲琇譯 平裝 1

9789865704384 納薩瓦之龍. 11, 魔法沼澤地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周麗琴譯 平裝 1

9789865704391 納薩瓦之龍. 12, 山腹之中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鄒艾玲譯 平裝 1

9789865704407 納薩瓦之龍. 13, 12日.12夜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張慧卿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414 納薩瓦之龍. 13, 12日.12夜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張慧卿譯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家文創



9789865704421 納薩瓦之龍. 14, 黑色魔法與白色飛龍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賈翊君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438 納薩瓦之龍. 14, 黑色魔法與白色飛龍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賈翊君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4445 納薩瓦之龍. 15, 怪獸振翅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簡薇倫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452 納薩瓦之龍. 15, 怪獸振翅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簡薇倫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4469 納薩瓦之龍. 16, 受詛咒的飛龍騎士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彭欣喬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476 納薩瓦之龍. 16, 受詛咒的飛龍騎士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彭欣喬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4483 納薩瓦之龍. 17, 自由戰士的奇謀妙計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魏毓文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490 納薩瓦之龍. 17, 自由戰士的奇謀妙計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魏毓文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4506 納薩瓦之龍. 18, 太陽升起前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黃琪雯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4513 納薩瓦之龍. 18, 太陽升起前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黃琪雯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4520 納薩瓦之龍. 19, 黑寶劍的力量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楊雯珺譯 平裝 1

9789865704537 納薩瓦之龍. 20, 諾朗地吹來的風 瑪麗.艾蓮娜.德瓦爾作; 阿爾本.馬力羅插圖; 鄒艾玲, 簡薇倫譯 平裝 1

9789577208156 淘氣的比利 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163 巴布的遊戲 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170 哈囉!巴布 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187 巴布的假期 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194 巴布和珍娜 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00 巴布的小花 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17 小野鴨達特 王蘭,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24 河馬喬治 王蘭,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31 鐘樓裡的祕密 王蘭,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48 點心奶奶 王蘭,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55 雪兔不見了 王蘭,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62 大熊的花園 王蘭,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79 呱呱小青蛙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86 生日快樂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293 溜冰鞋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309 採蜂蜜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316 草莓精靈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08323 威利的新床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41344 香蕉的祕密 許玲慧文; 鄭淑芬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634 黑鮪魚的旅行 林滿秋文; 孫心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719 風的草原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1726 鯨魚寶寶快長大 神澤利子文; 阿部弘士惠;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733 金魚與貓 泰瑞.德笛爾(Thierry Dedieu)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757 格洛斯特的裁縫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良翻譯 再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741764 黃昏的暴雨森林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1771 運輸車出發囉 小風幸文; 鈴木周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788 長得很像吧!? 五味太郎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795 月夜的蘑菇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翻譯 平裝 1

9789862741801 小小熊的聖誕夜 酒井駒子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818 漢寶家族大集合 劉清彥文; 陳和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0385 樹的小寶寶們 伊勢英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825 小傑散步去 村山桂子文; 崛內誠一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832 小傑出門找朋友 村山桂子文; 崛內誠一圖; 嶺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849 飛天的烏魯魯 岩村和朗作; 游珮芸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401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 第二期 宋興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河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43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編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0300 最好的主管 最好的導師: 陪伴部屬的一場發現之旅馬歇.葛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 奇普.貝爾(Chip R.Bell)著;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95444 歷史與文化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與文化教材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5451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512 書禪一味: 蕭世瓊書法澳洲展 蕭世瓊創作; 林瑪琍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95550 畫出心中的彩虹: 文學與生活學生優良作品集 賴昭吟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604 遇見生命裡的彩虹 黃淑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4074 TOEFL-iBT高分托福口說120 江璞, John Grimes合著 增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5694081 英語演講比賽 Bill Quinn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8698 唯一的你 向華文; 董格俐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08865 一起去看海 陳玉金文; 呂游銘圖 一版 其他 1

9789866608919 音樂劇 陳柏儒文; 孫俊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08025 誰是膽小鬼 黃本蕊文.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25889 中醫望診彩色圖譜 張家錫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7825957 發炎.發炎體.抗發炎藥 黃翊恭等編; 陳介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25964 黃煌經方醫案 黃煌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25971 金匱要略義理探要 田安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25988 臺灣紅茶的百年風華 葉士敏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85713 木鱉果驚人傳奇 江晃榮, 廖品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3436 片仔癀戰勝肝病 山ノ內慎一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4532 薑黃的秘密 師岡孝次著; 吳義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83652 夫人幫幫忙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669 夫人幫幫忙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676 夫人幫幫忙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683 嫡女翻身計劃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690 嫡女翻身計劃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706 嫡女翻身計劃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713 獵食美味妻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720 獵食美味妻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744 嫌妻當家 芭蕉夜喜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音



9789863283751 嫌妻當家 芭蕉夜喜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768 嫌妻當家 芭蕉夜喜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775 嫌妻當家 芭蕉夜喜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3782 嫌妻當家 芭蕉夜喜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3799 誘嫁小田妻 花開常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805 誘嫁小田妻 花開常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812 閨香 陶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829 閨香 陶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836 限期夫妻 路可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843 再婚夫妻 凱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850 試婚夫妻 夏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867 假日夫妻 橙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3874 藥香襲人 維西樂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881 藥香襲人 維西樂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898 芳草扶疏雁南歸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904 芳草扶疏雁南歸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3911 芳草扶疏雁南歸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3928 醫嬌百媚 上官慕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935 醫嬌百媚 上官慕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942 家好月圓 恬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3959 家好月圓 恬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3966 騙你一顆相思豆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966 騙你一顆相思豆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973 老闆的暗戀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973 老闆的暗戀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3980 君許諾 陸戚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3997 君許諾 陸戚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000 君許諾 陸戚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017 招財進寶 天然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024 招財進寶 天然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031 招財進寶 天然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048 招財進寶 天然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055 膽小者,勿愛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4062 膽小者,勿愛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4086 姊兒的心計 郁雨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093 姊兒的心計 郁雨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109 姊兒的心計 郁雨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116 姊兒的心計 郁雨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123 兩世冤家 溫柔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130 兩世冤家 溫柔刀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147 兩世冤家 溫柔刀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154 兩世冤家 溫柔刀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208 被休的代嫁 安濘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215 被休的代嫁 安濘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222 被休的代嫁 安濘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239 美狐王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4246 美狐王 雷恩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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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9750 長洪武學縱橫. 第十九期 曾慧美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83693 Magic joy Peggy Huang 1st ed. 其他 第7冊 1

9789574483662 Tales of Joy Peggy Huang 1st ed.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56

長洪武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音



9789574483754 Magic joy Peggy Huang 1st ed.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483884 Magic joy 其他 第12冊 1

9789574484096 Magic joy 其他 第1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706 烏克知音 陳加容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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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3025 凝視繁華的孤寂者竇加 蔣勳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1309 想升官,就學曾國藩. 上卷, 幹掉官場潛規則 汪衍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16 想升官,就學曾國藩. 中卷, 光屁股升官絕學 汪衍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23 想升官,就學曾國藩. 下卷, 九年間連升十級 汪衍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30 外星人的足跡 徐向東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47 要當官,就學李鴻章. 上卷, 投奔官場大紅人 汪衍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54 要當官,就學李鴻章. 中卷, 當喜鵲不當烏鴉 汪衍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361 要當官,就學李鴻章. 下卷, 獨特的升官謀略 汪衍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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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4608 正創造/鏡子理論: 願望導向之創新思維 陸定邦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定風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現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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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41877 玩攝影教學誌: 商品棚拍純白背景的奧秘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891 玩攝影教學誌: 拍出吸睛商品. 女鞋篇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907 玩攝影教學誌: 顏色與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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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0619 社會變遷下醫療法制發展之研究 陳運財, 林更盛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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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0589 東海自由學風的播種者: 吳德耀校長年表新編 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626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周法高先生藏線裝書目附書影陳惠美, 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0747 唯識簡介 簡金武撰述 平裝 1

9789869040761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述記 雪廬老人編表; 吳聰龍述記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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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金時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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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法律學院



9789865736033 中國地形掛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36064 全臺灣地形掛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71 全臺灣掛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66482 中國詩詞名句析賞辭典(合訂本) 呂自揚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266505 打狗.阿猴.林道乾: 尋找高雄平埔族的身影 呂自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8487 觀光資源概論與教學實務 簡後聰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34615 大手牽小手,我愛吟聖詩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中心編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134622 大手牽小手,我愛讚美主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中心編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134639 臺語囝仔歌: 月光夜市過新年 林武憲作; 鄭明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7134646 基督徒手冊. 10, 靈修生活 劉錦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806 開運招財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3813 開運風水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3820 三十六の禁忌: 亡靈歸來 邪貓靈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侑泰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河畔



9789869143837 三十六の禁忌: 猛鬼池塘 邪貓靈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44343 這樣讀資治通鑑: 高祖建漢到文景治世 銳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350 這樣讀資治通鑑: 武帝即位到立子殺母 銳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398 這樣讀資治通鑑: 新莽創立到劉秀復漢 銳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404 這樣讀資治通鑑: 霍光輔政道王氏當權 銳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473 獸血紋終部曲: 伏光師的總管 D. M.康尼士(D. M. Comis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428 忽必烈汗 耿相新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344527 科學調查事件簿: 瘋狂的科學家 麥可.戈登史密斯(Mike Goldsmit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534 歷史調查事件簿: 腐敗的統治者 泰瑞.狄利(Terry Dea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541 歷史調查事件簿: 殘酷的革命 泰瑞.狄利(Terry Dea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558 歷史調查事件簿: 殘酷國王與壞心王后 泰瑞.狄利(Terry Dea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589 歷史調查事件簿: 海盜的神鬼奇航 麥克.考斯(Michael Cox)作 ; 克里夫.顧達德(Clive Goddard)繪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626 科學調查事件簿: 古怪的發明家 麥可.戈登史密斯(Mike Goldsmith)作; 夏鈞波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701 歷史調查事件簿: 天生反骨的法國人 泰瑞.狄利(Terry Dea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718 歷史調查事件簿: 神鬼莫測的埃及人 泰瑞.狄利(Terry Dea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756 唐太宗 陳飛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344770 成吉思汗 蘇赫巴魯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70508 新竹文史研究論集 詹雅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0515 新疆史論 劉學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0522 留美小說論: 以1960、70年代<>、<>、<>短篇小說為核心陳大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0539 聆聽中國: 五十六個民族的民間音樂遺產 杜亞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0676 前進北韓 胡成作 平裝 1

9789865747084 似與不似: 中國繪畫 白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7176 樂賦心弦: 中國音樂 劉小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7183 書為心畫: 中國書法 朱天曙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知書房



9789865747619 兵家必爭之地: 華夏古今戰場 張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7756 我的七爸周恩來 周爾鎏著 平裝 1

9789866344091 獸血紋二部曲: 點燈兵 D. M.康尼士(D. M. Cornish)著; 鄭諺祺(Kinra), 黃鴻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107 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宮廷娛樂 亞倫.麥當勞著; 克里夫.顧達德繪; 林靜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121 圖坦卡門和他的黃金寶藏 麥克.考斯(Michael Cox)著; 克里夫.戴達德(Clive Goddard)繪; 陳芳誼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44305 讀ing 王成法攝影.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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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1145 白話閱微草堂筆記. 第五卷, 灤陽消夏錄五 紀昀原著; 黃淑鈴白話文作者 其他 1

9789869091152 白話閱微草堂筆記. 第六卷, 灤陽消夏錄六 紀昀原著; 黃淑鈴白話文作者 其他 1

9789869091169 白話閱微草堂筆記. 第八卷, 如是我聞二 紀昀原著;卜黃淑鈴白話文作者 其他 1

9789869091176 白話閱微草堂筆記. 第七卷, 如是我聞一 紀昀原著;卜黃淑鈴白話文作者 其他 1

9789869091183 白話閱微草堂筆記. 第十卷, 如是我聞四 紀昀原著;卜黃淑鈴白話文作者 其他 1

9789869091190 白話閱微草堂筆記. 第九卷, 如是我聞三 紀昀原著;卜黃淑鈴白話文作者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8897 我一定能做到 羅寶汾, 顏長利, 蕭淑娟作; 李伯峰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028 望娘灘 耿建興作; 成佩玹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035 赤兔神駒 耿建興作; 成佩玹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042 三隻山羊嘎啦嘎拉 耿建興作; 成佩玹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073 山豬瓦歷桑 耿建興作; 成佩玹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097 巨蟹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10 獅子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27 天秤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34 處女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易書閣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長晉數位



9789865675141 天蠍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58 魔羯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65 射手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172 水瓶座的故事 莊喜任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02 白蛇傳 佟寧作; 成佩玹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219 老鼠嫁女兒 佟寧作; 宋向薇繪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129 超有趣的華語學習書 方柏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0346 東海岸月光下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514336 擇日仙訣 珍藏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343 奇門遁甲: 金函玉鏡真詮 張崇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374 奇門遁甲啟悟 珍藏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381 神相水鏡集 范文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72 斗數與人生 紫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89 平陽全書 葉九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596 永寧通書 林屋山人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720 青春夢 奇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44 渣渣立志傳 蘇家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51 悶騷日本 湯禎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68 別被教育打敗! 高子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75 Reset無用勇者傳說 許芳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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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2018 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越南文版)蔣為文[作] 平裝 1

9789869102018 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越南文版)蔣為文[作] 平裝 1

9789869102025 臺灣俗語講座 巫義淵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209240 Microsoft Works 中文版圖例指引 洪士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5976 ASP.NET網站開發實務: 使用C# 蔡國強作 平裝 1

9789865835682 快速學會C++程式語言 洪志維作 其他 1

9789863800224 Visio 2010商業圖表繪製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其他 1

9789863800231 PowerPoint 2010使用手冊 林佳生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800248 UniGraphics NX8實戰演練. 基礎入門篇 葉建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255 SolidWorks科技產品造型與機構設計 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習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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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崗

奇異果文創



9789863800262 Excel 2010辦公室管理職場應用寶典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279 ANSYS Workbench有限元素分析及工程應用 蔡國忠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3800286 PowerPoint 2010職場導向全方位應用 林國榮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800293 精彩Project 2013專案管理實務 王志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309 新世代電腦入門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0316 精采SolidWorks 2015.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3800323 精采SolidWorks 2015.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3800330 UniGraphics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3800347 精彩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平面設計三元素陳珊珊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4723 圖解第一次投資原物料就上手 陳育珩, 易博士編輯部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9808 流行吉他彈唱教材: 中級班 劉雲平, 吳潔鴻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041 行書: 且行且書且成書 劉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0041 行書: 且行且書且成書 劉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0041 行書: 且行且書且成書 劉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奇盟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易博士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617 20幾歲女孩必須要有的12個幸福計畫 陳雅娟作 平裝 1

9789869037624 擺脫貧窮DNA的10個途徑 端木作 平裝 1

9789869037631 值得做一輩子的6件事 劉燕作 平裝 1

9789869037648 如何活用職場厚黑智慧 高敬之作 平裝 1

9789869037655 別把銅板不當一回事: 你也有權過上更充實,更富有的生活華勒思.華特斯作 平裝 1

9789869037662 成功的人,他們都有這些習慣 彭鳴凱作 平裝 1

9789869037693 吸引力,讓你無往不利 以霜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28863 穿越來的山寨妻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70 在懷睡不暖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87 強占配偶欄 顏依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894 再世帝妻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00 兩光小護士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17 新歡的祕辛 林曉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24 換個身分進豪門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31 手持鍋鏟嫁龍門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48 撞個腦袋嫁醫生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55 粉絲賞個臉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62 嫡女不好惹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79 古董妻 唐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86 將門庶女 馥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993 相親看錯眼 林曉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06 小姐沾夫運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花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6082 健康,從養胃開始 劉安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099 女人的美,從養好卵巢開始 陳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05 見證蝦紅素: 你的健康密碼 王渝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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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5806 A journey of learning and insight Chan Master Sheng Yen 1st. 平裝 1

9789575986599 The world of chan Chan master sheng yen[編] 平裝 1

9789575986612 光明遠大: 智慧轉境,自心光明;慈悲利他,希望遠大。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629 法會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643 原諒,好緣亮! 釋果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650 創意佛藝好好玩: 20種佛教手作藝術輕鬆上手 吳大仁口述.示範; 張錦德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667 看見法鼓山最美的風景: 義工身影 李東陽攝影; 鄧沛雯文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9310 首爾韓國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9789865879327 東京.關東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5879341 名古屋: 日本中部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采葒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萬文化



9789865879358 JRpass.新幹線日本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5879365 奧地利.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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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78687 關聖帝君戒淫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405 觀世音菩薩: 白衣大士神咒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566 大般涅槃經. 上冊, 卷一-卷十三 (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573 大般涅槃經. 中冊, 卷十四-卷二十六 (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580 大般涅槃經. 下冊, 卷二十七-三十六 (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34 大寶積經. 第一冊, 卷一-卷二十 (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41 大寶積經. 第二冊, 卷二十一-卷四十 (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58 大寶積經. 第三冊, 卷四十一-卷六十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65 大寶積經. 第四冊, 卷六十一-卷八十 高齊北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72 大寶積經. 第五冊, 卷八十一-卷一百 隋北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689 大寶積經. 第六冊, 卷一百零一-卷一百二十 (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02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一冊, 卷一-卷七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19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二冊, 卷八-卷十五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26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三冊, 卷十六-卷二十三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33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四冊, 卷二十四-卷三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40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五冊, 卷三十一-卷三十九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57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六冊, 卷四十-卷四十七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64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七冊, 卷四十八-卷五十五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71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八冊, 卷五十六-卷六十三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88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九冊, 卷六十四-卷七十二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95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十冊, 卷七十三-卷八十一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894 陰騭文圖證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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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和裕



9789865708962 地藏菩薩本願經(臨描本)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014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021 了凡叔叔說故事 和裕文化圖文繪.編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038 藥師琉璃光如來願功德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052 佛遺教三經: 佛遺教經、佛說四十二章經、佛說八大人覺經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645069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076 福德正神金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083 千手千眼大悲懺法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090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564510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臨描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羅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180 臺灣傳統工藝產業: 形象塑造暨影像記錄 楊慕理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203 游藝論壇: 小麻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郭哲全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422 自己醃: DIY醃蘿蔔乾、梅乾菜、酸白菜、荀乾、鹹豬肉等34種家用做菜配料徐茂揮, 古麗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39 來嘉呷 董育奇作; 李佳芳文字採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長榮大學大傳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8520 1日5分鐘的排毒奇蹟 郭素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115 日本抗老權威教你年輕20歲的最強腿力操 大渕修一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146 新手不敗!我的第一本擦擦筆塗鴨BOOK mix macaron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153 老犬生活完全指南: 史上最完備、最專業的高齡犬居家照護全書佐佐木彩子監修; 林芳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160 溝通大師教你拿回情緒主導權 田中千尋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177 讓上司挺你、朋友懂你,跟誰都能聊不停的「回話技術」: 談判、責罵、提案、請托,40個讓人欲罷不能、拍手叫好的「臨場說話術」福田健作;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07 神奇睡眠法,讓你年輕10歲 坪田聰作; 賴祈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14 7個動詞,就能改變人生 石黑謙吾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21 比肌力訓練更有效的神奇健骨操 勇崎賀雄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45 一條毛巾治好痠痛! 吉田始史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52 說再見的23個練習 堀繪里香作;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69 我的第一本愛貓飼養百科 青沼陽子監修;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44 活腦力飲食 姬野友美作; 賴祈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51 快腸!絕好腸!驚人快便力 松生恒夫作; 方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75 間歇訓練 姜賢珠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05 說話有自信,老闆同事都挺你 太田龍樹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12 35分鐘就ok!新手零失敗超手感麵包 Backe晶子作; 何姵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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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8319 宋代史事考釋 蔡金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0312 人間天語天人行 承澐傳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菊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人文資源研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6128 繁榮生活365章 谷口雅春著; 陳煥乾翻譯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8916135 光明語錄. 中華民國104年版 谷口雅宣,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原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長之家傳道協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401 風濕病超音波圖譜 賴國隆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9273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專刊. 2014 林怡華等編輯 平裝 3

9789868779280 藝術經濟力國際合作平台論文集. 2014第二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902 如果天空不下雨 林紀慧, 黃葳葳, 方郁絹文; 李奕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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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2605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032612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濕病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畫廊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6566 妙理明鑑: 關帝事蹟真相考證暨<>真義妙解 林葉連, 黃國彰編著 平裝 1

9789868666573 明聖妙譚: <>白話淺譯與真義妙解 黃國彰, 蔡翔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8304123 看故事明道理: 孝的故事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4867 採購實務案例集錦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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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7202 竹窗隨筆(三筆)白話解 (明)蓮池大師著; 華藏講記組恭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703 藝起到來義 河蘭英等口述; 成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8139 種苗業者名錄. 2014 郭孄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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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紅卍字會臺灣總主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溝通分析協會

明聖經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採購管理協會



9789868442269 造化秘蘊 至聖先天老祖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442276 保陽坐旨 達摩佛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10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004 述愛 馮利斌作.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3671 高雄攝影年鑑. 2014 周鑫泉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8912 失智關懷. 第二輯 古梓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506 桃園影集(攝影作品集). 2014年第二十一屆 全體理監事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如來宗如來實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述主愛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61939 祕密隧道 蔡綉真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61946 雲林山海經 劉啟暉圖文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8030 陣頭到庄頭.林口子弟團的生命故事 鄭智殷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3438 彩繪天空: 圓夢之旅 汪淑華等人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92889 臺中影展. 2014 王龍財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7670 臺灣郵史郵話. 第二輯 夏大緯編著 平裝 1

9789868657687 臺灣郵史郵話. 第二輯 夏大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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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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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攝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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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愛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開懷協會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9789869104425 分手吧 長坂信一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5765 回到一九O四日本兵駐臺南日記: 戀戀紅城故事集鄭道聰, 高國英編註; 松添節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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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5703 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 平裝 1

9789869125710 孝經白話解釋 張有恆編著 平裝 1

9789869125727 入則孝: 孝順的故事 陳德筠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9787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4第二十一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平裝 2

9789868379787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4第二十一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9633 邁向優質公益團體: 責信標準自我檢核手冊 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著 首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706 社團法人臺灣牛樟芝產業協會簡介暨會員手冊. 第一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牛樟芝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7854 全息系譜: 黃啟禎 黃曉微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657861 透光: 光之藝廊創作獎聯展. 第四屆 黃曉微策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4624 馬哈希尊者傳 戒喜尊者編著; 鄔明雪英譯; 溫宗堃, 何孟玲中譯 平裝 1

9789868654631 回家路上 馬哈希尊者(Mahasi sayadaw)著; 林憲宏, 陳怡如中譯 平裝 1

9789868654648 減損經講記 馬哈希尊者(Ven-Mahasi Sayadaw)著; 鄔耶蒙英譯; 王玉珠中譯 平裝 1

9789868654655 風動石: <>講記與<>講記合輯 馬哈希(Ven Mahasi Sayadaw)著; 林文鄉, 何幸姬, 張良君中譯 平裝 1

9789868654662 蟻丘經講記 馬哈希(Ven Mahasi Sayadaw)尊者著 ; 敏瑞(Min Swe)英譯; 陳永威中譯平裝 1

9789868654679 正普行經講記 馬哈希尊者(Ven Mahasi Sayadaw)著; 鄔昂沛(U On Pe)英譯; 陳宜如, 林憲宏中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81467 僧伽吒經 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4452 南美展: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二屆 侯美雲主編 精裝 2

9789868534469 南美領航: 南美一甲子 十任領航員 蕭瓊瑞文字撰述 精裝 1

9789868534469 南美領航: 南美一甲子 十任領航員 蕭瓊瑞文字撰述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美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心障礙藝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002 走吧!彩虹友善商家@嘉義行走手冊 社團法人臺灣基地協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2474 小黑點 林梅枝文; 冉綾珮圖 再版 其他 1

9789868822481 凱文的神奇禮物 李宗玥文; 張晏菊圖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105 醫療平衡計分卡工作坊許訓練手冊 陳佳琪, 陳進堂作 平裝 1

9789869123112 醫療平衡計分卡進階工作坊訓練手冊 陳進堂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0408 神計畫中的教會 施如柏著; 蔡明穎, 王乃賢, 許真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55754 中風個案職能治療專業: 最佳實證為準的服務準則吳菁宜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瀛社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基地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0923 瀛社百五周年紀念專輯 黃鶴仁, 吳秀真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6660 粉紅新知: 守護妳的健康.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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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400 生肖運勢大預測. 2015年 卡羅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6984 詩篇選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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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1192 輕重緩急: 搭出耐看配色 周建志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3377 Teoría y práctica de las proposiciones subordinadas a traves de análisis contrastivo chino & español. Apuntes para la clase de ELELaura Vela Almendros[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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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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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歡喜八方健康心靈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132 工作船淨港號 鎌田步作.繪; 吳枝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2938 視覺形象設計大解構 海貝視覺編著 其他 1

9789865712990 Photoshop炫麗影像處理 盛秋, 雷劍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0358 實用催眠自助手冊: 喚醒內在深沉的自癒力,輕鬆應對負能量蔡丹妮著 其他 1

9789863790532 王者歸來: Openstack雲端系統: Nova、Swift、Quantum與Hadoop戢友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556 Mac OS X 使用手冊 洪錦魁著 平裝 1

9789863790563 王者歸來: USB 3.0應用開發寶典 趙建領, 薛圓圓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0594 MAYA/MAX/AE視覺震撼X電影特效 滕金紘, 曾煜瑋著 其他 1

9789863790600 跟著舊車票,漫遊鐵道時光之旅: 鐵道迷不可錯過的晚清近代鐵路車票收藏金萬智著 平裝 1

9789863790617 從草莓族變身職場小強不敗祕笈: 超實用幽默的菜鳥頓悟漫畫集石良著 平裝 1

9789863790624 地獄之火漫畫集．宇宙暗夜精靈遠征狂想曲 艾洋著 平裝 1

9789863790631 CG藝術: 唯美暗黑繪技寶典 leewiART著 平裝 1

9789863790648 CG藝術: 唯美激戰華麗對決 leewiART著 平裝 1

9789863790655 創造女人極致幸福力: 與妳相守的79個美麗約定衛海霞著 平裝 1

9789863790662 最新Madoop Yam的精華: eMapReduce機制 王曉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679 王者歸來: WEKA機器學習與大數據聖經 袁梅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686 利用R語言打通大數據的經脈 黃文, 王正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709 將Canon EOS 5D Mark III玩到極致 FUN視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0716 Google御用網頁語言Node.js: 一流程式設計師養成精華郭家寶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3790723 PC的效能+Arduino的彈性=pcDuino 李瀟海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730 巨型網站用CDN建立無差別全球快取系統 梁潔, 陳戈, 莊一嶸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747 After Effect的微電影教室: 小小的短片可以創造無限商機蔡雅琦, 林煒凱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0754 數位影音DIY聖經: Photoshop X Illustrator 蔡雅琦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阿爾發國際文化



9789863790778 VICTOR TSAI X英式設計漫步: 用旅行學設計 蔡韋德著 平裝 1

9789863790785 3ds Max自學的王道x動畫視覺饗宴 王芳, 趙雪梅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790792 RhinoGold 3D創意珠寶設計 蔡韋德著 其他 1

9789863790808 綜合技法色彩型錄 mcoo色彩研究中心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0815 Kinect人機體感互動探索: 使用C# 吳國斌, 李斌, 閣驥洲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822 體驗3D視覺饗宴: MAYA&AE輕鬆上手 蔡雅琦, 方宏彬著 平裝 1

9789863790839 深入解析Photoshop遊戲插畫創作思路 李洪波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0846 全方位把玩Android 400個API: 精挑細選365個實例說明楊明羽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90853 企業整合大數據的最後一哩路: SAP HANA記憶體資料庫尹東升, 陳磊, 周斌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860 受用一生的18堂幸福哲學課 王芳著 平裝 1

9789863790877 絕對上手!Canon EOS 6D完全攻略 王永輝, 苑楠楠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0884 德州撲克心機對決: 看穿對手真實虛假的贏牌祕密宋志威著 平裝 1

9789863790891 繪幸福: 色鉛筆手感彩繪 蓬蓬草工作室著 平裝 1

9789863790907 走過才知道: 徒步環島教會我的33件事 曹晏誠著 平裝 1

9789863790914 一次學會總鋪師の80道中式好料理 蝶兒著 平裝 1

9789863790921 Java與樂高機器人 鄭劍春, 魏曉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938 13堂課學會Arduino機器人製作 毛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945 EV3實作大進擊 鄭劍春, 趙亮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952 行動網際網路下的核心網路 趙慧玲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0969 Android APP範例完全學習手冊 吳亞峰, 蘇亞光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90976 技藝非凡painter創作大揭密 蒙其等著 其他 1

9789863790983 王者歸來: C#完全開發範例集 王小科, 王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0990 3ds Max/VRay居家設計透視圖表現技法 周宏, 鄭勇群, 吳靜波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91003 漢方藥用植物圖典速查 朱意麟, 易蔚, 黃克南著 平裝 1

9789863791010 萌の樂園: 色鉛筆手感彩繪 蓬蓬草工作室著 平裝 1

9789863791034 要識相: 觀其面、察其面、測人生的趨吉避凶面相學東少, 伊醍著 平裝 1

9789863791041 最初的純粹: 114個締造歷久彌醇葡萄酒的名莊之旅富隆葡萄酒文化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058 Photoshop玩酷炫特效 銳藝視覺著 其他 1

9789863791065 Eclipse RCP Spring OSGi: 技術詳解與最佳實戰 陸陽著 平裝 1



9789863791072 動畫影片Fun Design: Photoshop X AE好easy 蔡雅琦, 蔡雅雯著 其他 1

9789863791089 時尚設計潮流: 居家美學easy fun 國際最新室內設計精選編寫組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1096 廣告文案設計美學新演化 善本圖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1102 網路竟然這麼危險!阿里巴巴首席安全專家教你全方位保護網站吳翰清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1119 王者歸來: Struts2+Spring+Hibernate框架技術與專案實戰應用陳亞輝, 繆勇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1133 讓14億人活的更好: 中國活躍的頂尖全球智慧家居產品向忠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306 家有阿喵,如有一寶 黑崎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500 啟航叮嚀 孟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99612 命運的行船人 陳金定作 平裝 1

9789867599674 政治學、私有制、人生觀 陳睿耆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4462 美麗新世界: 物聯網商機探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479 4G時代來臨,各國發展與未來趨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486 智慧化引領醫療產業革新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震之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7

幸福麵包坊



9789865914493 全球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5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09 中國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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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1802 愛戀馬太鞍 周君怡撰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004 共和流光 廖宏霖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803 金龍山北峰寺 金龍山北峰寺管理委員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2225 不白馬也不公主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72300 不婚不愛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17 下雪的日子想起你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24 清風拂面之下堂夫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31 禁忌夜夢 安妮.瑪洛蕾(Anne Mallory)著; 姚佩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48 逃愛乖乖牌 喬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55 猛男進擊難招架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62 宿讎謎蹤 J.D.羅勃(J.D.Robb)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共和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龍山北峰寺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花縣光豐地區農會



9789865672379 萌妻不回家 梁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86 萌上小笨熊 蘇曼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393 魅影情人誰是誰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09 嫩男入侵好可怕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16 暗夜約契 伊莉莎白.荷特(Elizabeth Hoyt); 牧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23 吾郎耍心機 金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30 微辣呆妹 子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47 誘捕天菜妹 香奈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54 熟男誘惑火辣辣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61 見鬼才愛你 橙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78 一眼就愛你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85 暗戀前夫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492 還君明珠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72508 還君明珠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72522 清風明月之小妾命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539 清風明月之旺夫相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553 先下手為強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560 那年秋天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唐亞東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72577 我的完美英雄 瑪莉蓮.帕伯諾(Marilyn Pappano)著; 林秀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102 期貨當沖超級贏家 陳霖著 初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9742 孔子怎麼說 胡志成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奇霖管理顧問



9789868589759 閒話人間事: 從李敖說起 胡志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9773 書聯璧合: 趙榮基楹聯選集 趙榮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9780 歲月如重: 兼談華國鋒 龔如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702 幸福食光 傅易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165123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165512 假面天使 若菜將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277 月、世界與歌姬 高上優里子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345 可以讓我抱你嗎? 立野真琴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468 BEAST WHEELER狂獸騎士 梅澤春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482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5499 有妹妹真好 內村要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505 高中女生 若井堅作; 松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550 無刀BLACK 野野上大二郎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165567 吾之鬥爭. 1, 為了妹妹,肅清世界也無妨! 堀博昭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574 蒼界的夏娃 山田J太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598 黑之館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611 狸公主的戀愛算計 水瀨真由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628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165635 金色琴弦Blue Sky 吳由姬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642 本大爺的甜點 秋元奈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659 老闆大人與我: 家政婦、愛的服侍招待中 中原★桃太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666 男子高中哈妹中: 聽說女生在月圓之夜就會變色色的是真的嗎?南十字明日菜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673 絕無僅有: NEVER EVER 藤崎真緒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680 春x清 尾崎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052 春x清 尾崎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鴻



9789575165697 山竹戀人 水谷愛作畫; 遠野莉莉子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734 我的萌萌小妹! 春日旬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741 蘿莉島 松林悟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758 輕佻型男和純情女 三葉優雨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765 夢幻薩婆訶: 東京少女陰陽師 七尾美緒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772 世上最棒的裙子 谷和野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796 安分點啦!蘭丸小姐 YUKIWO作; 松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802 櫃檯的白雪小姐 吉澤綠時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826 傷痛的羅曼史 阿部茜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833 時光沙漏fragtime 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840 某少年少女的性欲 小鳥井麻里香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857 中學性日記 下田麻美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864 古董懸念三部曲 詭鐲.始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871 古董懸念三部曲 詭鐲.終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888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166274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165895 續.老闆大人與我: 家政婦、愛的服侍招待中 中原★桃太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901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165925 超可動女孩1/6 öYSTER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949 調皮鬼靈精 秀樂沙鷺作; 堯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956 只想被擁抱: 加班時間的情色誘惑 夏咲貴朗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963 16歲症候群 小夏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970 笑吧、哭吧、戀愛吧 德永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987 去吧!!邪惡組織DARK DREAM!! KAKERU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994 假面天使 若菜將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021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6038 正義魔法COS少女 光永康則原作; 豬丸漫畫;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045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another 小椋茜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113 吸血鬼浪漫式 立野真琴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120 再見了,小周 平喜多柚也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137 放學後的搞笑社 高嶋博美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168 我是她的、俘虜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175 是妖精不是妖怪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298 闇獵者 四隻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304 魚干女的吸血觀察 瘋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700 魚干女的吸血觀察 瘋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373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著 小鳩まり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397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166403 半顆星願 蘇茉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427 銀砂糖師與黑妖精 三川美里原作; 幸村ALTO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434 黑貓男友的寵愛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564 黑貓男友的寵愛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441 Candy girl卡卡 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465 開動吧!炮灰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166472 開動吧!炮灰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166526 小雪會墮入地獄嗎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540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166649 D.C.III: 青春戀歌III tororo原作.腳本; かゆらゆか漫畫; 松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687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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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8662 準提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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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送存冊數共計：70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文創



9789868670532 在一起的第十年 高筠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921 奇蹟課程學員練習手冊電子書 海倫.舒曼[原著];若水譯 其他 1

9789869082945 從佛陀到耶穌 若水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9538 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 劉旭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637 史作檉的六十堂哲學課: 中國哲學精神溯源 史作檉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6049699 Hans J. Wegner: 名椅大師.丹麥設計 織田憲嗣作; 丁雍, 高詹燦, 謝承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705 大象林旺怎麼到動物園? 張東君作; 黃麗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729 創意色彩榨汁機 蘇菲.佩脫瑪琪作;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736 紅色在唱歌 林世仁作; 陳澄波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750 另眼看世界: 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 導覽手冊 熊思婷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304 媧皇補天九天玄女娘娘 開示錄 妙蓮慈慧子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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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76978 在文學館: 種文學之樹 邱阿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6978 在文學館: 種文學之樹 邱阿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宜蘭久天宮九天道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109 四季慧燈: 校園植物圖鑑 吳松溪責任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543 阿美族傳說故事繪本: 善良的孤兒 孫湯玉惠, 葉文寧, 李文奇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84550 原住民傳統文化南澳泰雅族傳統工藝: 弓箭 曹天瑞編著; 韋建福口述; 廖信光譯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574 宜蘭縣原住民泰雅族古調吟誦 游吉祥, 吳佩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4581 宜蘭縣原住民族泰雅族植物的藥用功能與植物染之研究葉雙(子瑜), 陳美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407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課程 陳香英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0414 泰雅燒墾生活 陳香英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0421 泰雅傳統建築: 家屋 呂美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9627 蘭陽美術學會藝術交流展. 2014 林耀南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宜縣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宜縣蘭陽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慧燈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9789574435814 宋代詩歌之養生與療心 張瑋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5573 基礎外語. 俄語篇 江慧婉, 茅慧青著;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597 基礎外語. 越南語篇 陳凰鳳著;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10 基礎外語. 土耳其語篇 曾蘭雅, 李珮玲著;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27 漢人在邊疆 王明珂等著; 藍美華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34 殖民地與都市 陳芳明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41 第二波華人心聲: 大西雅圖地區華人移民口述史鍾德瑞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58 中國近代教會大學招生考試研究 虞寧寧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7114 入迂上人書畫集: 羅金生.王淑薇伉儷藏品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4991 德國醫生愛用的: 聖賀德佳香草植物養生寶典 萊茵赫德.席勒(Reinhard Schiller)著; 王真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421 一個人的Camino: 資深導遊遊歷全世界,抵不過這條路陳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438 愛的活焰 聖十字若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0058 真愛靈不靈 艾琳.庫克(Eileen Cook)作; 蔡惠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南山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政大出版社



9789866000287 約翰不是我 奎格.克萊文葛(Craig Clevenger)著; 林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36 戀之拳 東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35 華麗邂逅 黃立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00942 只是好朋友?! 橘子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6000973 雷德利一族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莊瑩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05 縛靈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50 販賣夢想的男人 百田尚樹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67 妖異魔學園: 血腥十字架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74 那年夏天,我們的綠光 Ka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81 殺人小說家 哈利.杜蘭(Harry Dolan)著; 郭貞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98 被偷走的女兒 凱.朗戴爾(Kay Langdale)著; 俞國芳,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04 鐵山之家 約翰.哈特(John Hart)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11 馬背上的福爾摩斯 史提夫.霍根史密斯(Steve Hockensmith)作; 吳宗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28 親愛的莎拉五號 萊恩.大衛.揚恩(Ryan David Jahn)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42 遺忘之湖 伊麗.盧碧(Ilie Ruby)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59 夢幻花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66 下層生活 萊恩.大衛.揚恩(Ryan David Jahn)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80 平行處的陽光 有川浩著; 張智淵,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97 你是好孩子 中脇初枝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27 巡狩人: 靈幻界傳奇. 第五部, 萬王之王 游素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6234 舒芙蕾遊戲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41 機械王子: 骸骨之城前傳. 3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58 地獄系列. 第十二部, 地獄無佛 Di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65 已毒不悔 九把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89 末日仙境. 3, 鐵女王 茱莉.香川著; 費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296 冰的秒針 大門剛明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02 如夢覺醒: 倫珠梭巴格西自傳 保羅.唐那利(Paul Donnelly)英文編輯; 翁士杰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19 末日仙境. 4, 鐵武士 茱莉.香川(Julie Kagawa)著; 費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33 惡童書: 唱歌的骨頭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40 微光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57 打噴嚏 九把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06388 喀邁拉空間 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395 妖異魔學園: 猩紅色月亮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01 睡在豌豆上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18 鎖命橫財 馬可斯.賽奇(Marcus Sakey)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25 險局 傑佛瑞.迪佛(Jeffery Deaver)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32 名為阿索德 河合莞爾著;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49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川村元氣著; 玉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70 風中的瑪利亞 百田尚樹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487 空洞的十字架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5652 等一個人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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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1086 女人的房間 彭怡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3130 核心: 許志強, 林瓊瑛作品 許志強, 林瓊櫻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33116 承諾 禾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23 願莫與君絕 林甌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30 海面上的薔薇碎片 戲子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南方家園文化



9789862533147 之絳蓮 安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54 天平上的戀人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61 我不是王子 月光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78 不能沒有你 張靜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85 威武不能屈 綠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192 如此純情 風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08 小姐真美麗 禾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15 姊姊?! 簡單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22 是情人還是朋友?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39 蝶非戀花 戲子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46 請你不要放開我 岳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53 回到愛起點 裴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60 請說愛我 禾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77 大月國師 唯二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84 天使之翼 林甌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291 驀然回首 杜默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07 惡醫 放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14 如果在天堂 戲子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21 桃花夢 雲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38 攝政王妃 渺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3345 同類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107 怪獸入侵天空之城 怪獸老爸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珍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加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21174 GMAT CAT AWA作文快易通 莫清崴, 簡清國主編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1324 活用國中公民會考複習講義(5-6冊) 李亮, 沈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22 旗開得勝: 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46 旗開得勝: 幾何圖形與尺規作圖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07 作文一二三 楊鴻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737 國中自然複習黃金試題1500 段清文, 李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744 活用英文文法句型總整理 陳啟賢, 陳重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751 活用國中國文會考主題式複習講義 吳吉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782 旗開得勝: 相似形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799 旗開得勝: 圓形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05 活用高中基礎化學教學講義 陳祖望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1805 活用高中基礎化學教學講義 陳祖望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1812 細說高中歷史整理篇(1-4) 楊素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29 活用高中基礎物理精析 張大揚, 紀延平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1836 旗開得勝: 機率與抽樣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43 旗開得勝: 資料整理與分析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50 旗開得勝: 二次函數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67 旗開得勝: 幾何推理與證明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74 細說會考講義[自然6](理化)綜合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881 細說會考講義[自然4](理化)綜合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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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洗竹.中文趣工作室



9789869130806 誰說你在寫錯別字?! 洗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706 陳俊州八十創作紀念展專輯 陳信宏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2573 守護天使 茱麗.嘉伍德(Julie Garwoo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580 秘密的承諾 茱麗.嘉伍德(Julie Garwoo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597 夜戲 雪洛琳.肯揚(Sherrilyn Kenyon)著; 馮伃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1600 遺夢之北: 李憶莙長篇小說 李憶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18 集郵達人來開課: 從郵票認識英國鐵路機關車 王華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56 原來 幸福一直都在 牧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63 馬雅任務: 林斯諺科幻推理長篇 林斯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63 馬雅任務: 林斯諺科幻推理長篇 林斯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70 索菲亞.血色謎團: 推理解謎短篇小說選 高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87 覺醒者: 命運重啟 浦漢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94 可不可以,你喜歡的是我 竹攸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俊州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光



9789862965344 近未來 禪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788 近未來 禪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443 諾亞動物病歷 顧懿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5481 綠星天使. 2, 巴黎夜話 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559 黃龍劫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566 黃龍劫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740 Leila個人畫集: 雅 Leil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771 貓樹個人畫集 貓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9622 鳳于九天(漫畫版)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2960103 法則系列外章: 故事碎片 夜非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761 非傳說 夜非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6877 即使這是禁忌的戀情 いとう由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457 零距離接觸 樊落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884 零距離接觸 樊落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6891 相愛吧! 希小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907 莫名奇妙的婚姻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914 莫名奇妙的婚姻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6921 年年春系列之小白大戰酷斯拉 緒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66938 三妻四妾. 外傳 焰雪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66945 沙漠王子. 五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6952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66969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6976 花開有時,頹靡無聲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6983 花開有時,頹靡無聲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6990 都市異聞錄之詭樓 牧野洋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003 都市異聞錄之詭樓 牧野洋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010 星巴克生煎包 114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027 江湖遍地是奇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7034 江湖遍地是奇葩 語笑闌珊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7041 將錯就錯的愛戀 希小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7058 年年春系列之草莓觀察日記 緒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67065 年年春系列之草莓戀愛日記 緒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67072 臣服 墨青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089 臣服 墨青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096 應激性渴愛症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102 應激性渴愛症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119 小白楊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7126 小白楊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7133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67171 獸人星球 風之萬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67188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7195 浪蕩江湖之將軍宴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7201 浪蕩江湖之將軍宴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67218 三妻四妾之忘情水 焰雪雪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225 三妻四妾之忘情水 焰雪雪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7023 常春藤盟校申請指南: 如何進入美國頂尖大學 張錦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621 李英愛的晚餐 李英愛, 洪珠榮著;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638 大好人韓國趴趴走: 吳建恆與韓國的故事隨筆 吳建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45

哈佛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049366 舟山久美Beauty Book 舟山久美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2212 藍雪花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231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3295 最新版Canon DPP RAW相片編修完全解析 伊達淳一作; 侯念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79 一天一招無壓力家事: 55天不知不覺就把家打掃好了近藤典子作; 周詩宜,卓惠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54711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著; 簡秀靜譯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55015 許個願吧!大喜 顆粒著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039 緋色十字 三月兔漫畫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5312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6258 街頭攝影:「圖解」捕捉精彩瞬間的心法與技法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曾慧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255 女王心機 莎拉.謝柏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286 家事聖經: 142種清掃X收納X洗滌X布置小絕招,省錢、省力,大小家務變得輕鬆有效率崔允禎著; 蔡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09 1cm+ 金銀珠, 梁賢貞作;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47 偽英語教科書【單字大全篇】 中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354 續．偽英語教科書(全民英檢篇) 中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460 用手機與相機恣意玩轉「多重曝光」: 簡單夢幻! 輕鬆打造奇幻瑰麗寫真!玄光社作者群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514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傑尼斯 Mikiru著; 鄭雅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583 月隱封印. 1, 黑天使的邀約 涼夕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606 最後一班慢車 李柏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613 野獸之城 譽田哲也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651 妹妹勇者一推就倒沒問題嗎? 明日葉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736 微甜的幸福 天海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781 龍之巫女希梅兒的懺悔 陽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828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623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7842 霸道少爺: 被我蹂躪是妳的榮幸! Pucki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859 十二國記: 風之海 迷宮之岸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866 戀愛熱音Rock'n Roll in LOVE 妍小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尖端



9789571057927 人生啊,沒試過怎麼會知道!: 單程機票+新臺幣1000元旅費219天歐陸冒險之旅柳始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941 甜美狩獵 安.萊絲作; Sabrina Liao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958 最後一次呼吸 傑克遜.皮爾斯作; 陳維真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7965 Canon EOS 7D Mark II 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7972 食夢之鑰 DARK櫻薰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7989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7996 許個願吧!大喜(小說版) 顆粒原作; 逢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8009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8016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023 日常生活中的異能戰鬥 望公太作; 陳怡帆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030 蒼柩的青金石 朝野始作; 林佩瑾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8047 四百二十連敗女孩 桐山成人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8061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078 PSYCOME煉愛學獄. 4, 與殺人忌共度裡盆會 水城水城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085 御神樂學園組曲. 2, 無氣魄coup d'etat Last Note.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092 神曲奏界 紅. 10, 回首緋紅 榊一郎作; 林星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8108 性衝動獵人RIOT 築地俊彥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115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作;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58122 壽司社!第2貫 西野吾郎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139 壽司社!第1貫 西野吾郎作; 陳怡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153 薇薇安占星全面預測. 2015 薇薇安作者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207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著;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8214 最後一戰: 短兵鏖戰 艾力克.尼倫德作; 張可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058238 愛的成人式 乾胡桃作;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245 冠軍 陸希未作; JC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8252 風聽見花在說 彭雪芬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269 女王事務所 卷息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8276 夜刃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306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313 圓環少女 長谷敏司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320 魔王付不出房租 伊藤大作; 蔡知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337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58344 切符Illustration初畫集 切符著; 白鳥士郎原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351 農林 白鳥士郎作; 王炘玨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58368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8375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382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8399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8405 召喚學園的魔術史學 中谷榮太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429 貴族與奴隸 山田悠介著; 紅豆佳譯人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436 奇人密碼: 古羅布之謎官方幕後全記錄 偶動漫娛樂事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58443 字靈 怪盜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450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著;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58467 魅生. 4, 涅槃卷 楚惜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474 獨角獸的美味戀曲 四十九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8481 學長服不服?甜蜜對決! 月半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498 逆文魔法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8504 長夜盡頭. II, 絕境 梅根.克魯作; 李玉蘭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511 無盡之境 辛西亞.韓德作; 張玄竺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528 偷心任務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535 聖劍使的禁咒詠唱 淡群赤光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542 銀彈的銃劍姬 紫雪夜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559 我家的食客掌握全世界! 七条剛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8566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8573 皇后,娶了朕! 萌晞晞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859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6.5 渡航作; 盧威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603 雨港基隆 ErotesStudio, 因幡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610 B.A.D事件簿. 9, 繭墨冷眼望著人們的慟哭 綾里惠史作; 朱莉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627 不會飛的蝴蝶與天空之鯱: 浮空島的信箱 手島史詞作; 張家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8634 不會飛的蝴蝶與天空之鯱: 浮空島的信箱 手島史詞作; 張家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8641 御神樂學園組曲. 3, 廢棄物innocence Last Note.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658 邪道: 濮上之音 川原翼作; 陳容彩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665 光在地球之時....... 9, 六条 野村美月著;Runoka 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672 魔法少女育成計畫restart. 後 遠藤淺蜊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696 輻射人 冷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719 路克斯.索利斯的偵探軍師 是鐘リュウジ作; 林香吟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58726 沒關係,是愛情啊: 影像散文書 盧熙京著; 鄭宜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733 Nikon D750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740 F*CKING 這檔事: 這樣嘿咻才會爽! 艾蜜莉.達柏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771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8788 許個願吧!大喜(小說版) 顆粒原作; 逢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8795 十二國記: 東之海神 西之滄海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832 極道甜心 陳漢玲漫畫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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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0879 壽司之神全技法: 小野二郎的壽司聖經 小野二郎作; 周雨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67674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村上春樹研究室: 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第3屆曾秋桂, 馬耀輝編 平裝 1

9789577867773 實力倍增動詞練習集: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1適用蔡政奮, 新井芳子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780 日語A1 A2級的教材教法 J-GAP TAIW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810 細井平洲の学行についての論考 王玉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827 日本語学習によろ「ている」のパーフェクト用法の習得簡卉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100

麥浩斯



9789577867834 長西「観経疏光明抄」の研究 凃玉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872 音楽家江文也の創作とその時代: 日本における異文化体驗の: 事例研究塚本善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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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67896 東亞區域經濟發展及相互關聯性: 以臺灣、中國、日本為中心榮雄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902 英語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919 英語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7926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7933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867940 南京記行(繁體版) 陳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957 南京記行(簡體版) 陳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964 提升實力日本語能力測驗N2文法 松室美年編著; 施姵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971 臺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習人口銳減時期之臺灣日本語文教育課題. 2014年度曾秋桂, 馬耀輝編 平裝 1

9789577867988 超實用!觀光接待日語 陳玟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283 漂流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19290 牛媽日記 牛媽作 平裝 1

9789869142205 策略占星: 贏在談判前 藍斯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42212 戲度今生 貢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229 戲有此理 貢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236 離家,初走 施文翔著 平裝 1

9789869142243 前世今生: 在愛裡相見 姜義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250 花開地獄 古馗言著 平裝 1

9789869142267 回歸單純 陳子敏著 平裝 1

9789869142274 一府二鹿三艋舺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142281 我在尼泊爾尋找<> 朱立程作 平裝 1

9789869142298 房地產交易安全之重要法律問題 王先煌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城邦印書館



9789869155601 姍姍識人術: 39張面相圖,讓你知人知面又知心 林錦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618 青空 施維亞作 平裝 1

9789869155625 一眼看見好股票: 贏家的基本認知 王嘉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632 200老騎士自行車環臺紀遊: 自行車環島指南 鄭麗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656 生命故事寫作坊 周夢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663 拒做窮忙族 爾倫.貝克(Erlend Bakke)作; 謝昇峰, 戴嘉志, 蕭正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670 IPA三對夫妻 香奈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55687 王大華作品集. 7, 丹青恨 王大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7286 魔卡車變變變 曾琤著; 黃子紋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67293 圓鈕扣,在哪裡? 曾琤著; 張倩華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902 祕境 周韋彤, 角子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545 親愛的公主病 瑪琪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52 藏在記憶中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69 這個寒冬不下雪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76 戀之四季: 春夏秋冬系列番外合輯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83 絕對占有欲 小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590 溫柔時光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美育旺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妙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000 我愛烏克 陳宏嘉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7659 臺灣小瑞士: 清境文化再造軌跡專輯 葉瑞其等文字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9814 竹山文武聖廟書法特展專輯 陳連忠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6014 茶鄉.遇見小葉紅 陳瑞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4804 臺灣紅色味道: 鹿篙飄香的故事 龔靖怡, 張庭芳作; 張雅婷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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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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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縣名間鄉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鹿篙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清境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投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韋伯斯特樂器



9789868301948 在地采風與傳奇 吳健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23031 第三屆南投影展. 2014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8247 性感小數字: 奧美廣告教父教你用數據找到潛在客戶迪米特里.邁克斯(Dimitri Maex), 保羅.布朗(Paul B. Brown)著; 林俊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54 愛之前先想想: 32個不受傷的戀愛筆記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61 跨步前行 凱倫.費曼(Karen Finerman)著; 游鈞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78 從廚房賣向全世界: 英國辣媽的創業傳奇 蘇菲柯尼(Sophie Cornish), 荷莉塔克(Holly Tucker)著; 李康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85 原來,你沒有那麼愛我 丁丁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292 當愛離去的時候 楊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308 打破內心的高牆: 善用潛意識的神秘力量 高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455 小動作洩漏大秘密 莉莉安.葛拉斯(Lillian Glass)作;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462 淘寶老房子,民宿就有故事 張嘉玲, SH美化家庭編輯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479 好設計,咖啡店成功一半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4768 千信盛綻之明燦: 阿藏珠巴圖登貝瑪成烈傳 迦公仁增塔欽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攝影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1128 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 劉學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180 美中臺三角關係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 賴榮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197 影響中國安全戰略的因素分析與評估: 以國防安全為選項的時間序列迴歸分析景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03 <>管理思維之現代詮釋: 以管理功能為基礎 陳業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10 明代春秋著述考 林穎政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227 新疆暴恐活動真相 劉學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34 冷戰初期國共海外之爭產: 永灝輪案之研究 施承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41 世界貿易組織關於中國大陸限制原物料出口案之研究韓博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58 晚清外務部之研究 蔡振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65 新文化運動與學生自覺: 論新潮社在五四運動以前的發展江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72 從封貢到平行: 甲午戰爭前後的中韓關係(1894-1898)林亨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296 古代「雜文」的演變: 從「文心雕龍」到「文苑英華」郭章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02 論唐宋時期詞體婉約本色的建構 林怡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19 國防管理與決策分析: 系統動態觀點 劉培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26 主體轉化: 藝術本位與媒體素養的教育探索 鄧宗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33 RCEP、TPP誰與爭鋒vs. 中國、美國誰將勝出?: 兼論臺灣加入RCEP或TPP的可能性沈燦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3820 滿州風情 藍孟德總編輯 平裝 第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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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屏縣滿州民謠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雨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9789869135009 彩蝶: 林授昌作品集. 2014 江雨桐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1887 惡魔引路人. 第二部, 百萬年之船 羅陵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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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329916 慈禧前傳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29923 玉座珠簾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329930 玉座珠簾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329947 清宮外史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329954 清宮外史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329961 胭脂井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329978 胭脂井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329985 母子君臣 高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3329992 瀛臺落日 高陽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330004 瀛臺落日 高陽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330028 相愛,不相欠: 深雪愛情散文精選 深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92 先放手,再放心: 活得像雲般自由 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677 時間的旅人 張曼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29 史蒂芬金的14張牌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43 遊戲 安德斯.德拉摩特(Anders de la Motte)作; 張淑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50 哦NO!不要跟我去旅行 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67 十字屋的小丑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74 朵朵小語: 你就是美麗的小宇宙 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81 臺灣小吃行腳 舒國治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帝思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9789573330998 騷動 安德斯.德拉摩特(Anders de la Morte)著;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01 點燃我 塔赫拉.瑪斐(Tahereh Mafi)作;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18 ZOM-B. 5, 嬰屍路 向達倫(Darren Shan)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25 少年陰陽師. 參拾捌, 蜷曲之滴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32 我們說好不分手: 張小嫻散文精選 張小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49 少帥 張愛玲著; 鄭遠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56 泡影 安德斯.德拉摩特(Anders de la Motte)著;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63 小氣鬼 山崎豐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70 紅顏露水 張小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1087 借用下一世的男朋友 深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094 噗通噗通我的人生 金愛蘭著; 袁育媗, 林文珠,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00 蔡瀾食材100. 蔬果篇 蔡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17 黑道出版公司 亞歷山大.瑟德貝里(Alexander Soderberg)著;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24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尉遲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1131 穿過鑰匙孔的風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48 每一次出發,都在找回自己 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55 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擁抱而已 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86 ZOM-B. 6, 神鬼戰屍 向達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62 暗黑女子 秋吉理香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79 我們的生存之道 原田舞葉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193 蔡瀾食材100. 海鮮肉類篇 蔡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223 怪物血族. 2, 悠久的神盾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4152 導引術之身心健康法 陳成玉編譯; 陸明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69 盆栽花卉栽培與裝飾 李真, 魏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76 中國山水盆景藝術 陳習之, 林超, 吳聖蓮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1

品冠文化



9789865734183 象棋升級訓練. 棋士篇 傅寶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190 武當道醫內科臨證靈方妙法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06 古銅鏡鑑賞與收藏 郝顏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220 武當道醫外科臨證靈方妙法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905 漆不朽的工藝: 百變變塗 王佩琴, 王天胤, 陳宜妙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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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58828 護生畫集圖文賞析. 五, 欣欣向榮 林少雯著; 豐子愷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835 禪與樂 田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58842 護生畫集圖文賞析. 六, 雙鶴啣珠 林少雯著; 豐子愷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859 花開最末: 宗門之眼 梁寒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104 彩顏繪色: 洪平順傳統彩繪作品集 洪平順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602 不專心賣書的小書店和它的常客們: 南崁1567小書店邁入第三年紀念書夏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崁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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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洪恩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美研漆藝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850 計畫學際方法論論叢 葉光毅, 謝旭昇, 李泳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8848 風球新詩選輯 風球詩社編輯群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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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2809 50歲後,投資ETF月入20萬 楊文勝,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18 我的第一本技術分析投資戰略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25 成功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32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3件事 李群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13649 選對股票,輕鬆賺主波段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395 翰墨傳真陳漢忠詩文集 陳漢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07 死後生命的見證 張景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45 往日的歌 亮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11208 工程經濟 Leland Blank, Anthony Tarquin作; 曾文宏等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出版

建都文化



9789863411284 Investments, Tenth Edition Zvi Bodie, Alex Kane, Alan J. Marcus著; 林哲鵬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314 普通化學 Raymond Chang, Kenneth Goldsby著; 陳志欣, 魏屹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369 機器人製作聖經 高登.麥康(Gordon McComb)著; 曾吉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11376 Aircraft powerplants Thomas W. Wild, Michael J. Kroes 平裝 1

9789863411383 鐵人三項完全指南 西恩.樂威爾(Sean Lerwill)作; 吳家慶總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390 投資,愈被動賺愈多: 向巴菲特學極簡投資法 萊利.史維哲(Larry E. Swedroe)作; 譚天譯 其他 1

9789863411406 掌握影響力: 促動改變的6種力量 喬瑟夫.葛瑞尼(Joseph Grenny)等作; 張家福, 陳中寬譯 其他 1

9789863411413 Wireless networks: design and integration for LTE, EVDO, HSPA, and WiMAXClint Smith, Daniel Collins[編] 3rd ed. 平裝 1

9789863411420 Switching power supply design & optimization Sanjaya Maniktala 平裝 1

9789863411437 後臺的秘密: 看迪士尼大學如何打造高參與企業文化道格.李普(Doug Lipp)作;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444 專案管理 Erik W. Larson, Clifford F. Gray著; 劉雯瑜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451 統計學 Allan G. Bluman著; 吳榮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468 管理心理學 周瑛琪, 顏炘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475 Progress on cryptography: 20 years of cryptography in TaiwanChu-Hsing Lin, Wei-Bin Lee, Iuon-Chang Lin[編] 精裝 1

9789863411499 心理學概論: 心靈與生活探索 John W. Santrock著; 黎士鳴, 鍾天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505 化學 Raymond Chang, Kenneth Goldsby著; 陳志欣, 魏屹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512 股市操作全覽: 面面俱到的成功投資策略 Michael D. Sheimo著; 韓慶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529 現代醫學專有名詞: 善用字根、字首與字尾,輕鬆掌握醫學辭彙大衛.艾倫(David Allan), 凱倫.洛克耶爾(Karen Locker)著; 蔡承志, 許長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536 黃金貴金屬投資必修課: 專家教你如何透析多空,發現買賣點劉宗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543 工作研究 Andris Freivalds, Benjamin W. Niebel著; 王明揚, 林迪意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1550 電機機械原理精析 Stephen J. Chapman著; 王順忠編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1567 複變函數與應用 James Ward Brown, Ruel V. Churchill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574 工程經濟 Leland Blank, Anthony Tarquin著; 陳正亮, 謝振環, 蕭承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1581 靜力學 Ferdinand Beer, E. Russell Johnston Jr., David Mazurek著; 莊嘉揚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1604 eye行銷: 打碎iphone的果汁機為何比俊男美女更吸睛?伊卡特琳娜.華爾特(Ekaterina Walter), 潔西卡.吉歐格理歐(Jessica Gioglio)著; 陳中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611 搞定難搞: 讓霸道主管、白目同事、龜毛客戶通通臣服於你的完美溝通話術蘇珊.班哲明(Susan Benjami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南華大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9331 音樂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4233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15: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蔡進祥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4257 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 簡禎富, 許嘉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264 行銷管理概論: 探索原理與體驗實務 曾光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4271 人力資源管理: 以合作觀點創造價值 簡建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4288 顧客關係管理: 整合雲端應用服務 陳美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295 讀易經學管理 斐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20269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276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0283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0726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672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0689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696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702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719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105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112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143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150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9789863521167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174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181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198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235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242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259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266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273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280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310 皇帝、女王,都是這麼火辣 徐永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327 南懷瑾: 一代大師未遠行 周瑞金, 張耀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334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341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358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365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419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426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433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440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563 軟實力的底蘊: 中國背景下的企業文化認同感研究陳致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594 首富馬雲站在新起點: 阿里巴巴的激情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600 忘情散 西嶺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624 狼圖騰(電影紀念版) 姜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318 品味故宮.繪畫之美 林正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37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451 20幾歲,投資股票就定位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468 35歲開始,讓股票為你賺錢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475 35歲開始,買對房子富貴一輩子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482 老闆不教,默默學會的賺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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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6006 獨白 宋曉明 宋曉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1123 生命教育 張碧如, 孟祥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345 老人團體活動設計 黃誌坤, 王明鳳著 初版 0 1

9789866001352 社會福利概論 李易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01376 我與濟佛的因緣 吳先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383 數學教材教法: 探索式教學 謝如山, 潘鳳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390 醫務社會工作 溫信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01406 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 Sarah Banks著; 周采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413 藝術本位團體治療: 理論與實務 Bruce L. Moon著; 吳明富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420 非營利組織: 12理 彭懷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437 丹佛早療模式: 促進自閉症幼兒的語言、學習及參與能力Sally J. Rogers, Geraldine Dawson著; 姜忠信, 劉瓊瑛, 朱思穎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444 融合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理論與教學實務王欣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451 華德福的學前教育 Martyn Rawson, Michael Rose著; 謝叔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恆畫廊當代藝術



9789866001468 新靈魂學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475 兒童輔導實務 吳淑芳, 姜鵬珠, 蔡金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499 舞蹈治療 Sharon W. Goodill著; 李宗芹, 林奕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505 社會工作會談與溝通技巧 Joyce Lishman著; 翁毓秀, 邱方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529 社會工作實習: 學生自我學習指南 王篤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536 實用訓詁學 周碧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01543 藥師在你家: 讓藥師告訴你該如何正確用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550 老年社會學: 老年人口的健康、福利與照顧 徐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598 圖解識字教學原理與實務 周碧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604 進階遊戲治療 Dee C. Ray著; 許智傑, 謝政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611 哲學入門: 想想哲學 彭孟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01628 每日生活社會學 蔡宏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635 兒時性創傷與社會工作處遇 簡美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8314 走出森林: 吳俊賢詩文集 吳俊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0138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一冊, 英文法的輪廓 賀立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145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二冊, 名詞、代名詞 賀立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152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三冊, 形容詞、助動詞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650169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四冊, 動詞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650176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五冊, 動狀詞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650183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六冊, 副詞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650190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七冊, 連接詞、介詞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珍愛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春暉



9789868805200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八冊, 介詞(續)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805217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九冊, 練習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805224 賀氏英文法全書. 第十冊, 解答 賀立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7044 我的道德課本 郝勇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051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位西洋畫家及其創作 許麗雯暨高談藝術企劃小組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068 論語 高談文化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075 莊子及其寓言故事 高談文化編輯部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082 難以企及的人物: 數學天空的閃爍群星 蔡添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099 全真七子 周阿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67105 全真七子 周阿堡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20508 愛之死: 華格納的<> 羅基敏, 梅樂亙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112 雷姆利亞與亞特蘭提斯文明滅亡的真相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143 菜根譚 (明)洪應明纂輯; 高談文化編輯部編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150 製造,有機的幸福生活 駱亭伶文字; 何忠誠攝影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167 陸人甲.路人乙 劉二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174 你不可不知道的蕭邦100首經典創作及其故事 高談音樂企劃小作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181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位中國畫家及其作品 張桐瑀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198 魔幻中南美 劉政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204 美學原理 葉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211 經理人的天使與惡魔 鄒美蘭, 齊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228 從李登輝守護靈的靈言看東亞情勢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235 改變世界的植物 托比.馬斯格雷夫(Toby Musgrave), 威爾.馬斯格雷夫(Will Musgrave)作; 董曉黎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242 我要變有錢: 以童話故事解決投資的19個煩惱 米杜頓兄弟(David and Philip Middleton)作; 蘇有薇,郭寶蓮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259 從古典到後現代: 桂冠建築師與世界經典建築 夏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266 醉後大丈夫: 以酒串成的歷史經典 滕征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信實文化行銷



9789865767280 噢不! 我不想這麼老 脾虛的女人老得快 佟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297 慈祥與殘酷: 透視中國式父母之愛 楊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03 財富吸引力 大川隆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10 我們一生都在說再見,但請不要讓愛停止 豆芽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27 酒窖裡的貓勇士 C.W.尼克(C.W. Nicol)作; 呂婉君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334 改變世界的探險家: 植物獵人 達.托比.馬斯格雷夫, 威爾.馬斯格雷夫, 克里斯.加德納合著; 楊春麗, 袁瑀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341 情繭 韓商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58 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年: 罹癌其實是件幸運的事 朝日俊彥, 海老名卓三郎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65 孤獨的絕唱: 八大山人傳 陳世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72 圖解夢溪筆談 沈括原著; 許汝紘暨編輯群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389 切里尼自傳 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作; 王憲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89 切里尼自傳 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作; 王憲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396 攻無不克: 沒人肯救你,除非你主宰你自己!: 西點軍校的哲學課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402 古典音樂便利貼(簡體字版) 許麗雯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7426 諾阿.諾阿(Noa-Noa): 你不可不知道的高更與大溪地手札保羅.高更(Paull Gauguin)著; 郭安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433 佛洛伊德在地獄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440 一個世紀的音樂路: 指揮家廖年賦傳 羅基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67457 北極烏鴉的故事 C. W.尼可(C. W. Nicol)作; 呂婉君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464 有一天會成真!科學松鼠的電影科技教室 科學松鼠會和它的朋友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488 I am Nala百萬人氣與插畫家笉浪漫邂逅,教你精湛的繪貓技法。文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501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經典名曲 許麗雯暨音樂企劃小組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5767518 圖解音樂史 許汝紘暨高談音樂企畫小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7525 永遠之法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67273 一杯酒喝出一片天 滕征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0913 從此不再失眠-睡好覺 羅小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6

俊嘉文化



9789866080975 常見生活實用小偏方 羅小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999 6級分的寫作袐笈 陳龍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18 民間命理古賦秘透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25 中國歷史經典傳記. 神仙傳 蘇洲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032 健康美味食譜: 蔬菜、海鮮、甜湯 唐賢書, 胡維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95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南臺科技大學化工與材料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9825 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蔡竹固總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967 守信遵義誠實為基: 職業倫理教育123 王慶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7027 印象.映象@南臺: 尋找心中的那把尺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7034 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臺科大會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榮科大生活應用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臺科大化材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7010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手冊. 2015第十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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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33383 都市更新輕鬆做. 問答篇 悅中都市更新公司, 吳紹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33406 營建法規彙編. 九十七-一百年 陳志隆, 孟繁宏編著 精裝 1

9789866733437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33444 建築技術規則精要: 附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及水保法相關解釋函令陳志隆, 孟繁宏編 平裝 1

9789866733475 建築技術規則: 附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及水保法相關解釋函令精要陳志隆, 孟繁宏編印 二版 平裝 1

9789866733482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33499 建築技術規則: 附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及水保法相關解釋函令精要陳志隆, 孟繁宏編印 三版 平裝 1

9789866733505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附補充圖例)茂榮書局編 8版 平裝 1

9789866733277 室內設計: 材料與施工 石正義, 蔡國華著 平裝 1

9789866733284 常用施工大樣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6733291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附補充圖例)[茂榮書局編] 6版 平裝 1

9789866733307 工料分析手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6733314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附補充圖例)茂榮書局編 7版 平裝 1

9789866733321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33338 匡建營建專業估算軟體V6.0操作手冊. 上冊, 基本輸入林宏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33345 匡建營建專業估算軟體V6.0操作手冊. 下冊, 精算作業林宏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17344 臺灣摩登咖啡屋 胡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511 1771福爾摩沙: 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莊宏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茂榮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前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14694 功夫 湯姆牛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4854 小小愛書人: 0-3歲嬰幼兒的閱讀世界 李坤珊作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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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40115 百蝶爭艷: 臺灣蝴蝶羅申芳攝影集 羅申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936 好命密碼. 股市贏家篇 愛德華(Edwa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950 好命密碼. 樂透贏家篇 愛德華(Edw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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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41929 (新時代)高中基礎物理. 二B 廖大淵, 劉演文, 汪登隴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41936 (新時代)高中基礎物理講義. 二B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42872 大學入試高中公民與社會精華特輯 陳宏州, 呂芬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42988 大學入試全方位高中學測英文總複習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2995 大學入試全方位高中學測化學總複習 陳紀全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008 大學入試高中基礎化學. 一 陳紀全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243015 高中英文文法與句型全攻略 陳浚德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243022 寫一篇得高分英文作文 蔡方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姿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興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科億資訊科技



9789862243046 歷屆指考數學甲試題歸納解析 梁順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053 大學入試: 歷年指定科目考試: 生物試題攻略 林建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060 全方位英文篇章結構測驗 張勝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43077 高中歷史超速度記憶 許孝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43084 高中英文翻譯＆作文示例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091 高中物理絕對攻略 陳忠城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0205 全方位英文閱讀測驗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56541 西方哲學批判: 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蘆葦說起景鴻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502 岡仁波齊峰的偉大先見 撒督.孫大索作; 劉代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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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7368 鄉愁: 蔡慶彰西畫集. 2010-2014 蔡慶彰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8872 孟子與滕文公、告子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5315 太極拳與靜坐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5322 花雨滿天維摩說法(簡體字版)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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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科學月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穌事工



9789869115339 花雨滿天維摩說法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9115360 金剛經說甚麼(簡體字版)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5377 論語別裁(簡體字版) 南懷瑾作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9115384 點燈的人: 南懷瑾先生紀念文集 東方出版社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5391 金粟軒紀年詩 南懷瑾原著; 林曦注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3972 南鯤鯓代天府米其林綠色旅遊指南三星級景點名家攝影展攝影輯李國殿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1788 寸寸和里里: 成功之旅 約翰.伍登著; 林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01795 問我!問我! 安提耶.達姆(Antje Damm)作; 黃秀如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9584 幻想的文法: 想像力練習 喬安尼.羅達立(Gianni Rodari)著;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652 成語一千零一夜. 1: 重返英雄爭霸の故事現場 謝易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669 成語一千零一夜. 2, 落難公子成功記 謝易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10311 燚之魔物語 無憂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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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南鯤鯓代天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飛寶國際文化



97898636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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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610762 姐姐是地球英雄,弟弟我是侵略者幹部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0601 追踨籌碼找飆股: 90%勝率的臺股操盤工具! 卡方斯,牟宗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724 萌學園. 6, 復活之戰 東森幼幼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861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0830 陶冬預言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危與機 陶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878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十四, 最終卷.神仙傳說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0885 手感家飾植栽 王勝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892 幽鬼宅急便 俗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0908 幽鬼宅急便 俗人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0915 姐姐是地球英雄,弟弟我是侵略者幹部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0922 喵星人玩具雜貨手作指南: 布玩具.皮項圈.貓餐桌.逗貓棒.貓跳臺X24款金珉作;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939 藝伎回憶錄 亞瑟.高登(Arthur Golden)著; 林妤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0946 愛因斯坦如是說: 窺視天才的頭腦,為你帶來無限能量和勇氣的智慧之書傑瑞.梅爾(Jerry Mayer), 約翰.荷姆斯(John P. Holms)編著; 伍立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953 第十二個天使 奧格.曼迪諾(Og Mandino)著; 栗筱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0960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004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1011 狩法者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0977 鬼吹燈. II之二, 南海歸墟 天下霸唱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0984 非富不可: 香港股神曹仁超首度公開,40年內把本金放大40,000倍的投資絕學曹仁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5875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857305 我的病嬌女友怎麼可能毀滅世界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8074 姐姐是地球英雄,弟弟我是侵略者幹部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8081 幽鬼宅急便 俗人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0991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028 怎麼說,孩子會聽 VS. 如何聽,孩子願意說: 協助親子改善溝通、創造互動關係的六堂課安戴爾.法伯(Adele Faber), 依蓮.馬滋麗許(Elaine Mazlish)合著; 陳莉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035 鬼吹燈. II之三, 湘西怒晴 天下霸唱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1042 美國狙擊手 克里斯.凱爾(Chris Kyle), 史考特.麥坤(Scott McEwen), 金.戴福利斯(Jim DeFelice)著; 高紫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059 Image Rule緋色的羈絆 阿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165 Image Rule緋色的羈絆 阿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1066 教你寫出神企劃: 三星、首爾大學都在用的企劃力培養法朴信榮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097 我的病嬌女友怎麼可能毀滅世界番外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103 銀色月物語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1110 瀕死之眼 東野圭吾著; 張凌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1127 鬼吹燈. II之四, 不死地仙 天下霸唱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1158 隔壁的美少女是隻龍不可以嗎?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1172 6折買房術: 外資圈知名地產軍師大爆砍價買房最高機密紅色子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226 冰與火之歌之小惡魔的大智慧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林零整理.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1538 血之祕史: 科學革命時代的醫學與謀殺故事 荷莉.塔克(Holly Tucker)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52 莎士比亞變動的世界 尼爾.麥葛雷格(Neil MacGregor)著; 黃忠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13 游刃有餘: 任安篆刻印跡 任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20 了不起的圖帕伊亞: 庫克船長的傳奇領航員 瓊.楚特(Joan Druett)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62 諸羅九面相創作展. 2014 葉茂雄主編 平裝 1

9789574318162 諸羅九面相創作展. 2014 葉茂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71927 先秦儒家的發展及其遭遇研究 陳政雄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政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40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葉茂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63 周易白話精解 鮮于文柱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3356 服務行銷與管理 林建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8207 管理學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198214 管理學概論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198405 消費者行為概論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198412 消費者行為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88 律動的生命: 蔡蕙香繪畫集 蔡蕙香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3059 馬芳渝攝影專集 馬芳渝著 平裝 1

9789574193066 馬芳渝粉彩畫專集 馬芳渝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4995 貿易融資兼論國際商業信用狀 蔡緣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馬芳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煥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建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葉正沛

送存冊數共計：1

鮮于文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875 端歙和風 吳鴻祥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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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6922 領導力的培養 謝俊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356 忘象.得意: 楊嚴囊. 2014(十) 楊嚴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001 好樂眠 張秀元, 陳大同合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18001 好樂眠 張秀元, 陳大同合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77 寫竹法. 續集 葉志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葉志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麗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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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鴻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俊雄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701 彩繪幸福的感覺: 曾麗絹作品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71 機率分配轉換模擬器介紹 王冠先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97 凝視、境語: 劉國正油畫創作 劉國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894 流體力學(含: 熱傳學)100-99年歷屆試題詳解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5900 熱力學(含熱傳學)100-99年歷屆試題詳解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0010 熱力學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0034 流體力學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8231 熱力學(含熱傳學)102-100年歷屆試題詳解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7479 熱力學(含: 熱傳學)103-102年歷屆試題詳解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1439 流體力學重點暨題型解析 王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991 野柳寫生 劉秋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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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立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劉秋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冠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國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91 字大狂: 藉由字體表達對自我心靈人格的表現 林昶戎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091 蒔繪與金工之美 許耀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37 資料庫系統應用實務: SQL Server 2014版 曾守正, 周韻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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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868 鶴立: 帥一生詩集 帥一生創作.注釋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879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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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6236 私生活之權利: 探索歐洲, 反思臺灣 翁逸泓, 廖福特合著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福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帥一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富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耀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守正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昶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2823 服務品質與職場倫理短篇個案集(教師版) 劉啟沼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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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258 月在東方: 鄭弼洲繪畫創作展. 2014 鄭弼洲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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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475 墨韻原緣: 黃中泰水墨人物畫集 黃中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45 <>,我的「限制級」照片 游本寬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22 誰說中文網址不好用!?: 我們的經驗談 黎時國, 何秋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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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時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大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中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本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弼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啟沼



9789574322008 海上光明燈: 臺灣燈塔寫真 陳大和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91 樂活の心靈小品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1

9789574320691 樂活の心靈小品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387 企業資源規劃: 企業e化之營運管理 張緯良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5336 最高法院海商法裁判整編暨評析(2009-2014) 黃裕凱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05 李虹葶彩墨畫 李虹葶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1599 李虹葶彩墨畫 李虹葶繪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657 全能古箏教程. 幼兒篇 饒天慈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19664 全能古箏教程. 幼兒篇 饒天慈編著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饒天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虹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緯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541 Sixth rules for a happy life 張有恆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95 臺灣景觀植物大圖鑑. 5, 一年生草花.多年生草花.蕨類1016種薛聰賢, 楊宗愈編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899 懺悔與迴向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20912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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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524 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七屆 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602 射耕文化餘記 李錫隆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經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莊永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錫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薛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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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有恆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22 周易齊六十四卦心性釋義. 一 游經祥, 游經順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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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905 背包客老海大陸大西北自由行(心情故事) 黃海屏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9884 無舵的航行: 陳培澤藝術 陳培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54 明心意化: 墨彩繪畫創作研究 王俊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571 阿里山鄒族鄒族語彙拼音鄒漢詞典. 單字篇 汪朝麗作 初版 精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3110 離幻嘉言新編 離幻居士著 初版 平裝 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汪朝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郭順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培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俊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海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74 創藝論: 柳川論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6693 兩個端點: 臺灣寫真繪畫+義大利觀念藝術 陳媚媛, 李足新, 李本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6907 小城故事: 阿猴屏東 紀展南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537 土地徵收條例釋義 蕭丁苑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93 莫忘初衷: 陳學嬪畫心. 2014 陳學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4768 福滿年 沈菲比文.圖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學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菲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展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蕭丁苑

蕭寶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宏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2724 張載<>學研究 劉原池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3486 Suave lapin Lin Yen Ju 初版 其他 1

9789574193929 Suave lapin: meet flor Lin Yen Ju 初版 其他 1

9789574194285 Suave lapin: headstrong bubu Lin Yen Ju 初版 其他 1

9789574194933 Suave Lapin蘇阿福拉邦 林宴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194957 Suave Lapin蘇阿福拉邦. 第3集, 布布的任性 林宴如編著 初版 0 1

9789574196036 Suave lapin: coloring pages Lin Yen Ju 1st.ed. 其他 1

9789574196043 Suave Lapin: 著色圖 林宴如作 其他 1

9789574304554 Amy朋友是什麼？ 林宴如文字.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04585 Dada where is my home? Lin Yen Ju 1st.ed. 其他 1

9789574305438 山手線之旅 蘇志恒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08774 Odaiba Su Chih Heng 1st ed 其他 1

9789574308798 台場 蘇志恒文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09436 忍者羊 林宴如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639 依偎: 洪莫愁創作自述 洪莫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洪莫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譚秀雯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原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志恒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7644 什麼時候要說謝謝 譚秀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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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411 英譯杜甫李白劉禹錫詩歌集 張凱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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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1520 心靈之旅 威力, 雪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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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936 節慶活動企劃 高瑞惠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686 正畸學 張慧男, 尤金.羅伯茨(W. Eugene Roberts)作; 鄧鋒主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650 樂理塾 張桓維作 首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桓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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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瑞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hris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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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偉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452 黃汝昌公派下乃遠公系黃氏族譜 黃欽達, 黃玉城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21513 黃彥桂公派下廷彩公系黃氏族譜 黃欽達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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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1049 玩弄,李白: 徐成坤創作展作品創作報告 徐成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1025 凹凸正反虛實.徐成坤作品展: 徐成坤作品創作報告徐成坤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059 法治實戰史 訟場如戰場 破金氏紀錄 廖青揚, 楊書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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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4320202 論臺灣族群與二二八、白色恐怖、眷村訴訟戰(簡體字版)廖青揚, 楊書育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035 行政法 莊國榮著 增訂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177 大頭仔市長蘇南成 蘇南成著.口述; 薛文鳳, 劉阿蘇編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莊國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南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徐成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書育

黃欽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404 話與畫的話 高寶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859 蔡清根水彩畫冊 蔡武廷, 陳三益, 楊仁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897 墨跡塵緣: 莊秀珠水墨集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2061 工程法律實務: 營造(營建)工程訴訟營造工程款請求權與時效艾昌瑋作 平裝 1

9789574312061 工程法律實務: 營造(營建)工程訴訟營造工程款請求權與時效艾昌瑋作 平裝 1

9789574323258 工程款請求權: 時效制度與財產重新分配 艾昌瑋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060 昏言昏語 鄭伯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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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5

周齊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秀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艾昌瑋

高寶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清根



9789574312542 墨韻傳情: 陳美吟作品集 陳美吟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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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08-11.起-36.2.02.止(二)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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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4.(14).-36.08(9).(13).(五)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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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9.□.-36.11.□.(六)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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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沙群島防務案(一)(二)(三)合訂乙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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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8.06-45.05.25(七)及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二冊, 西南沙群島勘察報告書35.12.25-36.12.03兩檔合訂一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747 科學文明史測驗101：人類起源與古代文明：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迦南王致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3754 科學文明史測驗101(簡體字版)人类起源与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迦南王致悅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554 浮生 黃楷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03 鳳武魂. 六, 商鎮神技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慧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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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王致悅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5314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手冊1.1版 潘慧玲、李麗君、黃淑馨、余霖、薛雅慈等編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094 不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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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789 藍榮賢作品: 人生四季 藍榮賢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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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663 創作報告: 原住民、客家、跨界、古琴與電影 陳樹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06 易經白話與引伸: 易經諮商專用 洪鎰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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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樹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鎰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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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恆思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52 時光回溯三千六百天 kaya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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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7134 從黑道到真道: 大毒梟悔改錄 洪漢義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318 銀色遊踪 張修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7325 想種一株花樹 張修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8674 青陵臺風雲 張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8681 情火: 熾燃在烽煙深處 張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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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7486 自然抒發 律動 有生命 高正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正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宏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婕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劉全晏

莊于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漢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592 酒鬼生涯本是詩 朱宏進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707 兩癡集 王錦堂, 林燊祿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981 太極道 黃山行 徐運金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17 請勿觸摸Do Not Touch: 設計科技與人文藝術的對話林榮泰, John G. Kreifeldt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091 修齊治平: 文化創意平天下 林榮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190 實事求是: 明志的技職教育理念 林榮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155 偶戲劇場在教學上的運用 卓淑敏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85 中山先生與印花稅票(1928-1949) 游振傑編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振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榮泰(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卓淑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俊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美麗(苗栗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261 Lo-Fi 奶浮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308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鑑因法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90 我要新哥哥 李詞筠作.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68 Gary Tu fashion illustrated collection 塗至道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742 習齋書課 黃緯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欣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塗至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緯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其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詞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志安



9789574321032 馨園藝遊 黃江夏, 陳欣欣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1032 馨園藝遊 黃江夏, 陳欣欣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046 臺華辭典 鄭惇元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52 行銷管理 黃聖棠, 張玉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114 老師說故事: 創新教學案例 潘昭纓等著; 劉唯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220 喜歡你的這一刻起 陳立容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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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053 趁早得福氣 王光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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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立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光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聖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唯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惠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497 出租套房208招/臺灣頭一本 陳健文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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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282 應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及語言解說阿含經無我與空的法義神步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992 派對走掉: 許村旭攝影集. 1984-2004 許村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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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127 疾病原始: 世上沒有雄性禿更沒有鼻竇炎和皮膚炎李明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172 寄給時光的情書: 曹小容油畫作品選(2009-2014) 曹小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57 萍蹤掠影: 程時敦回憶錄 程時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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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小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程時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村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燦

陳健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世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64 朱幼華現代彩墨: 向深厚的詩意吶喊 朱幼華創作.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271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a brief experiment of spaceCres 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0455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From Redshift to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Cres Huang 其他 1

9789574320523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Delusion of Time DilationCres Huang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349 歡喜: 古磚情 楊謝英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325 地毯150平方公尺 曾滄浪, 林香芸作; Ronson 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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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318 印象「楊梅壢」 羅濟鎮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聖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高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楊德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香芸

送存冊數共計：2

朱幼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417 兩個世代的教育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400 給聖者的獻禮. II 謝里法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448 對比與平衡: 李佳駿的抽象藝術 李佳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431 馬皇經典語錄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530 航運世家: 許廷佐家族傳記 許文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561 Something about 2011 張雪泡[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雪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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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淑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志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里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佳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578 設计大国民Design Life: 莊國民視傳設計展. 2013莊國民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738 病態 德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783 陳德漢水墨畫集 陳德漢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837 巴西世界盃觀戰手冊. 2014 王瑞鮮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0837 巴西世界盃觀戰手冊. 2014 王瑞鮮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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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851 古稀硯農初耕作品集 邱美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929 陳立雄國畫展 陳立雄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立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瑞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經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仁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德漢

莊國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974 憶.大陳 曾若平等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981 歡迎參觀 林艾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018 徐氏字形輸入法 徐善發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100 冷月寒星照蓬蒿 隴興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131 佛說阿彌陀經.真實義 山海慧法師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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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慧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隴黔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同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愛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善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敏勳



9789574321186 藝術界中的武士流: 邱火松泥塑作品之研究 林慧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247 好詩詞輕鬆讀 白文漳選編 初版 精裝 1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285 紹臨回首話滄桑 吳宇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53 夢幻.生活: 臺灣夢幻藝術女畫家鍾光華創作集 鍾光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77 靈.慾 顏育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60 馬語錄【自由詩、順口溜】. 2014 馬孝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思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育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孝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1

吳希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玉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339 樹皮布奇遇記 陳思穎作; 洪筠筑等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438 光之殤 周其樂作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4321711 移靈: 等我回來 周其樂著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4321728 秘密交換所. 第一部, 救贖 周其樂著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4321872 秘密交換所. 第二部, 靈魂之光 周其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1889 光之殤. 二 周其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445 99(99 Caine Road) 崔香蘭作.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506 心情: 張振仁油畫創作 張振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36 1903 鄭宛明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宛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金睦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崔香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福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12 建元四年款 彩繪連環木板畫考據 陸探微繪 南齊高帝蕭道成生平事跡林金睦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803 汽車駕駛 吳芳源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926 Mavis記憶的路線 陳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07 油電混合動力協同驅動車 蔡燕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83 布繪 蒲玉蓓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75 葡萄布丁BloggerAds部落格行銷 戴若梅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戴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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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燕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蒲玉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芳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12 臺灣配樂意象: 跨領域多媒體與文化系列 謝宗翰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43 黃顯輝書畫創作展 黃顯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442 給周書毅 張宏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02 理性分析之外: 問事手冊 日月星虹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619 人力之外: 辦事手冊 日月星虹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40 敲醒夢中人 果祺法師講述; 黃珮珊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87 戰略心法 王崇翰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崇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星虹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珮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顯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宏誠

謝宗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70 拔毒醫學 羅俊朋著 平裝 1

9789574322800 拔毒醫學(簡體字版) 羅俊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302 “養生、健身、美容”動力氣功易經筋法 張寶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67711 古希臘教育家. 下卷, Plato與Aristotle 黃光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728 杏壇插秧 林秀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735 各國終身教育政策評析 楊國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3006 抗氧化物的奇蹟: 遠離老化與疾病 萊斯特派克(Lester Packer), 卡羅科曼(Carol Colman)著; 陳芳智譯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112 酵素阿嬤的逆齡配方 林格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129 全彩圖解骨科診治照護全書 韓毅雄, 王瑞玲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150 攝護腺健康新知: 攝護腺增生、攝護腺癌、攝護腺炎醫護全覽簡邦平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266 活化自癒力的脊骨神經醫學 李啟銓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53327 完全解析類風濕性關節炎診治照護全書 張德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341 美味的記憶: 幸福溫蒂的療癒廚房 溫蒂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寶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俊朋



9789865853402 素食界廚神傳授天天愛吃健康素 洪銀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419 穀物蔬果養生宜忌 陳旺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471 抗癌防癌素食全書 張金堅, 柳秀乖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56 愛上美味養生素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營養師團隊, 王靜慧合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563 新素│心素 臺北慈濟醫院總務室營養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587 健康金三角養生法 蔡凱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594 保健食品,你真的吃對了嗎? 田村忠司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600 傾聽心語,夢想成真 安德烈.莫瑞茲(Andreas Moritz)著; 皮海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3617 發現超級食物.鮮榨苦茶油: 64道茶油養生料理絕配&正確用油知識黃捷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624 不依賴藥物的27個健康提案!: 不用藥的藥師,教您告別藥物、常保健康的生活習慣!宇多川久美子著; 安保徹監修; 林品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631 現在開始變長壽: 超級食物、排毒方法,最完整的回春計畫大衛.沃夫(David Wolfe)著; 周育竹, 李啟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03498 烈焰 艾美.凱瑟琳.瑞安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818 現在才看到太遲了 匿名的博斯文; 安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519 宇宙飛行 若田光一(Koichi Wakata)作; 何本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526 尼安德塔人: 尋找失落的基因組 帕波(Svante Pääbo)作;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6521 老子道德經: 柔忍哲理與中國民間格言 黃容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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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核心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503 M星球 施孟琪著; 沈松林, 陳佳立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3510 森林星球 施孟琪著; 沈松林, 陳佳立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612 靈惠虛和: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黃金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202 琴聲歲樂: 草屯雙叉港玉皇宮國樂團20周年團慶專刊曾國鎮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5179 國民小學. 4下: 閩南語. 第八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2210 愛瑪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 何佩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26 魔像與精靈 海琳.維克(Helene Wecker)著; 劉曉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19 臺南老店散步: 回味本町摩登老時光 陳貴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33 天竺葵的庭園 大島真壽美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40 給未來的極光旅人 洪家輝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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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雙叉港玉皇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平企業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木言設計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紙文物維護學會



9789865722357 麵包、湯與貓咪日和 群陽子著;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64 十二幅地圖看世界史 傑瑞.波頓(Jerry Brotton)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71 在信徒的國度: 伊斯蘭世界之旅 V. S. 奈波爾(V. S. Naipaul)作; 秦於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388 尼爾的幸運旅程 馬修.魁克(Matthew Quick)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395 白衣女子 譽田哲也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401 日子的風景 陳雨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432 饞: 貪吃的歷史 弗羅杭.柯立葉(Florent Quellier)作 ; 陳蓁美, 徐麗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449 黃雨 胡利歐.亞馬薩雷斯(Julio Llamazares)著;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2487 巴塔哥尼亞高原上 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作; 胡洲賢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885 書寫溫馨校園. 2014: 熱烈生命譜成的壯闊樂章 張達雅總撰稿 平裝 2

9789868897892 攜手送愛到泰北: 把愛傳出去. 2014 陳月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878 從東方西畫到臺灣本土: 洪晧倫作品集. 2007-2014洪晧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7878 從東方西畫到臺灣本土: 洪晧倫作品集. 2007-2014洪晧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7878 從東方西畫到臺灣本土: 洪晧倫作品集. 2007-2014洪晧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861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消費新生活運動徵文比賽. 102學年度:「做一個聰明的消費者」獲獎作品集林婉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修平科大應中系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修平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129577 電子學 張文俊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129607 電機學 黃顧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751 黃椿昇作品及創作理念 黃椿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768 特殊貿易: 相對貿易實務 陳吉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67 電子、信號與通訊創新科技研討會壁報論文集. 201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81 工程倫理: 以工程、醫學、商業等個案解讀 周卓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904 通訊系統 李家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911 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鍾宜玲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4129942 籃球各項攻防技術評量分析之探討: 以2012威廉瓊斯盃男子籃球邀請賽前四強為例陳昭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36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4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學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36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4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學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959 統計學導論 簡聰海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129966 普通化學實驗 姜仁章, 郭素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973 李烏獅先生傳 李豐祥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980 汽車工程概論 Allan Bonnick, Derek Newbold原著; 章哲寰, 黃道易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007 高分子化學 西久保忠臣編; 廖德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014 水資源工程 林永禎, 陳柏蒼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0021 精密量測 范光照, 張郭益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780038 普通化學實驗 中原大學化學系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780045 文學與生活: 閱讀與書寫 王晴慧等編著 初版修訂 平裝 1

9789863780052 現代通訊系統. 首部曲, 類比 黃蓮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069 熱傳遞學 Ethirajan Rathakrishnan原著; 胡凡勳, 盧鴻華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076 點閱菁華: 中文閱讀、思維、寫作 曾德宜, 劉香蘭, 盧景商編著 初版修訂 平裝 1

9789863780083 生命關懷與全人教育 王彥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082 實用英語人才培育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175 敘事與接受: 漢譯佛典文學的現代詮釋 王晴慧作 初版 平裝 1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2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6150 與神同行的旅程: 52週靈命成長手冊 羅伯特.所羅門著; 林淑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7739 健康情感管理 洪嘉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9847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陳豐祥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92001 高中歷史學習講堂 莊德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92018 高中化學學測模擬題本 江選毅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92025 高中歷史學習講堂 莊德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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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7795 來自星川彼岸 河漢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93947 記憶藍海: 事件.社群.現代性 林朝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93954 現在。古典之後: 施閔傑油畫創作集 施閔傑作 平裝 1

9789868593961 漸入。家境: 施閔傑創作畫集 施閔傑作 平裝 1

9789868593978 秋天的創作室: 呂悅詩集 呂悅作 平裝 1

9789868593985 陳一帆繪畫創作集. 2013: 帆人歌 陳一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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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留守番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26

真光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804 刺蝟 郭彥麟文; 郭紋秀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0005 嗆辣詩人2008詩選: 石頭橋 徐大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20012 嗆辣詩人2008詩選: 團團圓圓來台想起老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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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5330 給我一首歌: 沈娜的新女性藝術 陳義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35347 琉璃般的女子: 劉立宇的玻璃藝術 陳義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35354 致未來: 鐘飆的繪畫 陳義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65538 聖女. 中, 涅槃之卷 惜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45 舞傾城. 1, 血染之舞 金鉑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52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塗鴉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65613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塗鴉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65569 魔法學院. 5, 闇夜迷林 珍妮佛.艾絲黛普(Jennifer Estep)著;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76 七煞福姬. 上卷, 煞星降世 青墨煙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83 絕世女天師. 1, SOG特別行動部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590 妃毒不可. 4, 血劍出,敵人倒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606 伊人難為二部曲. 4, 敢來陷害就反撲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浯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夏河文創

紋秀設計工作室



9789862865620 絕對零度. 3, 旱魃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637 聖女. 下, 新生之卷 惜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644 舞傾城. 2, 抉擇之舞 金鉑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651 怪案研究室. 1, 科學名偵探是也乎 蕭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668 女獵夜者. 7, 躍出棺材 珍妮恩.佛斯特(Jeaniene Fros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675 七煞福姬. 下卷, 末日之戰 青墨煙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26657 信心增長三階段 鄭天福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8126664 靈命路程: 出埃及經曠野進迦南 鄭天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8126671 作貴重的器皿 鄭天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8126688 合神心意的事奉 鄭天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8126695 事奉主的路 鄭天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8896734 列王紀上 鄭天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6741 列王紀下 鄭天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6758 領人歸主 鄭天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105 梅花四溢[水墨行者]何木火畫集 「水墨行者」何木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303 逆轉人生 林斌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唐門國際藝術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哲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神的教會書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19394 超強房地產行銷術 陳世雷, 吳家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9400 脫脂牛奶減肥法 中澤勇二原著; 李華楓, 李錦楓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417 旅美醫師鮭魚返鄉 鄭瑞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448 全方位英文聽力速成 陳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462 法律的第一堂課 黃蓮瑛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1219479 小小科學家. 2, 頑皮的空氣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486 窮開心: 旅臺雜記 李浩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493 決勝英語閱讀力: 達文西的故事 羅伯特.艾德華茲作; 陳亭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509 決勝語英語閱讀力: 賈柏斯的故事 潘蜜拉.波拉克, 梅格.貝爾維索作; 詹雅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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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1219523 圖解第一品牌行銷祕訣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530 打造不生病的健康生活 廖俊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547 數字看天下 莊銘國, 柯子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561 輕鬆看六法: 認識法律的入門書 張澤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578 高職英文一定要會的單字片語文法 李冠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578 高職英文一定要會的單字片語文法 李冠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585 國中英文一定要會的單字片語文法 李冠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592 高中英文一定要會的單字片語文法 李冠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608 玩玩具,學科學: 玩具背後的科學原理 王德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615 決勝英語閱讀力: 莫札特的故事 尤那.席得斯.麥當勞(Yona Zeldis McDonough)著; 黃韋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622 小小科學家. 4, 千奇百怪的力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639 小小科學家. 3, 歡悅的聲音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646 舉一反三學日文: 生活日語會話 劉麗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653 日檢一試OK!. N4篇 周世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660 日檢一試OK!. N5篇 周世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677 日檢文法一本搞定: 日檢N1文法總複習 潘東正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978986121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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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1219691 房屋買賣DIY 陳坤涵著 9版 平裝 1

9789861219721 1日1分鐘新多益必考單字片語背誦集 劉慧如, James Baro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74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6, 追捕嫌疑犯J.M.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752 臺語童詩口謠集 洪庚溶著; 張玉慧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9769 認識科展的第一本書: 科展完全攻略 梅期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9783 實用契約書大全 王正嘉等編撰 三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219820 戰鬥吧!熱血故事: 那些名人教我的創作力 張耀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837 在家自己算紫微斗數流年運勢,算命不求人 善存老師著 3版 平裝 1

9789861219844 癌後廿年: 漫談山居身心靈全方位療癒百分百 陳正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851 財經科技法律實務面面觀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868 失控的309: 什麼是公然侮辱? 鄧湘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875 土地法 陳銘福原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346580 荒漠甘泉. 靠主得勝篇 考門夫人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597 荒漠甘泉. 靈命成長篇 考門夫人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603 荒漠甘泉. 天父看顧篇 考門夫人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610 道德論 陳參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627 榮美人生 王子芳文; 王劉穗穎圖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346634 榮美人生 王子芳文; 王劉穗穎圖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346641 生命與恩賜的平衡: 內在生活訓練見證集. 三 周金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658 福音書四合一: 聖經精讀本選讀 王正中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665 賞識、愛、成長: 教育誤區問與答 梁文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672 福氣滿天飛系列. 一, 得福秘方 王明道著 平裝 1

9789579346689 王明道文庫選輯: 重生真義 王明道著 平裝 1

9789579346702 天天思念主日日蒙神恩. 引導啟示篇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浸宣



9789579346719 天天思念主日日蒙神恩. 好牧人篇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726 天天思念主日日蒙神恩. 活水泉源篇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733 信仰與人生: 探討基督教信仰與實際生活問題分享劉清峯作 平裝 1

9789579346740 孔孟四書新譯解: 孔孟也傳道 王正中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757 禱告天使 嚴雪熒作; 賴育昕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46764 為工作禱告. 展翅上騰篇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771 為工作禱告. 與主一同上班篇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788 玩味聖經: 主題式遊戲. 全副軍裝篇 何秀津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9346795 玩味聖經: 主題式遊戲. 聖靈寶劍篇 何秀津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9346801 有祢真好: 在躁鬱中經歷祢的愛 思瑀作 平裝 1

9789579346818 抓住神的應許: 上好的福份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825 抓住神的應許: 主掌管明天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832 恩膏的教訓 周金海著 平裝 1

9789579346849 愛在聖誕 王子芳編著 平裝 1

9789579346221 聖經: 標準本 初版三刷 精裝 1

9789579346504 神的話好好用. 信徒處世篇 何秀津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511 哥林多前後書: 保羅書信簡明讀經釋義. 二 鄭忠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528 荒漠甘泉. 信心仰望篇 考門夫人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535 荒漠甘泉. 安靜等候篇 考門夫人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542 啟動內在生命之鑰 周金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46559 天父寶貝: 好品格好榜樣 王子芳文; 王劉穗穎圖 平裝 1

9789579346566 天父寶貝: 好情緒高EQ 王子芳文; 王劉穗穎圖 平裝 1

9789579346573 我的好處不在主以外: 一位大陸的老基督徒、老工程師、老副教授的心聲 八十自述劉重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53919 南臺灣與兩岸關係 丁仁方, 黃清賢主編 平裝 1

9789866653926 品味臺灣. 人文風景篇 陳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5

時英



9789866653933 騾子王全 犁翁著 平裝 1

9789866653971 情報的藝術: 新時代智慧之戰 蕭台福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53988 情報的藝術: 新時代智慧之戰 蕭台福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53995 大陳記憶: 兩岸新移民的悲歡 陳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5613 「客家主題圖書建置計畫」成果報告書 蔡慧珍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2780 「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103年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1813 高美醫專學術與創新技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二屆賴顯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56385 八芝蘭.天玉齋隨筆 曹賜固, 曹永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6521 復活的人 胡長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島座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屏溪流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美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高苑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8972810 想偷牽你的手 生奶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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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80966 美臺關係四十年. 1949-1989 資中筠, 何迪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3027 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 中國內戰篇 楊奎松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43034 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 中國內戰篇 楊奎松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43041 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 臺灣問題篇 雙驚華, 忻華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43058 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 臺灣問題篇 雙驚華, 忻華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43065 七〇年代臺灣左翼運動 郭紀舟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6774 Activate Your Self: Nature DNA Master Guoru[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8946781 平常心是道.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421 鋼琴教學實務探討 劉瓊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61438 瑪莎。 阿格麗希 Olivier Bellamy作; 孫可書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30439 正負向情緒對國中青少年體力及短期記憶力之影響性李育忠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教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祖師禪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354637 永不屈服 蘿拉․希林布蘭(Laura Hillenbrand)著; 閻紀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64 被混淆的臺灣史: 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駱芬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782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0973 練習當有錢人: 別再為小事抓狂系列全新改裝 理察.卡爾森(Richard Carlson)著; 朱恩伶, 李怡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161 帶著兩隻大象翻越阿爾卑斯山 蓋爾哈特.馮.卡普夫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215 馬利亞的泣訴 柯姆.托賓著; 景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1246 戴眼鏡的女孩 派屈克.莫迪亞諾著; 邱瑞鑾譯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1253 反抗的意志: 1977-197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編輯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260 日本醫學博士教你90秒跑走法,3個月速瘦6公斤 田中宏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61284 行家這樣買寶石 湯惠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1291 呼出馬甲線 森拓郎著; 王瑜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07 我不要一個人孤單的過: 臺灣500萬適婚男女終結單身實戰手冊盧麗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14 彩虹力量覺醒-同志解放運動第一人: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傳拉夫.杜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21 HUG! friends先擁抱吧。 翡翠小太郎文字; 丹葉曉彌攝影;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45 喬志先生愛情診斷室 張兆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52 BCG頂尖顧問教你轉型思考術: 用5個步驟挑戰舊規則、啟動新未來!魯克.德布拉班迪爾(Luc de Brabandere), 亞倫.伊恩(Alan Iny)著; 李芳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69 北平無戰事: 月印萬川 劉和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76 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83 重返單身 許常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390 教場 長岡弘樹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06 棋手無悔: 犯錯是成功必須的布局 周俊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13 按節氣,顧五臟,吃出好體質 辛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20 媽咪!今天穿什麼? Super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37 鄒氏女 章詒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44 平凡的日子: 有沒有我家老公的八卦? Nanda著;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報文化



9789571361468 把一招練成絕招: 向文藝復興大師學管理 劉順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75 馬雲給年輕人的12堂求生課: 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後天會很美好張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82 和小澤征爾先生談音樂 小澤征爾,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499 情婦史. 下卷, 從納粹德國、革命中的古巴,到六0年代情婦的故事伊莉莎白.阿柏特(Elizabeth Abbott); 廖彥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05 NO DREAM,NO LIFE: 東京貧窮宇宙 Beretta P‐09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12 KPOP NOW!韓國流行音樂進行式 馬可.詹姆斯.羅素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29 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李鴻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43 定心: 找到不受他人影響的自己 龍村修, 山下英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67 行家這樣尋寶 曾肅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81 好色計: 用對色彩,改善形象運勢、開創事業價值伊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98 情婦史. 上卷, 從聖經、中國後宮、歐洲皇室,到殖民者情婦的故事伊莉莎白.阿柏特(Elizabeth Abbott)著; 廖彥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04 劉氏女 章詒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11 頂嘴的藝術: 不委屈、不失禮、不尷尬的頂尖回話術八坂裕子著; 林平惠譯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571361628 不趕路的親子休日: Selena的旅行提案×手作體驗×親子對話洪淑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35 四季天然皂方帖: 日本手工皂療癒系達人24款手工皂生活提案Ho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42 愛的激勵: 成就孩子的大未來 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59 收納的藝術: 用好方法,讓生活舒適美好 鈴木尚子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66 這不是告別 蘭波.羅威(Rainbow Rowell)著; 何穎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73 千里如斯: 趙怡兩岸札記 趙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80 單身病 貝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697 心戰三國.劉備(逆境首部曲) 陳禹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03 擁抱脆弱,你會更堅強 石原加受子著; 侯美華,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10 一千種呱呱聲 茱迪絲.懷特(Judith White)著; 邱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34 負債魔王 睫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41 W1 黃色書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58 分配正義救臺灣 楊志良著; 邱淑宜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72 幹嘛羨慕新加坡?: 一個臺灣人的新加坡移居10年告白梁展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89 搞什麼?原來是冤家 谷淑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02 表白: 那些說不出口的話 Doroth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26 孤隱的王者: 臺塑守護之神王永在 姚惠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64 戰廢品 哈金著; 季思聰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71 等待 哈金著; 金亮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88 咖啡癮史: 從衣索匹亞到歐洲,橫跨八百年的咖啡文明史史都華.李.艾倫(Stewart Lee Allen)著; 簡瑞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1901 與孩子一起上的情緒管理課: 五個探索階段╳四種教養類型╳五項輔導步驟約翰.高特曼, 瓊安.迪克勒著; 劉壽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18 財運大開貔貅三寶: 職場順利風水這樣擺就對了!Unique Lif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25 島與我們同在 辻村深月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56 誰說青春留不住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63 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 苦苓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70 美麗的廢墟 傑斯.沃特著; 鄭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94 楊氏女 章詒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14 被扭曲的臺灣史: 1684-1972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霧駱芬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9072 有狐 花匠先生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9089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與活死人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2

9789865669096 逢魔之夢 黑藍色作 第1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69157 逢魔之夢 黑藍色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69102 乘龍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669119 封神之狩 玖錚作 第1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69126 十四分之一. 第三季, 死者的警告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133 紫九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69140 七人環. 番外篇: 來日重逢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164 獵狼之歌 M.D拉克蘭(M.D Lachlan)作; 楊佳蓉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249 有狐 花匠先生著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69225 十四分之一. 第五季, 驚魂十四日 寧航一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232 十二生肖物語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66

凌雲文創



9789865669263 十二生肖物語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9270 紫九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8601 吳氏頭針臨床秘笈 吳博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8618 吳氏頭皮針 吳博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8625 實用傷寒論 李家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007 收養準備 Yes, I Do! 黃英琪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8821 千言萬語畫故鄉 陳麗英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21642 高雄市美術協會會員作品集. 2011 鄭弼洲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1317 櫓翁師生作品集 高雄市筆禪書法學會理監事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筆禪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南風油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6

高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905 蘭亭書學會作品集. 一 盧毓騏, 李銘煌, 蔡尚運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121 英文文法一點靈 蘇瑩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38 Fantastic Flight空服地勤100%應試+工作英語 陳坤成, 謝旻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45 鐵路特考英文高分特快車 方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47 留學達人英語通: Here I Come!USA 洪子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52 美食英語 伍羚芝, 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69 NEW TOEIC新多益700分閱讀特訓班 Matthew Gunton, 連緯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76 國貿英語說寫一本通 施美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83 五星級餐旅英語 林昭菁, 梅潔理(Jeri Fay Maynar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3190 Super英文領隊導遊PAPAGO: 考證照PASS,帶團GO!滴兒馬, 方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05 掌握News關鍵字: 透析英文報導的要訣 James Chia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12 超有梗的日常英語Talk Show: 口語與幽默感一起飆升陳紳誠, 謝旻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329 B咖日記: Smart俚語讓你英文B咖變A咖 Chris H. Radfo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36 哈英文學文法: 文法故事書 Resa Su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8343 跟著大明星學英文文法 蘇瑩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807 不動明王因果解業感應錄 黃建超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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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不動明王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蘭亭書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0585 詩文小圃 楊雪嬰, 黃文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6300851 大學國文選 王秋傑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0936 轉變中的學校公民教育 莊富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60009 語言風格之理論與實務 張慧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023 花香滿徑 蘇石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526 大晴天賣傘天 林秀信作;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533 輪.轉到西藏: 單車.夢想.天堂路 林祐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63735 彩虹春風 陳金順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900 管理個案集. 2014. 第一輯 邱銘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05203 驀然回首: 高雄醫學大學醫科第一屆60年紀念(1954-2014)戴文凱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醫科第一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家登精密工業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原富傳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0223 神醫華陀 蔡敬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54 自治健康百歲秘笈 張成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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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83943 現在,決定未來: 給基督徒青年20個屬靈忠告 李在哲著; 吳敏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049 耶穌與神的得勝 賴特(N. T. Wright)作; 邱昭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1984087 禱告的領袖: 向尼希米學領導 韋約翰(John White )著; 吳郁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4100 靈性地圖: 踏上基督信仰的豐盛旅程 林詩卓(Debra Rienstra)作; 平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131 聖靈在翱翔: 在舊約裡禱告 楊克勤(K. K. Yeo)著; 王凡,林梅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155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斯托得(John Stott)作; 黃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162 熾熱的話語: 潘霍華談讀經 潘霍華(Diretrich Bonhoeffer)作; 葛萊西(David Mcl. Gracie)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186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簡體字版) 斯托得(John Stott)作; 黃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193 戴德生與瑪麗亞 蒲樂克(John Pollock)著; 嚴彩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4216 發現聖經故事的力量: 讓人欣然認識神的福音佈道法盧慈莉(Christine Dillo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621 實用英語人才培育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 李慧嫺, 溫璧錞編輯 平裝 1

9789868840621 實用英語人才培育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 李慧嫺, 溫璧錞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泰電電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凌零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6855 印出新世界: 3D列印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 霍德.利普森(Hod Lipson), 梅爾芭.柯曼(Melba Kurman)著; 賽迪研究院專家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012 征服臉書: 吸引你的百萬粉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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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713 聯藝攝影年鑑. 2015年 蕭增明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870 My first piano adventure: 芬貝爾預備級鋼琴教材: 鋼琴教本A 準備閱讀Nancy Faber, Randall Faber[作] 其他 1

9789868947887 My first piano adventure: 芬貝爾預備級鋼琴教材: 習作本A 準備閱讀Nancy Faber, Randall Faber[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433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屋頂通風管修復工程施工紀錄報告書曾盛顯撰稿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95471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屋頂、外牆之裂縫檢測、修繕防漏工程案施工紀錄報告書許伯元, 林岑峰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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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5423 從靈性科學觀點看兒童教育 魯道夫.施泰納華文編輯小組編輯; 滴水翻譯 1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智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攝影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燕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愛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41460 臺灣產業地圖. 2013 蘇孟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606 逆轉勝: 臺灣先進製造的新動力 蘇孟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613 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13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774 中日韓美產業布局地圖. 2013年 IEK產業研究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781 我國產業趨勢觀測. 2014: 製造業、電子零組件、石化與精密機械產業岳俊豪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798 中國大陸未來年鑑. 2014-2050 李佩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27 從上游高分子原料廠商升級轉型看我國生醫材料商機謝秀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34 新興市場商機探索: 印尼 IEK產業研究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41 穿今戴贏?未來10年智慧穿戴裝置發展藍圖 侯鈞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58 韓流逆襲,你不可不知!: 韓國絕處逢生之道 陳志強, 黃美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89 韓流逆襲,你不可不知!: 韓國絕處逢生之道 陳志強, 黃美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41965 紅色大軍崛起: 中國大陸領導廠商動態解析 IEK產業研究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72 精密製造高值化: 臺灣微創手術產業發展與機會林淑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1996 贏未來: 形塑生活引領創新 莊麗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09 臺灣產業地圖. 2015年 IEK產業研究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16 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14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23 打通東協醫藥市場任督二脈: 醫療法規與通路布局之解析. 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范涵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30 中國大陸智慧城市商機探索 侯鈞元, 王英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47 感知未來的第一桶金!智慧家庭3.0的機會與挑戰陳右怡, 魏伊伶, 陳豫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54 我國製造業高值化核心技術策略研究 熊治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61 臺廠跨入高階眼科醫材的發展機會 林怡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78 馬來西亞汽車電子產品商機探索 林宏宇, 石育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85 汽車零組件商機拓展探討: 以馬來西亞為例 石育賢, 蕭瑞聖, 陳志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092 臺灣印刷電路板布局泰國之策略研究 江柏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08 醫療器材產業進入馬來西亞商機研究 蔡孟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經中心



9789862642115 我國工具機進入越南市場商機研究 黃仲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22 中國大陸PM2.5衍生臺灣業者商機探索 張舜翔, 張佳雯, 蕭亞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39 新興市場商機探索: 越南 工研院IEK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46 中國大陸生醫市場通路模式解析與切入策略: 以生技製藥為例謝秀欣, 陳麒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53 中國大陸生醫市場通路模式解析與切入策略: 以機能性食品為例謝秀欣, 陳麒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60 中國大陸煤化工發展對臺灣化學品市場的影響與未來兩岸的合作發展機會范振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77 泰國汽車產業對臺灣產業發展意涵 石育賢, 謝騄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84 健康促進產業發展契機 王榛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191 從全球汽車電動化與輕量化看臺灣廠商機會 蕭瑞聖, 石育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07 解析韓國電子材料/零組件產業研究 葉仰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214 醫用高分子聚合物應用商機: 國內醫用導管產值倍增契機謝秀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87871 當自己的跑步教練: 享受馬拉松人生 郭豐洲, 夏偉恩作; 詹鈞智採訪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487888 丟丟銅仔認識臺灣的隧道 李宏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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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86445 「孩童.閱讀.思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鄭淑華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3210 愛,全部都給-史瓦濟蘭 臺中教區國際志工親善大使團(2014)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毛毛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703 活潑潑的愛: 上帝手中的珍珠 曾淑美, 范道莊, 鍾榕榕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710 God's pearls: Every child deserves a home Tseng等[作]; Liu, Li-Chun, Phoebe Tsai, Sandy Tang[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6835 善緣解脫道: <>簡略譯文 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作; 堪布羅卓丹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842 善緣解脫道: <>簡略釋文(簡體版) 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釋論; 堪布羅卓丹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479 產品生命週期之永續性評估 胡憲倫, 鄒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493 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 梁啟源, 尹啟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00 社會因素對環評制度的影響 李育明, 林子倫, 陳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17 臺灣水資源管理策略評估 歐陽嶠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24 鋼鐵產業的價值鏈與競爭力 張祖恩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31 臺灣能源及電力業之挑戰與機會. IV, 電業自由化余騰耀, 顧洋, 杜悅元主編 平裝 1

9789869144148 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來合作展望 楊之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55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 II, 國際國營油氣公司經營管理余騰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62 資源循環經濟與產業發展 余騰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485 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專輯 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8952492 奮鬥感應錄. 第六集, 五門功課 極院天人文化院奮鬥感應錄推動編撰小組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帝教

天主教福利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育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2860 新春開示. 2014(簡體字版) 釋慧律講述 平裝 1

9789868852877 新春開示. 2014 釋慧律講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602 中小型NPO會計實務手冊 陳稻松, 李惠美共同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0742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104年版 主計月報社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964 兒盟瞭望. 7, 培力.年少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4876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4年版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6684883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104年版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6684890 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4,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含自律規範. 104年版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6684906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期貨交易法規. 104年版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主計協進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



9789866684913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104年版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6684920 期貨信託法規及自律規範: 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04年版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684951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4年版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6684937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投資學. 104年版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866684944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3, 財務分析. 104年版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6684968 企業社會責任: 執行成效卓越之實務案例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84975 企業內部控制模擬試題與解析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603 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概說 釋傳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5610 三心了不可得: 與傳道法師對話錄 邱敏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155526 名卉花藝系列. 1, 梅花 黃燕雀, 趙惠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5229 Rethinking Asian Food Heritage 平裝 1

9789866325229 Rethinking Asian Food Heritage 平裝 1

9789866325236 餐飲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張玉欣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經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佛教文獻基金會



9789869154109 東協共同體與臺灣: 回顧與展望 林正義等作; 徐遵慈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2431 促進親職功能之家長訓練計畫之實證指引 廖華芳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42603 維持交通網的隔震與制震的技術 蘇藤成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51053 在現代性的廢墟上 廖美蘭總編輯 平裝 2

9789573051060 影像與觀念: 國際當代藝術家選輯 廖美蘭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54044 常玉素描與水彩全集 衣淑凡[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3214 製藥產業年鑑. 2014 廖美智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221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4 許毓真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238 Drug reposition成功關鍵因素及我國廠商發展機會廖美智, 巫文玲, 寇怡衡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立青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9789866123245 越南藥品產業現況及商機探討 許毓真, 陳怡蓁, 鄭宇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4309 50歲以後的5種關係: 讓家庭更和樂 孫若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92758 峻彙: 一步一腳印 林俊慧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69093 媽祖信仰文化暨在地人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王元林等作; 江寶釵主編 平裝 1

9789869042604 媽祖文化源流考 吳老擇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800 實用河川工程 蕭慶章編著 平裝 全套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4966 邊坡工程 林美聆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地工技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港朝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水利海洋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生活品質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都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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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2160 人間行腳. 選輯十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2184 信眾見證. 選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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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4562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04579 中觀今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4586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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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05944 破與立: 五行雕塑小集 林振莖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756 傳染病與228 賴進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3763 治史起造臺灣國: 張炎憲紀念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2410 佛陀行化圖.禪畫禪話合輯 星雲大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572489 法雨禪風: 田青書畫作品集 田青作 平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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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朱銘文教基金會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9789574573745 翡翠青瓷: 何志隆藝術創作作品集 何志隆作 平裝 3

9789574573752 普陀洛伽山觀音殿靈感錄 楊惠姍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5080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照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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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1236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佛說幻士仁賢經;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大毘盧遮那禪林佛法研究院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113 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 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2663 判解研究彙編. (十七、十八):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法學論文徵選得獎作品集. 一0一年第十七屆. 一0二年第十八屆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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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6016 情感、精神、文化 施維禮(Wolfgang SSchwabe)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06016 情感、精神、文化 施維禮(Wolfgang SSchwabe)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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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登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罕見疾病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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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423 森林中的一顆樹: 全球20位生命總統種出希望的故事周進華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96447 訂做的寶貝: 黏多醣天使李子婕的生命探險 李子婕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6511 民主觀察. 2013 鄭麗君, 羅承宗主編 平裝 1

9789868976528 參與式預算: 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鄭麗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8009 臺灣金陶獎. 第七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410 關渡狂想曲 馬水龍作曲 平裝 1

9789869100427 無形的神殿 馬水龍作曲 平裝 1

9789869100434 鋼琴奏鳴曲 馬水龍作曲 平裝 1

9789869100441 尋 馬水龍作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6634 國家安全總體情勢報告. 2014年 丁樹範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青平臺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成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3

周大觀基金會



9789868806641 由ECFA到TPP: 臺灣區域經濟整合之路 史惠慈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1311 翁金珠.浪漫隨筆 翁金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2651 金陵金篆獎第十二-二十屆優勝作品集 陳秀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3247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屆 孫梓評, 董柏廷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2035 金屬製品業新興市場特輯. 2014 陳仲宜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042 金屬製品業新興市場特輯. 2014, 總論篇 陳仲宜, 宋承穎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059 金屬製品業新興市場特輯. 2014, 手工具俄羅斯篇許育瑞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066 金屬製品業新興市場特輯. 2014, 螺絲螺帽泰國篇紀翔瀛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073 金屬製品業新興市場特輯. 2014. 模具印度篇 楊瑞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080 金屬製品業新興市場特輯. 2014. 水五金越南篇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097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4 林偉凱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103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4. 總論篇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110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4. 鎂金屬篇 盧逸君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拓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陵女中教育基金會



9789865662127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4. 鋁金屬篇 梁孝祖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134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4. 鈦金屬篇 吳亭錚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141 3D IC關鍵製程設備技術發展趨勢之研究 陳慧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158 穿戴式行動裝置製程設備技術發展佈局 黃自啟, 陳仲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158 穿戴式行動裝置製程設備技術發展佈局 黃自啟, 陳仲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165 積層製造用金屬粉末製程技術及設備發展與前瞻應用林偉凱, 劉文海, 梁孝祖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889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29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896 公民素養週: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第2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1813 復興學論. 第二十三期 凌春痕, 林義德, 卓子文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506 藝術豐富我的生命: 洪敏弘作品集 洪敏弘繪.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0245 我國新興食品加工技術發展藍圖規劃與新藍海策略黃秋香, 簡相堂作 平裝 1

9789866110252 食品安全預警導入策略與作法 鄔嫣珊, 陳麗婷, 簡相堂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8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復興國中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16831 照護需求疾病經驗統計研究: 以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為基礎喬治華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707 壽山巖觀音寺壬辰年祈安五朝福醮 許朝全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9504 面對未來區域整合,臺灣紡織產業之策略思維: 以TPP為例劉育呈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511 機能性時尚紡織品形成策略聯盟之市場利基研析巫佳宜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908 情迷鳳飛飛: <>數位修復紀實特刊 許岑竹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6012 原始點講義 張釗漢作 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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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鹿港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壽山巖觀音寺



9789868465732 施隆民書 施隆民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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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04472 你所預備的要歸給誰呢?: 基督信仰對財富的看法戴文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489 珍珠與塵沙: 認識基督教的必備錦囊 張聖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496 聖經實物教材 貝蒂.司徒柏著; 鍾聲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502 遇見神蹟在我家! 張輝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9814 讚美改變一切 邵貴恩(Gwen Shaw)著; 岳欣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259876 天國第一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吳美真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883 釋放家庭 飛筆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890 神的同工: 希臘正教的THEOSIS思想 諾門.拉索(Norman Russell)著; 王亞伯, 周復初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906 聖靈學校 羅伯茲.李亞敦著; 林孝威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913 神的將領. 2, 怒吼的改革家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920 為何魔鬼不要你方言禱告?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李孝威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259937 成功管理你的情緒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944 勇於挑戰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951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初探(簡體字版) 林金水, 郭榮剛公同主編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111 為神作個有錢人 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elaja)著; 吳美真譯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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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以琳



9789577517364 烏魯木齊先生的1000隻小小羊 黃郁欽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7517401 大家說莊子 岑澎維文; 團圓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56 思想貓的私房英國旅記 桂文亞作; 湯舒皮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87 綠野仙蹤: 百年經典原創插畫復刻版 法蘭克.包姆(L. Frank Baum)文; 威廉.丹斯洛 (W. W. Denslow)圖; 黃筱茵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94 青春練習曲 林宜葶, 陳民洋, 童昱萍等作 平裝 2

9789577517500 童年的12道文字料理 羅儀珊, 王郁翔, 吳承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7827 西餐基礎烹調工法 開平餐飲學校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7723 李王齋墨痕 林勝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8224 清末民初官場瑣記: 李景武回憶錄 李景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75380 粉樂町. 2014: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邦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螺陽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506 老街時光 馬哈圖.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708 捲籟軒黃笑園詩集 黃笑園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209 我的野外畫室: 沈國仁的水彩創作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1216 光影烈豔: 楊三郎繪畫紀念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1223 法華經展: 和平與共生的啟示 公益財團法人東洋哲學研究所著; 臺灣創價學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230 創價藝文. 11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1247 流光溢彩: 文化尋根創價藝文典藏系列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236 護好腸,健康從裡美到外!: 想要無毒一身輕,預防大腸癌、直腸癌,你一定要懂的保健腸識!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000 兩岸跨宗教與文化對話學術研討會. 2011第一屆財團法人鼓岩世界教育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勤宣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鼓岩世界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笑園文學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0944 創價藝文. 10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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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6036200 主日讀經講解. 乙年 杜敬一作; 張毅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217 主日聖言誦讀. 乙年 林康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14403 技術策略規劃TSP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403 技術策略規劃TSP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632 臺灣在地力: 368鄉鎮市區全表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649 臺灣在地力. 中部篇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656 臺灣在地力. 北部篇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663 臺灣在地力. 東部與離島篇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670 臺灣在地力. 南部篇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4687 臺灣在地力. 縣市篇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5233 洞燭機先: 競爭情報探勘: 掌握新興科技產品發展動向的方法論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815738 科專小六法 邱映曦總編輯 九版 精裝 2

9789575815981 Time: 臺灣數位生活服務與應用. 2014 Ren-Dar Ya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281065 Internet快速入門 李天啟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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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資策會產情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9789575815240 資訊工業年鑑. 2013 2013資訊工業年鑑編纂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257 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 2013. 雲端運算篇 2013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編纂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264 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 2013. 智慧商務篇 2013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編纂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271 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 2013. 數位媒體篇 2013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編纂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288 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 2013. 行動運算篇 2013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編纂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295 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 2013. 資訊應用篇 2013資通訊服務產業年鑑編纂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2218 4G時代,努拉出任務 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6449 現代養豬新知識 顏宏達編著 平裝 1

9789869076456 飼料添加物開發與應用 林俊宏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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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4202 國際租稅要義與釋例: 跨國投資經商全球稅務治理吳德豐, 謝淑美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39325 <>: 融合兩邊的智慧 智崇上師講述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業科技研究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6341 圖解臨終與中陰解脫法 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編輯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3523 圖解臨終與中陰解脫法(簡體字版) 蓮華生原著; 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編輯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3701 今生與師父有約 廖今榕等講者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443725 學觀音.做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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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8200 無藥可治?: 德國創新右旋乳酸濃縮液 介紹與見證Johannes Aaron Seidler等作; 統一翻譯社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3408 合訂天臺三聖二和詩集 (唐)三聖原詩; (明)楚石, 石樹二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415 觀無量壽佛經釋論 呂碧城撰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63422 成唯識論研習 釋普行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439 葛藤集正續集合刊 融熙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7499 末未. 2013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7118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2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天順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智敏慧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嚴教育基金會



9789869077132 博物館經驗與當代藝術 謝伊琳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805 聖靈組曲 劉秀慧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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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2772 轉法輪集 賢度法師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42796 轉法輪集 賢度法師編著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42789 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 靄亭法師作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3255 南山律在家備覽舊版手抄稿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863262 希求一切智智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63279 日常老和尚重要思想集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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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13989 30古吧. 2014 林保堯等作; 洪紹凡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0537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四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6499 讓我教您怎麼坐: 提供腦性麻痺者正確坐姿擺位原則和方式包韻宜, 陳麗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302 政府採購法題庫解析本 陳浩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397491 二重奏 朱顏文; 林倩誼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7491 二重奏 朱顏文; 林倩誼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804 企業永續: 綠色經濟之舵 顧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512 神的話語見證神的顯現與神的作工: 考察真道一百題問答末世基督, 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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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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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維他露基金會



9789868937550 羔羊展開的書卷 末世基督作 精裝 1

9789868937567 國度福音見證問答 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8974302 聰明童女的奧祕就是認識新郎的聲音: 認識神的聲音才能跟上神的腳蹤末世基督, 全能神教會編輯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554 基督徒靈修人物小辭典 林霓玲, 劉錦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561 靈修與服事 林霓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7033 結局vs.佈局 胡忠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040 加拉太書的見證 董俊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057 愛與奉獻: 馬偕的故事 杜福安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064 加拉太書的見證 董俊蘭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7718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 中央銀行業務局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4324 聖賢論易運用的精粹. 卷首, 周易象數理義與占驗蓬萊野鶴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84331 聖賢論易通用的精粹. 卷貳, 聖賢智慧結晶啟後學蓬萊野鶴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84348 聖賢論易通用的精粹. 卷叁, 聖賢寓卦於籤詩解民惑蓬萊野鶴(王工文)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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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票據交換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74525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新國際版) 其他 1

9789866674532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新國際版) 其他 1

9789866674518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新國際版) 其他 1

9789866674556 四福音書 共同譯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930828 外商投資成功案例集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930835 臺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5 龔明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7930842 Stories of Success: Foreign Investment in Taiwan,R.O.C.Department of Investment Service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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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94107 生態護坡工法 徐耀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798 數位藝述. 第肆號 Corinne Buching等作; 王聖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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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經公會



9789869137300 陪伴個案走過一段他(她)不能獨自走的路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012 廣達<>秀實計畫: 期末報告 陳惠邦主持 ; 阮凱利協同主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7139 童心花顏: 給父母親的兒童花精指南 柯磊墨(Dietmar Kramer), 海滿恩(Hagen Heimann)作; 王真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017 尋訪陶淵明: 詩文選讀本 陳義芝, (晉)陶淵明, 許舜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909 環保一生 一生環保 陳龍吉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909 不大叔公 林亞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6916 美髮師咪歐 徐宜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慧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導航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2218 臺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3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4802 慈悲三昧水懺法(國語注音) 四版 其他 1

9789866324819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14 釋法昂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4826 功德藏釋: 三道精義甘露精華(經部上冊) 吉美.林巴(Jigme Lingpa)作; 劉婉俐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833 地藏菩薩本願經(國語注音)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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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40447 今天就開始: 七歲前的華德福教育 加納美智子著; 黃丹青, 黃心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1856 圖解: 大漢帝國 陳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917 圖解: 大國醫 宋敬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924 一口氣讀完大明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931 佛陀教你低頭看 哈佛居士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琉璃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夏綠原國際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



9789865951948 當巴非特遇到彼得林區 康成福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955 一次讀完30本經濟學經典 宋學軍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51962 圖解: 肉類聖經 趙慶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986 辟穀斷食 林燕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1993 圖解: 金剛經 慧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007 一次讀完28本管理學經典 宋學軍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014 圖解: 觀世音菩薩 慧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021 一口氣讀完大清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038 圖解: 壇經 慧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20045 度心術 (唐)李義府著; 甘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1511 圖解: 道教 鄭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069 中國三大謎團 李茗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076 中國第一本經濟學: 貨殖列傳 白鷺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08922 裝修前、裝修後,無毒家一本通: 甲醛、粉塵、壁癌、幅射大退散,裝修毒害不入屋!蔡明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086 厲害!別小看系統家具: 設計師推薦愛用,廠商、櫃款、五金板才,從預算到驗收一次給足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7093 讀.攝影 伊恩.傑佛瑞(Ian Jeffrey)作;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09 貓熊,值多少錢? 野口真人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30 日本設計師才懂の舒適宅設計 石井秀樹等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154 那些謎一樣的藝術家: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 2 顧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1621 賈伯斯: 成功創新的12項堅持 金鑫作 平裝 1

9789868772144 生命,不過是向死而生: 哲學大師人生六論 劉心美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悅讀名品



9789868772182 猶太人最頂級的124個智慧: 猶太民族的致富寶典胡雯雯作 平裝 1

9789865971007 水知道答案: 水承繼宇宙的資訊 江本勝著; 陳滌譯 平裝 1

9789865971076 逆境的思考: 索羅斯致富之道 孟慈平作 平裝 1

9789865971083 話,為什麼這樣說: 趣說中華詞源大全 蔣源寧作 平裝 1

9789865971113 Facebook創新帝國的秘密: 馬克.艾略特.祖克柏創富之路歐俊作 平裝 1

9789865971168 趣說中華詞源大全. II, 認識生活中脫口而出的常用語蔣源寧作 平裝 1

9789865971199 慢活,快樂慢生活 楊鑫嫣作 平裝 1

9789865971298 鬼谷子教會我的攻薪計 林林作 平裝 1

9789865971342 賈伯斯給年輕人的11個忠告 約翰.凱奇(John.Cage)作 5版31刷 精裝 1

9789865971397 不要當一輩子的「窮」員工: 人生不要只是白天上班,晚上睡覺馬拓斯作 平裝 1

9789865971489 FBI為什麼懂得讀心術 夏德忠作 平裝 1

9789865971502 放膽談加薪 李斯特作 平裝 1

9789865971526 1分鐘KO對手: 讓客戶同事都心服的微心理說話術沈藍一作 平裝 1

9789865971533 跟「債券天王」葛洛斯學投資 郭冉庭作 平裝 1

9789865971540 預見未來的自己: 給10年之後的自己作準備 尹勝日作 平裝 1

9789865971557 這句話你懂不懂 蔣源寧作 平裝 1

9789865971564 洛克菲勒為什麼能?: 送給年輕人的11堂課 宋佳恩作 平裝 1

9789865971571 富能量 艾迪作 平裝 1

9789865971588 1分鐘正向思考: 發揮正能量魔力的微心理逆轉術沈藍一作 平裝 1

9789865971595 為什麼牛奶裝在方盒子裡賣,可樂卻裝在圓瓶子裡賣艾迪作 平裝 1

9789865971601 現在不看,未來你會怪自己的200句話 便利貼作 平裝 1

9789865971618 稻盛和夫成功經營的10堂課 沈浩卿作 平裝 1

9789865971625 人人都會用到的平民經濟學 蔡黎作 平裝 1

9789865971632 成功,都是從不一樣的做法開始: 200個人生最關鍵的小改變便力貼作 平裝 1

9789865971649 潛極限 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5971656 人脈支持力: 你的人脈90%都是無效的 魯道夫作 平裝 1

9789865971663 傑克.威爾許送給大學生的11條忠告 王慶作 平裝 1

9789865971670 智療力: 八種「潛思考」啟動與生俱來的心靈智療力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5971687 20幾歲: 如何尋找機會 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5971694 不是你不好,只是你用錯了方法 魯道夫作 平裝 1

9789865971700 快樂零極限 梁勤作 平裝 1

9789865971717 開啟你的財富頻率 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5971724 西點軍校送給年輕人的36個禮物 王祖漢作 平裝 1

9789865971731 分享,讓生活更精采 梁勤作 平裝 1

9789865971748 只有哈佛知道: 哈佛送給全球千萬青年人的成功指南韋因作 平裝 1

9789865971755 72下的感動: 聆聽心靈的跳動,感受人生的幸福 菲非想作 平裝 1

9789865971762 人生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一個最重要的人 凌美作 平裝 1

9789865971779 潛能釋放術 林智程作 平裝 1

9789865971786 原來,成功也很簡單 丁曉佳作 平裝 1

9789865971793 情緒可以改變人的一生: 正確引導情緒,別讓不良情緒毀了你康武思作 平裝 1

9789865971809 分手的智慧: 可以不愛,不要傷周: 快樂分手,避免分手過程傷害江信作 平裝 1

9789865971816 勇敢的活在當下 高敬之作 平裝 1

9789865971823 做人不能太老實: 李宗吾送給老實人處世厚黑智慧黃蘭作 平裝 1

9789865971830 別認為你只是一名員工: 讓你豁然開朗的工作術馬拓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8940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 教出堅強、獨立、寬容、節約好孩子趙麗榮著;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7163 日本媽媽這樣教負責: 教出守規矩、有創意、懂得團隊合作的好孩子孫玉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7484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 教出守信用、能分享、會理財的好孩子孫玉梅,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7682 美國媽媽這樣教自信: 教出樂觀、勇敢、有主見、自主學習的好孩子趙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7736 世界媽媽智慧隨身冊: 百萬父母最想知道的教養100Q&A趙麗榮, 孫玉梅,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7736 世界媽媽智慧隨身冊: 百萬父母最想知道的教養100Q&A趙麗榮, 孫玉梅,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7927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1, 追逐陽光之島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7934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2, 酒醉的橄欖樹林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作; 唐嘉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7941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3, 淘金孃森林寶藏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作; 唐嘉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7958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4, 貓頭鷹爵士樂團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作; 唐嘉慧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野人文化



9789865947965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5, 眾神的花園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作; 唐嘉慧譯 二 平裝 1

9789865947972 香草人的日日料理: 72道L'amour的療癒系私藏食譜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090 阿川流傾聽對話術 阿川佐和子著; 楊士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397 情感教育(經典精裝全譯本) 古斯塔夫.福樓拜著; 梁永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793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830748 香奈兒 丹妮艾兒.波特(Daniele Bott)著; 張一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922 從謊言開始的夢想: 相聲少年與演講少女的奇蹟尋夢之旅喜多川泰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46 水彩色鉛筆萬用魔法! 克里斯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53 錦衣夜行. 第六部. 終卷, 再起風雲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60 維蘇威俱樂部 馬克.蓋提斯(Mark Gatis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84 愛的哲學課: 雲遊僧與詩人魯米 艾莉芙.夏法克(Elif Shafak)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91 醉枕江山. 第一部. 卷1, 傳奇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91 醉枕江山. 第一部. 卷1, 傳奇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02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2, 魅惑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26 狂喜性愛50招: 快感、浪漫、高潮,絕對做得到的挑逗體位梅莉莎.班奈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33 陪孩子靜心十分鐘: 8個練習學會情緒管理,提升心智成長,給孩子更聰明、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生歌蒂.韓(Goldie Hawn), 溫蒂.荷頓(Wendy Holden)著; 謝維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40 塔希里亞: 魔幻剪影故事集 吳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23101 雅姬MASAKI的生活美學風格書: 舒適空間提案 雅姬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17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3, 狂歌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79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4, 算計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08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5, 登基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15 醉枕江山. 第二部. 卷1, 出征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91 今晚,來場狂野性愛!: 蒙眼、輕啃、角色扮演,讓另一半欲罷不能的調情高招、快感體驗梅莉莎.班奈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552 醉枕江山. 第二部. 卷2, 雙簧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569 醉枕江山. 第二部. 卷3, 黨爭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644 醉枕江山. 第二部. 卷4, 宮變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705 卡語錄: 時尚大帝Karl Lagerfeld經典語錄 桑德琳.古邦薔(Sandrine Gulbenkian), 尚-克里斯托夫.納彼亞(Jean-Christophe Napias)編選; 林家任譯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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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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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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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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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3958 料理美學家的香料廚房 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996 克萊兒's透明水彩畫畫課 克萊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46 醉枕江山. 第肆部. 卷1, 瘋狗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53 極限. 上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闕旭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53 極限. 上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闕旭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60 虛擬貨幣: 改變經濟的貨幣革命 愛德華.卡斯特羅諾瓦(Edward Castronova)著; 黃煜文,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77 暢銷作家寫作全技巧: 成為頂尖小說家的十堂必修課大澤在昌著; 邱振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84 醉枕江山. 第四部. 卷2, 眾叛親離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091 減法打掃術: 省時省力步驟,早晚10分鐘拯救髒亂人生的輕鬆祕訣東和泉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107 禪是及時轉身: 千年禪宗教你不執著的心靈智慧明一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114 孩子為什麼會這樣: 高效能父母學專家教你一招解決80%的教養問題李顯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121 極限. 第二部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闕旭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145 自我療癒正念書: 如詩般優美又真實深刻的內在自療旅程薩奇.聖多瑞里(Saki Santorelli)著; 胡君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152 失去山林的孩子: 拯救「大自然缺失症」兒童 理查.洛夫(Richard Louv)著; 郝冰, 王西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0169 群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闕旭玲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40176 群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朱劉華, 顏徽玲譯四版 精裝 1

9789863840183 新宋. 肆. 卷三, 算計 阿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190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著; 吳妍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206 美少女教授.桐島統子的事件研究錄 喜多喜久著; 楊士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213 常備菜 許凱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220 美布無剩!拼布禮物組。 李佩陵(哈草薄荷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237 半暖時光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40237 半暖時光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40244 半暖時光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40244 半暖時光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40268 此生必逛的日本文具屋39選＋嚴選文房具40款 高畑正幸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275 醉枕江山. 第四部. 卷3, 內奸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282 醉枕江山. 第四部. 卷4, 千騎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299 醉枕江山. 第四部. 卷5, 御狀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05 醉枕江山. 第五部. 卷1, 遷都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29 奇想與微笑: 太宰治短篇傑作選 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36 我的小廚房甜點午茶書: 妍希老師的38道美味、無負擔、暖心下午茶點食譜陳妍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43 12周打造NBA運動員體格: 麥可喬丹御用訓練師超強閉門訓練課程提姆.葛洛佛, 莎里.萊莎.溫克著;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50 猶太媽媽給孩子的3把金鑰匙: 生存力、意志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沙拉.伊麥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67 極限. 下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闕旭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98 來吃鍋吧!: 嚴選48道各國風味火鍋食譜X30種獨門沾醬牛尾理惠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8049 大漠謠 桐華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158094 大漠謠 桐華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6158100 大漠謠 桐華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8251 淨土決疑 慧淨法師編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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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8942 印刷資訊科技論壇專輯. 2014 張世熙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83

淨土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085 聖槍傳說. 卷二, 永生神廟 笑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92 聖槍傳說. 卷三, 棄魂之地 笑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05 聖槍傳說. 卷四, 尋龍點穴 笑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12 聖槍傳說. 卷五, 聖槍現世 笑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29 聖槍傳說. 卷六, 最後淨土 笑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36 和心靈禪師跳跳舞 禪月詩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43 你為什麼不幸福? 禪月詩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50 做自己的生活療癒師 禪月詩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67 末日謎蹤. 1, 爻堡驚魂 肥丁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74 末日謎蹤. 2, 聖船再現 肥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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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82603 英文文法全書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2931 食尚英語: 聚會節慶餐飲英語 Pei-Lin Lee, lain Findlay Melville著; 劉心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948 食尚英語: 享用美食餐飲英語 Pei-Lin Lee, lain Findlay Melville著; 劉心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955 食尚英語：職場餐飲英語 Pei-Lin Lee, Iain Findlay Melville著; 劉心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051 新日檢合格戰略N3 康延珠, 朴蕙元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068 新日檢合格戰略N1 李敏姃著; 蕭照芳, 洪玉樹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082 新多益頻出字彙1200. 初中級 L. A. Stefani作; 王佳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105 FUN學英語故事閱讀訓練 Michael A. Putlack & e-Creative Contents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3112 FUN學英語故事閱讀訓練 Michael A. Putlack & e-Creative Contents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3129 用英文談文創: 12堂文藝美學產業必修課 Laura Phelps著; 劉嘉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174 新多益頻出字彙1200. 中級 L. A. Stefani作; 王佳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259 簡愛 Charlotte Brontë原著; Frances Mariani改寫; 安卡斯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2599 轉學考英文應考方略 陳仲平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6512605 葉銘微積分 葉銘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3274 那些年學生教我的事: 逢甲通識中心的專題製作課程翟本瑞, 陳淑慧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3281 博物館物件、區辨與聯結: 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8818 勝負一張嘴,說話厚黑你就贏: 把稻草說成黃金的一流說話術張立光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25 生活要用心,不要操心與煩心: 讓自己活得更好的生活智慧韓健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32 學會一眼看穿人,就是你的競爭力: 從肢體動作破解人心密碼齊思群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49 人若精彩,老天自有安排: 掌握命運交好運 孔寧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56 別做不會說話的高級庸才: 把話說巧、把話說對的說話術孔謐, 趙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63 如何變成有錢人: 58個有錢人變有錢的秘密 孔寧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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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9028 傳教士筆下的大陸與臺灣 王成勉主編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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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逢甲歷史文物所

偉文



9789865659035 IDL程式語言 許志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035 IDL程式語言 許志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41366 夫君們,笑一個 逍遙紅塵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41663 世界屠畜紀行 內澤旬子著; 李珮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687 愛的故事 艾立克.席格(Erich Segal)作;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694 我和我那離婚三次的老媽 孔枝泳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24 太陽不會動 吉田修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31 在我眼中,你是最棒的! 力恩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48 浮艷誌 李天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55 遮蔽的天空 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著; 周雅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62 烘一杯好咖啡: 咖啡大叔嚴選,50間自家烘焙咖啡館的美味配方許吉東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79 如何改變世界: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作; 林宏濤, 黃煜文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1786 陸犯焉識 嚴歌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793 文本風景: 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 鄭毓瑜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809 娃娃屋 潔西.波頓(Jessie Burton)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16 文稿零頁日記 小川洋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23 從摩羅到諾貝爾: 文學.經典.現代意識 王德威等著; 高嘉謙, 鄭毓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47 山羊、尿袋、飛行墊肩,時尚伸展台下的瘋狂記事賽門.杜南(Simon Doonan)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54 未竟的帝國: 英國的全球擴張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61 共謀 繆麗兒.絲帕克(Muriel Spark)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78 舞鶴臺灣: 舞鶴創作與現代臺灣 李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85 一哩路的拋光 黃傑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892 奧修談蘇菲大師卡比爾 奧修(OSHO)著; Veet Gag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908 關於人生,我最想告訴你的事......:小野50則陪伴孩子做選擇的故事及孩子們長大後的回應小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915 草間彌生Ｘ愛麗絲夢遊仙境(愛麗絲夢遊仙境創作150週年紀念經典版)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著; 草間彌生繪; 王欣欣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麥田



9789863441922 異常 桐野夏生作;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1939 好心的大人 桐野夏生作;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946 愛的69種玩法. I, 邂逅 海倫娜.佩姬(Helena S. Paige)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953 愛的69種玩法. II, 抉擇 海倫娜.佩姬(Helena S. Paige)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1984 人雉 黃翰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042 五十個孩子: 一對平凡夫妻的不凡旅程 史提芬.普瑞斯曼(Steven Pressman)作;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059 裸觀: 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 羅鵬(Carlos Rojas)作; 趙瑞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073 總覺得波斯菊的影子裡藏了誰 藤原新也作; 張富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097 沈從文的後半生 張新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03 每一次出發,都是為了起飛 劉炯廷文字; 楊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10 經濟學關我什麼事!但月領22K很有事 文安德.馮.彼特爾斯多夫(Winand von Petersdorff)著; 劉于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27 為什麼你該花更多的錢,買更少的衣服? 露西.希格爾 (Lucy Siegle)作; 王芷華, 李旻萍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134 學生. 2, 溫暖的手勢 林明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41 斷代 郭強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158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黃錦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70966 不朽的鑽石: 假我和真我、復活和轉化的探索之旅理查.羅爾(Richard Rohr)作; 李純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973 聖經輕斷食: 21天就能淨化身體、改善健康,連祈禱都更有效的但以理禁食法蘇珊.葛瑞莉(Susan Gregory)作; 王淑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1704 菜鳥、雞血、三人行: 我的單車環島9日誌 李駿彥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735 臺灣科技爭議島 王文基, 傅大為, 范玫芳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742 幻境與實相: 電子遊戲的理路與內涵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數位動畫文創學程編著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啟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4583 現在是以後了嗎? 歐陽文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90 ES.未竟之歌 Pet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13 異男愛出櫃 提摩西.柯瑞可(Timothy Kurek)著; 陳婉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620 天堂之火 瑪麗.瑞瑙特(Mary Rcnault)作; 鄭遠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6476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年刊. 102學年度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策劃整理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490 兩頭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黃一農著 修訂三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430431 發現日本: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2014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成果報告書洪舒維等作; 楊秀蘭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4712 1915預見時尚: 森丑之助鏡頭下的臺灣原住民服飾與配飾黃鴻端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4712 1915預見時尚: 森丑之助鏡頭下的臺灣原住民服飾與配飾黃鴻端總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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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290363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5 陳筱晶等採訪; 林麗雲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二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一中

送存冊數共計：6

基本書坊



9789860394030 丁韙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傅德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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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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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789863500384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 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 桑梓蘭著; 王晴鋒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384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 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 桑梓蘭著; 王晴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414 黑格爾新釋 劉創馥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421 文字的宇宙: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七屆 沈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438 南宋鹽榷: 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 梁庚堯著 再版 平裝 2

9789863500445 思文論集: 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 張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452 臺灣區域海洋學 戴昌鳳等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469 在想像的界域上: 巴修拉詩學曼衍 黃冠閔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476 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483 大觀紅樓. 綜論卷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506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 第二輯 李賢中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513 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520 大學通識教育探索: 臺灣經驗與啟示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537 我的學思歷程. 8 陳長文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544 從「身體」到「世界」: 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顏健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551 自然概念史論 楊儒賓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575 從字句到結構: 學術論文寫作指引 蔡柏盈著 再版 平裝 2

9789863500605 擬造新地球: 當代臺灣自然書寫 李育霖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12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8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洪貞玲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50 氣候變遷治理與法律 葉俊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67 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674 臺灣戲劇史 林鶴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81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 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林正慧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53

師大出版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26816 醉醒石  東魯古狂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6823 醉醒石  東魯古狂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7837 歸田錄 歐陽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7844 歸田錄 歐陽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8063 鬼谷子 鬼谷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8186 斷鴻零雁記 蘇曼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8193 斷鴻零雁記 蘇曼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770 遊戲取向教學法與多元評量 Jean-Francis Grehaigne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787 音樂教學的創意與整合 吳舜文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794 美術科的教與學創新與改革 丘永福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800 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 丁莉杰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817 學科教學知識叢書. II 黃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7529947 幸運之家: 一家人如何奇特地開創了美國的華人世界艾明如(Mae Ngai)著; 王若萱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002 水彩材料學初探 楊恩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591 蚱蜢狂熱 湯天維, 彭智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2591 蚱蜢狂熱 湯天維, 彭智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2676 The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 reader 2.0: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in theory and practiceSohail Inayatullah, Ivana Milojevic[編] 平裝 2

9789865982737 迷途 林偉淑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2737 迷途 林偉淑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812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錄. 103學年度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1

淡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98924 七女八男關鍵年齡的34種黃金療法 福田千晶著; 翁瑋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31 府城世家尋味之旅: 記憶中的家族食記味 黃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948 酷將,你有事嗎? 尾崎美佳著;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2390 文化與空間管理. 二 孫臺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115 高分子微結構製作食物 陳育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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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25570 鐵血映丹心: 九十星霜止戈留芳 鄭惠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5617 浩氣長存: 一江山戰役六十週年紀念集 國防部青年日報社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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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健行科大歐亞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26495 閱讀6招,讓你更聰明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15 快樂讀出英語力: 用英文兒童讀物開啟孩子的知識大門洪瑞霞(Lois Hu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891 所謂收納這件事 川上雪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76 立刻成交!一秒打動女性的購物心理學 鈴木丈織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6990 在白天做夢的人: 從臺大醫師到網路教師,敢夢敢為的翻轉人生呂冠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03 正確洗菜,擺脫農藥陰影 顏瑞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65 西打哥的尋味香港 西打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096 自慢. 7: 人生國學讀本 何飛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7102 複製成功腦: 人人皆可實踐,向頂尖人士學習用腦方式石川大雅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26 日本大眾食堂讓人無法忘懷的招牌料理 遠藤哲夫文字; 瀨尾幸子料理;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33 別讓自己不開心: 50個讓生活更美好的練習 小林弘幸著; 謝育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64 夕陽紅: 百位三國英雄勾勒成敗興衰 公孫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88 想成功,先讓腦袋就定位 曾國棟原著.口述; 王正芬整理.補充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195 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 周桂田, 徐健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01 夢想不設限!做,就對了!: 20位臺灣頂尖女性的成功筆記Sarah Li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49 英文契約全攻略 高忠義, 王希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56 山河小歲月 李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63 我所嚮往的生活: 亨利.梭羅的公民不服從和他的政治書寫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作; 謝孟宗, 陳蒼多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87 為什麼E.T.的食指那麼長?: 隨經濟下的42種企業經營模式與策略思維盧希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294 一週賺進300萬!: 網路行銷大師教你賣什麼都秒殺傑夫.沃克(Jeff Walker)著; 李璞良,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17 超神奇「仙骨瘦身步行法」: 免挨餓、不飆汗,輕鬆瘦出芭比好身材!金津久美, 更家公爵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31 麥洛眼中的世界 維吉妮亞.麥葛瑞格(Virginia Macgregor)著; 楊惠菁, 林雨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355 河圖洛書前傳: 用科學眼追蹤還原中華史前文明拼圖王唯工著 平裝 1

9789862727362 每個產品都需要好劇本 施百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09 機率陷阱: 從購物、保險到用藥,如何做出最萬無一失的選擇?捷爾德.蓋格瑞澤(Gerd Gigerenzer)著; 廖育琳, 陳雅莉, 陳松筠譯 平裝 1

9789862727447 在工作中自我療癒 張立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商周



9789862727485 凝望浮光的季節: 冬雨 東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492 你可以自己學靜坐: 因是子靜坐法 蔣維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08 特戰綠扁帽. 3, 告別時刻 切斯特.黃(Chester Wong)著; 莊勝雄, 王執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15 與生活和好: 克里希那穆提寫給你的28道生命習題克里希那穆提(J.Krishnamuti)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39 行動思維時代: 搶攻O2O商機,一場從管理到行銷的全面行動化革命泰德.謝德勒(Ted Schadler), 喬許.柏納夫(Josh Bernoff), 茱莉.阿斯科(Julie Ask)著; 林奕伶, 簡美娟, 沈耿立譯平裝 1

9789862727553 帶孩子一起露營趣 吳易芸, 曾文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577 聖人請卸妝 咪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7621 超慢跑入門 田中宏曉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9228 球不會說謊!: 哈佛小子林書豪贏家心法29招 肯特作; 陳志隆漫畫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8338 會計學考前衝刺 徐美玲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345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鄭美蘭, 朱珍珍, 江淑真編輯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352 會計學複習講義. IV 陳奕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369 數學BII隨堂講義 林鴻鳴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605 美日.好包 陳玉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祥門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莫亞拼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梅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105 祥門書會作品集. 第四十屆 柯木蘭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8801 社頭深坵祠之沿革及歷史文物考證 蕭翌柱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001 法華經與人間淨土 釋如永法師著 平裝 2

9789869144018 法華經與人間淨土 釋如永法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2018 Qi: The key to a whole new life Lee Feng S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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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4724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731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二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5814762 菩薩問明品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上冊 2

9789865814779 菩薩問明品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下冊 2

9789865814786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姓鄉真巖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梅門德藝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坵祠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7447 餐旅服務 蘇芳基, 林姿岑, 王鈺婷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454 家政概論 黃惠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461 餐旅英文與會話 陳文隆, 鄭淑鳳,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478 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2014年 陳樺亭, 戴寶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492 餐旅概論. 2014年版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508 髮型梳理 洪銘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515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陳絞伶, 龔美娟, 陳學怡編著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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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823096 豬寶寶洗澡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平裝 1

9789861823102 馬寶寶學刷牙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平裝 1

9789861823119 小河馬說「抱歉」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其他 1

9789861823126 小老鼠說「對不起」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平裝 1

9789861823133 熊寶寶說「謝謝」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平裝 1

9789861823140 小企鵝說「請」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平裝 1

9789861823157 嗨!朋友們! Charles Reasoner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164 紅鼻子馴鹿出發囉! Charles Reasoner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171 哈!下雪了! Charles Reasoner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188 小鴨鴨上廁所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其他 1

9789861823195 聖誕老人呵!呵!呵! Charles Reasoner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201 小兔子吃午餐 Michael Dahl文; Oriol Vidal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23218 精采大搜索. 1, 歡樂校園 Katie Daynes文; Sigrid Martinez圖 平裝 1

9789861823225 精采大搜索. 2, 熱鬧城市 Hazel Maskell文; Sigrid Martinez圖 平裝 1

9789861823232 精采大搜索. 3, 環遊世界 Lucy Bowman, Hazel Maskell文; Sigrid Martinez圖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啟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啟英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0046 環保庫泥燒陶藝班采風錄 林正國等共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78020 汽車的構與機械原理 青山元男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26 百變博士. 6, 神祕奧妙的基因 李漢音著; 金芬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33 臭臭先生 大衛.威廉著; 鐘岸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747 圖解臺灣神明圖鑑 謝奇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761 成功會議術 艾爾.彼坦帕里(Pittampali)著; 許可欣, 吳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46 圖解臺灣經典老玩具 張信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77 貓頭鷹守護神. 15, 搶奪火炭最終戰 凱瑟琳.拉斯基(Kathryn Lasky)著; 古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21 三個月外語流利術 班尼.路易斯(Benny Lewis)著; 許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38 百變博士. 7, 熱情直爽的火 成惠淑著; 蟲子男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45 百變博士. 8, 翻天覆地的聲音 李在允著; 蟲子男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76 整理力: 一生受用的關鍵能力 簡單無負擔的整理術,3週學會佐藤亮介著; 吳建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83 頭腦好的女人、頭腦不好的女人之說話術 八坂裕子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90 烏龜飼育圖鑑百科 朱哲助, 楊佳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03 易水寒 陳秋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27 (圖解)10倍速影像閱讀法 Photo Reading Official Instructors作;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9034 愛因斯坦解你的迷茫 艾倫.波西(Allan Percy)著; 陳慧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41 30分鐘動手做健康醬 Amand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58 〔七日防癌飲食計畫〕遠離大腸癌的飲食: 74道防癌食譜張繼森監修: 王雪芳食譜營養設計; 吳文夏食譜料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65 遠離醫生的乳酸菌生活 藤田紘一郎著; 郭寶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72 肝癌: 肝癌的成因、症狀、病程 最新預防與治療的方法森安史典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089 圖解有機家庭菜園 金子美登著; 李伊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星

送存冊數共計：15

國胤出版工作室



9789861779096 臺灣有機茶地圖 葉思吟, 吳治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19 椰子油的妙用 布魯斯.菲佛(Bruce Fife)著; 王耀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26 認識世界礦物: 50種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礦物 松原聰, 宮脇律郎著; 陳盈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33 超神奇的科學魔術: 第二彈 後藤道夫著; 張沛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40 開始養狗就上手: 第一隻狗的照顧方法、溝通模式、訓練技巧全收錄!(漫畫版)海老澤清美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57 (60分鐘圖解訓練)邏輯思考技術 茂木秀昭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64 女性射精: 極致的G點高潮 桑摩雷波葛斯(Somraj Pokras), 潔芙芮陶崔斯(Jeffre TallTrees)合著; 江欣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71 神偷阿嬤 大衛.威廉著; 東尼.羅斯繪;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95 不完美女人的生存手冊 安蘇菲.吉哈爾, 瑪莉愛汀.吉哈爾著; 李佩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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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79218 狗勇士首部曲. 4, 逆境求生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225 戰鬥機的祕密(圖解版) 關賢太郎著; 盧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232 室內觀賞植物圖鑑 章錦瑜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79249 室內觀賞植物圖鑑 章錦瑜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79256 心臟病: 心肌梗塞、心臟衰竭與高血壓: 最新的檢查、治療與預防知識江碩儒, 黃碧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8126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英文會話書 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164 誰想背英文單字呀!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2500個關鍵英單!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188 我的「讚」就是比你多!: 超滿足!1460句隨手PO心情烙英文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201 7大權威瘦肚專家,7天讓你腰瘦美! 洪素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225 一眼看懂英文文法 尹相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232 像老外一樣思考,搞定英文閱讀世界就是平的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249 第一本劍橋大學高材生的英文口語會話書 Nick Stirk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256 英文單字有規則: 40式詞性變化幫你用對方法背單字曾韋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270 托福命題總監教你征服新托福閱讀聽力 秦蘇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287 托福命題總監教你征服新托福口語 秦蘇珊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捷徑文化



9789865698294 托福命題總監教你征服新托福寫作 秦蘇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00 英聽沒那麼難: 聽出我的絕對英語耳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24 華麗奔跑: Dream Girls勇敢追夢之旅 Dream Girls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31 用不到的我不學!英文會話7000句 金利, 楊云云, 高楠楠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62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親子英文文法 Nexus Editorial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79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親子英文會話 Nexus Editorial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86 不是權威不出書!雅思專家教你征服雅思口語 丹尼爾.科特拉爾, 陳思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393 不是權威不出書!雅思權威教你征服雅思單字 吳建業, 鍾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409 第一本劍橋大學高材生破解面試官英語職場口試應考大全Nick Sri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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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920292 世界史學術研討會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48912 生命電影院 黃英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518305 天生愛作對 謝武彰著; 蘇郁婷圖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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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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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國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文化總會生教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613909 卯兔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3916 寅虎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3923 丑牛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371 室內配線 俞國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3614401 牛郎織女戲劇研究 丘慧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18 戲曲與宗教文化論稿 王漢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25 戲曲創作論評 安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32 白樸著作生平論考 胡世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49 戲曲文獻與理論研究 孫書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56 明雜劇概論 曾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63 趣詩妙聯 余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70 亞當之前 傑克.倫敦作; 施智璋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614487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作; 施智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494 馬丁.伊登 傑克.倫敦作; 蔡為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00 海狼 傑克.倫敦作; 許奇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17 老子論集 陳錫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79555 數學教育之實徵研究. 中學篇 謝哲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95661 真愛 法蘭克.伊凡斯(Frank Evans), 湯姆.謝爾登(Tom Shelton)劇本; 比爾.康迪(Bill Conti)等作曲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頂格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529 海賊王的哲學課: 正義、夢想和人生的偉大航道冀劍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543 一個臺灣太監之死: 清代男童集體閹割事件簿 林育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550 因為山在那裡: 全球唯一十四座8000米雪山攝影紀行陳業偉文.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5567 來～跟毛小孩聊天：透過溝通，我們都被療癒了！Lesl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581 離開練習曲：77次出發，返抵下一個新起點 藍白拖作 平裝 1

9789869055598 遇見自己的前世今生 高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00 想愛，卻不能愛的人那些但求魂夢與君同的66首情詩時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17 荷蘭式快樂：做自己，不需要說對不起的人生觀陳宛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24 史丹利來去夏威夷(特別版) 史丹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5231 想入非非：一個人的東非130天大縱走 李郁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48 阿里巴巴模式 劉鷹, 項松林, 方若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55 行動小廚房: 悶燒罐的美味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62 四十歲,然後咧? 水瓶鯨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79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米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86 行動小廚房: 悶燒罐的養生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808 美容醫學. 第一章, 微整形正夯 蔡呈芳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95306 曾國藩的識人用人之道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006 閩南諺語的教養智慧: 教出好囝孫 何進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013 閩南諺語的處世智慧: 圓融的人際關係 何進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涼音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健康世界



9789574496020 閩南諺語的生命智慧: 活出自在的人生 何進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075 行銷策略的實戰密笈. 市場規劃篇 陳光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082 行銷策略的實戰密笈. 產品開發及品牌建構篇 陳光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099 行銷策略的實戰密笈. 促銷推廣及行銷通路篇 陳光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150 生命的邀約: 重回人間、活著真好 趙翠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167 生命的享受: 享受生命DIY 趙翠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174 慈悲寬大、超越自我 趙翠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04 臺灣孽畜仔話: 說愛情: 問世間情為何物 賴憲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11 臺灣孽畜仔話: 話歲月: 春花秋月何時了 賴憲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28 臺灣孽畜仔話: 談人生: 莫使金樽空對月 賴憲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35 臺灣孽畜仔話: 論世事: 無可奈何花落去 賴憲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42 改變生命, 創造奇蹟 陳春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59 如何成為頂尖的人脈高手 陳春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66 超級績效力: 巨變經濟的致勝核心、超級價值力: 競爭優勢大改造、超級整合力: 競爭力的最極致柯耀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80 和風談判 劉必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297 天生我材怎麼用?教育應該如何啟發孩子 胡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03 我家孩子搞不定!談家庭教養與孩子成長關係 胡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10 陪他一起成長,讓孩子更具競爭力! 胡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27 超越自我: 實現價值人生 黃柏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34 超越自我: 實現幸福人生 黃柏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41 感: 感受、感動、感恩、感悟 王志揚, 宋芳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358 感動服務力!提升顧客滿意服務,創造佳績 許永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65 抱怨是金,輕鬆做好顧客抱怨處理 許永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72 update!換個新觀念,重新改寫職場競爭力 許永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389 成功企業家輸不起的另一章!新世紀孩子教養法!傅家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402 無遠弗屆的成功魔力: 創意! 傅家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419 觀念轉個彎,銷售無限寬 張秀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433 破繭為蝶 顏海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426 生命的禮讚: 從天堂帶回的訊息 趙翠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457 宋朝丞相: 司馬光的管理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464 唐朝丞相: 房玄齡的管理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471 漢朝丞相: 陳平的管理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488 遊戲人生: 有效有趣的破冰遊戲 楊田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495 紓壓抗疲促進代謝 孫安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501 調節免疫無癌人生 孫安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518 樂齡養生 抗老智慧 孫安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570 用女人的方式贏一生 吳娟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002 我是球 李志弘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425260 基隆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研發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材林振春等編輯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909 苗栗縣下南勢坑邱氏族譜 啟祥公派下邱氏裔孫族譜編纂委員會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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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7171 Live國中數學i講義 葛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徠富數位學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教育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速傑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惟翊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127 KPM柏林皇家御瓷: 永恆的柏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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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5118 科技大學英語教學國際研討會. 2014 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7096 主工人的職事: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808 活出信心: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41375 一吋橄欖枝: 校園霸凌及其防制對策 侯崇文, 周愫嫻, 林育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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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1371 企業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麥愛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裕生活



9789869014960 錢已匯入你的戶頭 迪米崔.索塔奇斯(Dimitris Sotakis)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14977 蘋果園之罪 路易絲.道媞(Louise Doughty)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008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 第二期 宋興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7807 來自星星的語言!我的第一本韓語自學課本 曹喜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814 全新NEW TOEIC新多益單字解析 趙康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838 自然學會雙母語: 美國家庭無壓力親子英文入門李秀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845 圖像化記憶!打開單字力 沉載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852 我的第一本法語文法 清岡智比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869 新多益聽力閱讀解題策略 K-LAB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876 我的第一本親子英文 李宗玥, 蔡佳妤, Michael Riley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6077883 韓語文法大全 李姬子, 李鍾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0268 身體文化研究: 由下而上的人類運動現象學 漢尼.艾希柏(Henning Eichberg)著; 莊珮琪, 李明宗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6243 漢語拼音 陸鋒科技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陸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康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編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4947 大考A咖英文翻譯與寫作講義 陳明亮, 林劭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4954 UPUP歷史學測講義 高竤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74961 選修歷史下 孫若怡, 白逸琦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406 樸雅吟社詩集新編 黃銀漢編輯總召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7670 拍案叫絕: 中國針醫術 溫嬪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1814 傾世太后. 3, 驚魂 叮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991821 傾世太后. 4, 復生 叮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122 傾世太后. 5, 重逢 叮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139 傾世太后. 6, 爭霸 叮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276 茨威格幸福語錄 李靜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368 托爾斯泰 譚夢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443 古鎮 康國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450 中國色彩 趙菁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梅嶺美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熹文化



9789865849467 古代服飾 沈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474 中國名山 王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481 中國飲食 喬姣姣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498 中國建築裝飾 金夏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504 中國名塔 姚蘭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511 中國名寺 梓岩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528 中國名橋 喬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535 中國民居 占春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542 秋天的懷念 賈平凹, 宗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03 雲豹斑斑 沈靜媛, 沈石溪, 牧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10 自己的天空 沈靜媛, 李學斌, 黃春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34 年畫 孫欣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41 傳統家具 顧楊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58 傳統樂器 蕭迪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65 中國扇 易凡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672 中國酒 劉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788 梅蘭竹菊 王靜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01 武術 蔣劍民, 黃一棉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25 中國畫 郭曉光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9319 長白雲之鄉: 紐西蘭 陳依福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7205 不想工作 Fi.彭星凱作; 李彥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晴天文化



9789869027212 院喜 阮璽作; 李彥儀, 洪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1855 圖解學基礎可程式控制器 楊受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22545 狙魔人. 3, 危夜暗襲 何曦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52 狙魔人. 4, 神人戰役 何曦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69 紅茶與妖精. 卷二, 月下之宮 夏天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76 搞什麼鬼?. 1, 白狐之戀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83 千王之凰. 卷八, 神蹟,由我創造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90 盜墓筆記Q版記事. 3, 胖爺百變手記 南派三叔原著; 毛毛, Alroro編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822606 封靈師. 1, 神隱少年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13 搞什麼鬼?. 2, 金翅邪鷹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20 狙魔人. 5, 世界崩壞 何曦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37 狙魔人. 6, 死徒降生 何曦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44 封靈師. 2, 境界之線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51 搞什麼鬼?. 3, 地底迷城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68 千王之凰. 卷九, 騙子現形,族長登基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75 封靈師. 3, 夏日百鬼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82 搞什麼鬼?. 4, 神獸畢方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699 千王之凰. 卷十, 騙你一輩子 峨嵋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05 封靈師. 4, 白鶴靜水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12 搞什麼鬼?. 5, 都市殺戮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29 封靈師. 5, 神根靈穴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揚氏



9789865822736 請王上座. 1, 不能拒絕的遊戲 相思豆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43 盜墓筆記Q版記事. 4, 解語花札記 南派三叔原著; 吞赦日月, 粟米編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822750 搞什麼鬼?. 6, 身世之謎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67 封靈師. 6, 神降觀苑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74 紅茶與妖精. 卷三, 負債的王子殿下 夏天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81 搞什麼鬼?. 7, 蚩尤復活 仲孝軒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798 天使街九號店. 1, 不可思議的交易 微不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804 請王上座. 2, 穿越星系的旅程 相思豆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811 封靈師. 7, 封神之亂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828 海星與獅子. 5-6, 人生廊橋夢之卷 郭妮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2859 海星與獅子. 5-6, 人生廊橋夢之卷 郭妮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2835 補習班的春天 苗雨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22866 補習班的春天 苗雨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2842 封靈師. 8, 神風少女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873 天使街九號店. 2, 人心要怎麼測量 微不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880 王子與騎士. 前篇, 旅途 DARK櫻勳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897 龍與翡翠偵探社. 卷一, 黑白雙色的偵探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03 封靈師. 9, 大戰笠川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10 天使街九號店. 3, 迷幻之城 微不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27 盜墓筆記. 第一季. 卷一, 七星魯王宮.怒海潛沙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34 王子與騎士. 後篇, 終結 DARK櫻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22941 銀色音符 愛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58 盜墓筆記. 第一季. 卷二, 秦嶺神樹.雲頂天宮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65 天使街九號店. 4, 來玩死亡遊戲吧! 微不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72 龍與翡翠偵探社. 卷二, 紺碧色的魔術士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89 封靈師. 10, 天狗滅卻 季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996 盜墓筆記. 第一季. 卷三. 雲頂天宮. II, 蛇沼鬼城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00 龍與翡翠偵探社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60017 盜墓筆記. 第一季. 卷五, 蛇沼鬼城. IV, 謎海歸巢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24 皇家儀仗團. 卷一, 華麗的挑戰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31 盜墓筆記. 第二季. 1-2, 陰山古樓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0048 盜墓筆記. 第二季. 1-2, 陰山古樓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0055 吾妻山靈異事件簿. 1, 亡魂之絆 白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62 吾妻山靈異事件簿. 2, 復仇之影 白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79 龍與翡翠偵探社. 卷四, 橙色破曉的前方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86 紅茶與妖精. 卷四, 獻給魔王的最後饗宴 夏天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093 盜墓筆記. 第二季. 3-4, 邛籠石影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0109 盜墓筆記. 第二季. 3-4, 邛籠石影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0116 懷茶調. 卷一, 神秘的西市茶館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123 盜墓筆記. 第二季. 5-6, 大結局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0130 盜墓筆記. 第二季. 5-6, 大結局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0147 天機除魔師. 1, 七煞困屍 鬼子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154 天機除魔師. 2, 赤地旱魃 鬼子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161 家有詭女全集 之上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178 懷茶調. 卷二, 在那遙遠的村莊 軡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185 突破對方心防說話術 楚中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0192 盜墓筆記. 第二季之7, 大結局III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08 盜墓筆記. 第二季之8, 大結局. IV 南派三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15 這樣的男人,千萬不能愛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22 四月的星球 苗雨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0314 四月的星球 苗雨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0239 趕屍筆記. 5, 密闖五龍潭 夢之邪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46 趕屍筆記. 6, 幽冥寶船 夢之邪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53 曹操正傳. 4, 三國鼎立,曹操身亡 神馬浮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260 把人看到骨子裡. 瞬間看穿秘密篇 王照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74

善化區慶安宮管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008 2011辛卯善化慶安宮金籙謝恩保禳五朝祈安大醮紀實洪瑩發, 林長正, 李凱翔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451 最時髦的彩虹編織: 13款獨家創意的穿搭小物 約翰.麥肯(John McCann),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 莫妮卡.史溫尼(Monica Sweeney)作; 謝儀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468 出色彩虹編織: 歐洲時尚特輯 出色彩虹編織創意小組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84475 超吸晴的彩虹編織: 12款引人羨慕的夢幻小物 約翰.麥肯(John McCann),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 莫妮卡.史溫尼(Monica Sweeney)作; 謝儀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482 最酷炫的彩虹編織: 12款眼睛一亮的時尚小物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 莫妮卡.史溫尼(Monica Sweeney)作; 吳品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4499 新馬自助親子遊: 樂爸帶你玩翻天 樂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00 出色彩虹編織: 節慶禮物特輯 MOMO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17 超立體的彩虹編織: 13款高手必學的魔幻小物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 莫妮卡.史溫尼(Monica Sweeney)作; 吳品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24 最進化的彩虹編織: 13款別出心裁的造型小物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 莫妮卡.史溫尼(Monica Sweeney)作; 楊馨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431 超魔力的彩虹編織: 12款最具挑戰的飾品小物 貝琪.湯瑪士(Becky Thomas), 莫妮卡.史溫尼(Monica Sweeney)作; 楊馨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79480 走出現代佛教誤區 釋迦青陽著 初版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5816 全民國防教育. 二 李華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5854 全民國防教育 李華良, 謝慶忠, 諸筱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37348 兵學理論 創世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72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皮業榮等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創世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文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45627 觀光學: 遇見觀光、開拓新視野 林玥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665 餐飲管理: 創新之路 高秋英, 林玥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702 世界飲食文化: 立足臺灣、從飲食文化看世界 張玉欣, 郭忠豪, 蔡倩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19 私立院校會計制度之應用 楊陳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26 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 戴振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33 商用職場英文寫作 侯惠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57 國際博弈產業服務資格認證試題指南 李奇嶽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2793 童畫心世界: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師生共同創作繪本特輯. 二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71800 數學學習贏 柯著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817 數學簡明講義. B 徐大欽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871824 數學課堂講義. B 徐大欽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871831 數學考前30天衝刺總複習. C 林宸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848 數學B試關高手複習秘笈 林宸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855 統測數學B搶高分必勝攻略 林秋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862 征戰統測國文12招 游晴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879 破解統測: 英文歷屆試題解析 魏宸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886 數學課堂講義. B 徐大欽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871893 數學B課堂講義. IV 徐大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傑尼爾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宇

送存冊數共計：4

華立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6113 梁祝的女兒－蕙藍 吳淑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120 孔夫子的拉子學生: 她來自貓城 卓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144 孔夫子的拉子學生: 路,往前走 吳淑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151 女王的第二個願望 卓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168 拉子ㄟA片 卓嘉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7028 暗箭: 孫龐鬥智 朔雪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59743 愛吃更要懂得吃,美食背後的真相! 張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750 好想為你做便當 nein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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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9208 愛自己最好的方式 楊政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22300 義大利,再發現 張展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317 安妞!韓國小旅行: 美食X旅行X沙發衝浪 Athen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324 愛上一個外星人: 在波士頓,發現愛與自己 盧秋瑩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331 在家環遊世界!400沙發客住我家 葉士愷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紫光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集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開企



9789861922348 北海道,美景出沒注意! 梁詠怡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355 撘火車遊瑞士自助超簡單 蘇瑞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362 來去南投.小旅行 蔣孟岑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379 孩子這樣教我做父母: 44個家長都想知道的事 鄭珮詩文; 娃娃猴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386 緬甸discovery: 米倉、玉石與佛祖的庇祐 陳光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2034 亞細亞安那其連線 吳達坤, 王柏偉專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6990 工作苦水變活水 周紹賢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43343 醫療品質管理學 楊漢湶等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1943497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503 教學原理: 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 林佩芬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510 護理考試題全輯 華杏編輯部作 六版 其他 1

9789861943527 老年護理學 林麗嬋等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3534 護理.不設限 胡月娟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541 實用膳食療養學 章樂綺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558 醫療行銷管理學 張煥禎, 張秉庠作 一版十二刷 平裝 1

9789861943565 病歷閱讀 王璟璇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572 長期照護 劉淑娟等作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就在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9789861943589 臨床營養學: 醫療營養治療 章樂綺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9141 讓人無法說NO的攻心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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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0203 娘子說了算 雲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20258 娘子說了算 雲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20210 喂,別亂來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20265 喂,別亂來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20227 沖喜 桂仁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20234 沖喜 桂仁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20241 沖喜 桂仁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20272 沖喜 桂仁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20289 沖喜 桂仁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120296 出槌仙姬. 1, 靠爹靠娘不如靠廚藝最好 寞然回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606 縷紅新草. 上, 皇帝的夜鶯 原惡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613 許你盛世安穩 落雨秋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34637 許你盛世安穩 落雨秋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34620 許你盛世安穩 落雨秋寒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134644 超感應拍檔. 上, 老宅,陰魂,吊死鬼 八爪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651 超感應拍檔. 中, 惡靈,詛咒,鬼大樓 八爪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668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34675 一品紅妝 鳳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34699 出槌仙姬. 2, 不管小肥羊或笨綿羊都不准調戲 寞然回首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智言館文化



9789869160209 超感應拍檔. 下, 黑棺,白骨,陰陽路 八爪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208 股海占卜師. 第一部, 炒股島 老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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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0151 手編 帽子、手套&圍巾 鄭雅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168 我家寶貝的快樂點心 李明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175 手作中式點心 梁瓊白, 魏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182 過年過節在家吃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199 廚房裡的養生小花園 張清進, 蘇明玉, 魏玉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05 型男的時尚編織 潘美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12 極簡人氣烘焙: 貝果&瑪芬 裴志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29 手作粗糧烘焙點心 陳明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503 圖解練習抗壓力: 你要做一開始領先的「兔子」, 還是做贏在終點的「烏龜」鮑理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510 圖解生命總會找到出口: 讓今天的挫折變成明天的轉折洗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5716 作業風險管理指南 崔海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林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創易書活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0

筆岸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7340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概論與案例探討 丁永康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371 休閒經濟學 楊國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395 管理會計 林裕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449 Visual Basic 2013程式設計 許華青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917456 國際企業 Cullen, Parboteeah原著; 何怡芳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463 網路行銷 曹修源, 盧瑞山, 王建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470 商用英文與其寫作 謝宗興, 林宜樺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17487 國際行銷 陳澤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487 國際行銷 陳澤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494 產品管理: 策略性行銷觀點 劉典嚴, 陳春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500 臺灣會展產業發展之實務討論與前瞻 周幼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17 行銷管理: 創新、實戰、必勝 祝鳳岡, 劉明德, 吳碧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24 Corpus-based EBMP instruction for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Pi-Ching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31 商用微積分: 觀念與解析 蕭龍生, 田倜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548 現代日本語 杜文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55 電子商務 范錚強, 陳純德, 王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62 服務業行銷導論 胡桂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79 服務行銷 蕭仁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707 探尋新庄.傳奇經典: 古坑鄉新庄的故事 黃璟翔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714 樹神傳奇: 新庄茄苳公 黃璟翔, 劉秀杏撰文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雲縣休閒產業暨藝術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林斯頓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031 論文寫作100問 謝金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68693 文夏唱(暢)遊人間物語 文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8523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11, 寫給孩子盡力嘗試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23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11, 寫給孩子盡力嘗試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585 搭訕心理學 侯佳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08 如何幫助孩子開發潛能: 解放孩子,釋放腦 武鵬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15 這樣玩遊戲會開發腦力變聰明: 聰明是玩出來的付簡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22 拖延心理學: 瞭解自我,探索內心,向與生俱來的行為頑症宣戰!李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39 最新12星座人生全攻略 朦朦夫人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46 如何幫助孩子面對失敗: 失敗向左,成功向右 武鵬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53 如何幫助孩子別找藉口: 差不多!差多少? 武鵬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8923 小心,你正在引發身體的叛變: 遠離癌症與慢性重大疾病的101個關鍵提示田原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華茂文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金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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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8232 生塊叉燒好過生妳 雷若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249 90%夢想無法實現 弘兼憲史著; 賴庭筠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1973 謝謝那些曾經愛過的美好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047 更圓滿的人生: 北大最珍貴的八堂哲學課 陳玉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092 45秒!驚人減齡伸展操: 性感鎖骨、纖纖手臂、完美S腰線、緊實翹臀,一次瘦到位!高瑾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2122 千古奇書一次讀通: 《智慧書》、《君主論》、《孫子兵法》劉名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46 首爾美研購: 攻陷人氣榜的美妝就要這樣買 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53 史上最強!林頌凱醫師的痠痛戒斷操 林頌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77 我的經驗: 四年內讓月薪從6萬飆到22萬 劉駿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84 1分鐘掌握情緒微心理: 練習不生氣的58種化解方法倪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191 聊天聊出好人緣: 快速累積好感力,讓對方越聊越喜歡你!林家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07 用中醫調好自律神經: 40招鍛鍊強心臟,就能遠離疾病、吃飽又睡好林建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14 東京藥妝美研購. 2, 東京藥妝搜查最前線: 嚴選東京藥妝不可錯過的新掀貨!最夢幻!超逸品!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21 從來沒有太晚的開始: 不懊悔!你想要的美好,只要慢慢來,就不會錯過!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38 左腦王: 邏輯力X分析力X判斷力X數學力 顏珍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45 漫畫扁鵲八十一難經: 神醫扁鵲的千年養生古訓周春才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52 大人也有閃神的時候: 終止注意力不集中與3分鐘熱度的症頭!許正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69 中醫骨傷科專家教你搞定全身筋骨肌肉 高宗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276 遇見你,在最美的時刻 邱立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06 不生氣的智慧: 培養不生氣習慣的好方法 瑤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13 假掰文青的京阪微旅行 帆帆貓, 郭茵娜, 貓眼娜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晶冠

無限出版



9789865852320 尋找你的性格魂: 超神準心測遊戲瘋玩130題! 顏珍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37 古本難經闡註 丁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44 血證論 唐容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51 只要30秒!就能和任何人交心的說話術 山中伊知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75 可不可以,不生氣 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82 圖解減緩筋骨痠痛疼: 就是這麼有效!立即改善15種不適黃章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399 懂得感恩的人最幸福 吳文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05 超進化獵愛心理學: 絕對要提升的追愛LQ商數 白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12 完全居家中醫補身養生一本通 歐紅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429 人一生中不可不想的事: 決定幸福的29堂智慧修心課張保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9848 微笑,送給傷我的人 邱立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9961 希望,是一輩子的力量 邱立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1096 給大忙人的佛法書 姜波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11102 給大忙人的佛法書 姜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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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0579 學好英文其實很簡單: 單字根本不用背! 鍾亞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586 旅行の日本語,玩遍日本帶這本就GO! 上杉哲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920593 一看就懂的英文關鍵句型,真希望老師這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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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9907 自動化集郵年刊. 第9期 楊敏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郵政自動化集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凱信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6459 騎Youbike，趣臺北！騎遍75個人文風味景點X16個小確幸行程凱信企管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34 美分美秒,聽說讀寫Everyday 王洛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565 用中文字音字形學50音,要你學會救不忘! 上杉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572 我不是天才,但我要當未來的人才!出社會前一定要具備的職場接軌力王乾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9843 薪火: 林華泰茶行老三的故事 林秀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91 人類相心論(簡體字版) 許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07 起厝的傳奇人生: 郭永福的建築哲學 郭永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744 湄河紀事: 一個革命者的臨終反思 李運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751 共產黨監獄裡: 一個死囚的故事 鍾耀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83 一個村莊的死亡: 老傅散文自選集 傅春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37 成功面試面試成功 羅竹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343 尋找素顏 張天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423 青葭集 汪洪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11 禪與纏 麻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28 淬鍊的土碳 土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35 創造 許朝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42 媽咪放輕鬆 洪金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59 無想 譚婉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66 世界之魂 楊依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1504 大使命 林泰鐘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華冠拼音書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1905 打開防空洞 張凡旋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2762 圖解權謀書 張居正原著; 沉零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786 圖解備急千金要方 孫思邈原著; 宋齊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793 預防疾病從了解體質開始 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809 一本就Go!這幾句韓語就能暢遊韓國 Amarin編輯部編著; 張秦芳翻譯 平裝 1

9789865942816 圖解易經智慧寶典: 精解64卦384爻 唐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823 圖解大藏經 釋心田編著 平裝 1

9789865942847 一本就GO!這幾句泰語就能暢遊泰國 Amarin編輯部編著; 張秦芳翻譯 平裝 1

9789865942861 圖解菊與刀 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 葉寧編譯 平裝 1

9789865942878 圖解國富論 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著; 宗裕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885 圖解老子的智慧 老子原著; 楊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4831 拒絕癌症: 鄭醫師教你全面防癌、抗癌 鄭煒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44848 Inspiration UK: 留學英國,愛上大不列顛 英國文化協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44855 一打開就微笑的療癒手帳 小非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44862 療鬱: 不吃藥的憂鬱解方 詹姆斯.葛林布拉特(James M. Greenblatt)著; 林曉凌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44879 懸崖邊的幸福: 10位抗癌鬥士的愛與勇氣 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44886 立馬財神到: 全臺好神一路發 張天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貳拾陸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



9789868944893 東京甜點散步手札: 幸せになるデザ一卜 許蓁蓁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01 北歐創意行李箱: 打開卡米拉的藝想世界 卡米拉.殷格曼(Camilla Engman)圖文攝影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18 肥胖風暴: 掉入糖尿病、腦中風、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黑洞蕭慎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32 Inspiration UK: 留學大不列顛,翻轉職涯競爭力 英國文化協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56 The Table女主人的餐桌時光: 50道輕食甜點優雅做Dawn Tsai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63 生活.布思議: 蒂芙的編織、創意與狗 蒂芙.佛賽兒(Tif Fussell)作; 蕭麗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70 燃燒吧!油脂與毒素: B3的強效慢性疾病療癒臨床實錄亞伯罕.賀弗(Abram Hoffer), 安德魯.索爾(Andrew W. Saul), 哈洛.佛斯特(Harold D. Forster)作; 蘇聖傑, 張立人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87 固本: 一百個中醫經典老偏方,疾病掃光光 朱惠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3694 隙縫裡的陽光: 抗癌勇者的愛與信念 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07 羊羊得意財神到: 全臺好神行腳誌 張天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21 世界在腳下: 踩出你的人生,LULU的16個夢想旅途謝倩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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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242930 膳食計劃 黃韶顏, 倪維亞編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5242954 獸醫實驗診斷學提要 沈永紹編著 修增八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1289 Tai Ming Te. 2010-2015 戴明德作 平裝 1

9789868721289 Tai Ming Te. 2010-2015 戴明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37757 中藥材指標成分液相層析圖譜 港香蘭醫藥出版社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畫屏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港香蘭醫藥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華香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3951 光之戀 郭漢辰著; 儲嘉慧繪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696 VEGAS PRO不敗經典: 52個絕妙特效具現化的技法與程序梁斗錫著; 博碩文化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99427 科技與創新管理 陳澤義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724 企業診斷與績效評估: 策略管理觀點 陳澤義, 陳啟斌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2327 小時代電影全記錄 郭敬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15 美麗執念 潔美.麥奎爾(Jamie McGuir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22 地方回憶錄 黃小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39 婦產科醫師寫給女人一生的健康書 仇思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53 爵式人生 嚴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60 伍佰.臺北 伍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77 有關我在裝作正常人方面的嘗試: 經典彭浩翔 彭浩翔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84 志明與春嬌 彭浩翔故事; 張優優, 陸以心小說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891 悠閒下午茶: 臺北人氣咖啡館、茶飲、簡餐Top 50+泰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82907 分手,沒有想像中的痛 薇薇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冊數共計：1

策馬入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悅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2220 王爺冷情,王妃好辣. 1, 定情 紀文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62237 王爺冷情,王妃好辣. 2, 詭計 紀文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16 藍蝶隱色戀. 1, 墜落 Mia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23 藍蝶隱色戀. 2, 風華 Mia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92 宮陷. 1, 入宮 澹台鏡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108 宮陷. 2, 宮變 澹台鏡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17087 月夜櫻飛系列. V, 散盡的月華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17094 月夜櫻飛系列. V, 散盡的月華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17483 聚寶福女. 卷一, 穿越漁村 沈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490 聚寶福女. 卷二, 落地生根 沈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44 聚寶福女. 卷三, 福禍相依 沈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51 聚寶福女. 卷四, 聚散離合 沈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599 聚寶福女. 卷五, 環環相扣 沈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05 聚寶福女. 卷六, 漸露曙光 沈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12 聚寶福女. 卷七, 闔家團圓 沈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29 窈窕毒女. 卷1, 狠父惡妾毒姊妹 風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36 窈窕毒女. 卷2, 皇親國戚真陰險 風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43 窈窕毒女. 卷3, 山盟海誓成雲煙 風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50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1, 重獲新生 拉烏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67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2, 財源滾滾 拉烏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74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3, 以身犯險 拉烏雙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紫宸社文化



9789862817681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4, 改頭換面 拉烏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698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5, 情意初萌 拉烏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04 桃花桃花落誰家. 卷6, 皆大歡喜 拉烏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11 窈窕毒女. 卷4, 唐家小姐超霸氣 風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28 窈窕毒女. 卷5, 只願今生長相守 風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7735 窈窕毒女. 卷6, 家家有本難念經 風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9403 殷都射虎. 第一集, 謎匯篇 劉二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08154 大中華統一析論 杜松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512 房市房事!搞懂人生財富最大條的事 范世華作 增修二版 平裝 2

9789869109529 年金改革及重分配 洪明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5576 原生力: 宜蘭大南澳泰雅12家族影像展 傅楓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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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渤海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2212 歡喜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2229 歡喜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2236 歡喜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2243 校園問題輔導諮商文集 潘家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8361 覺與跨域: 論教師生命成長之行動實踐 蘇佩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0592 老人福利 李佳儒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615 探索生態旅遊 楊秋霖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622 餐旅公關與危機處理 江惠頌, 吳孟嬪, 郭采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639 兒童福利: 理論與實務 彭淑華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90646 運動傷害與肌內效貼布 駱明瑤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653 高齡及特殊族群之運動處方 李淑芳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660 心理衛生概要 劉若蘭, 藍茜茹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6560 不流淚配方 吉爾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6584 哭賦 張簡單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煮鳥文明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梵大學覺之文化研究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82262 雨中的流浪貓 將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279 網路急診室 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286 煩人捉弄王 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293 讓我牽著你走 小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309 我要乘風飛翔 徐磊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316 麻辣便當妹 荒野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323 我不是個笨小孩 小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347 我的麻吉暖暖包 荒野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354 穿越時空的轉學生 黃信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392 他是我的兄弟 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415 我的妹妹恰北北 費新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422 寵物當家 辣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82446 字音字形訓練日記 蔡有秩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282453 字音字形訓練日記 蔡有秩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0870 張翠容 四季交響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9422 十三 廖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422 十三 廖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446 雨傘革命 鴻鴻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淋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尊彩國際



9789866359446 雨傘革命 鴻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3069 微積分 喻超凡, 喻超弘, 喻婕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3500 百年思想起: 臺灣百年唱片圖像 楊蓮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182 媽祖與民間信仰: 研究通訊 臺灣新港奉天宮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著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57199 臺北淡水河老照片寫真集 楊蓮福導讀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7267 1935臺灣博覽會寫真照片 闞正宗導讀; 楊蓮福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7274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YuFing Lin作 平裝 1

9789865757281 臺灣的民俗信仰與文化資產 謝宗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311 漢唐道教的歷史與文獻研究: 劉屹自選集 劉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342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發展. 1949-2010 陳雯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81566 認知治療: 基礎與進階 Judith S. Beck著; 陳品皓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597 公營事業民營化之探討: 以中華郵政為例 廖又生, 黃敏亮, 張見任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603 內部控制機制之探討: 以公立學校為例 廖又生, 簡秋煌, 黃敏亮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665 機構高齡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律動、能量、團體動力秦秀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672 數位世紀傳播生態 黃葳威等箸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689 運動休閒管理 蘇維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696 我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研究 黃志成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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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喻超凡數位企業



9789862981702 志願服務: 理論與實務 陳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719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黃志成, 王淑楨, 王麗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726 就業安全理論與實務 李庚霈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733 運動產業概論 蘇維杉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8707 T.O.P.高中數學講義 黃易, 黃峻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298714 高中異數學. 第二冊第三章, 機率 賴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8783 滿級分學測物理重點觀念 張鎮麟, 陳沛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1004 葵花寶典高中數學. 第一冊 林俊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1134 考前33天社會科學測魔考特訓 臺北儒林升大學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141 高中異數學. 第三冊第二章, 直線與圓 賴昱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158 考前33天國文科學測魔考特訓 陳鴻展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165 考前33天數學科學測魔考特訓 何合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172 考前33天英文科學測魔考特訓 趙捷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189 考前33天自然科學測魔考特訓 臺北儒林升大學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912 邏輯式高中歷史 吳品儀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01899 邏輯式高中歷史 吳品儀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01905 全新版高中歷史精通 郭敬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01929 白話文數學 黃文熙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01936 邏輯式學測歷史總複習 吳品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943 滿級分學測歷史嘿皮書(1-4冊全) 季子欽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950 學測生物大神通 許仁編著 平裝 1

9789865901967 邏輯式高中歷史 吳品儀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01974 高中異數學. 第四冊第三章, 矩陣 賴昱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1606 實現夢想天賦的遊樂園: 七個關鍵詞找回七彩人生荷瑟普.婁佩茲.羅麥洛(Josep L'Opez Romero)作;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37 超越22K,不設限才有大收穫!: 突破大腦預設舒適區,徹底改造小資心態,敢Try你就有機會!苫米地英人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44 說出職場好人緣: 38個老闆覺得你應該知道的說話技巧有川真由美作; 謝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51 計時器讀書法: 不想念書?無法專心?18分鐘超速讀法,立刻讀通難懂艱深書籍!菅野仁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68 讓我喜歡妳,好嗎?: 歐巴與女孩的七日琴緣 全志韓作; 曾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75 和服女孩 日本微旅行 Studio Kuu, Hiyosa, Unisa作;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82 不景氣拼志氣!小資4年晉升10億店長: 28個服務業必備的銷售祕技,快樂工作,業績自動提升三浦由紀江作; 殷婕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99 烏克麗麗的音樂生活: Aguiter老師教你完全學會烏克麗麗郭志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1705 書櫃偏執狂的木工聖經: 0.1mm決不退讓!跟著日本宅男大叔的手作魂打造完美書櫃!(TT)戶田製造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12 勇敢做決定!王牌大律師的決斷技巧: 告別拖延病、恐懼,每一次選擇,都是最好的谷原誠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29 逆轉勝律師關鍵讀書法,整間書店都是你的智囊團間川清作; 許乃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36 去書店找創意: 跟著日本廣告鬼才,看書店風景,激發靈感嵨浩一郎作; 陳政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43 說中點.講重點. 2, 說出人緣,講入人心 王東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50 成功,是失敗的累積: 熱情決定你是贏家或輸家,45位名人教你倔強到底!是久昌信作; 鍾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67 小姐變女神: 銀座NO.1女公關桃花必修課,四分鐘抓住喜歡的男生水希作; 殷婕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74 辭掉麥肯錫,勇敢做自己 石井てる美作; 簡敏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81 雪球速讀法: 累積雜學資料庫,達到看書十倍速,大考小考通通難不倒宇都出雅巳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9304 感觸四川: 體驗悠閒最前線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公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9311 滿韻清風 多彩遼寧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著; 應中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9328 遼寧經典之旅: 東北的銀白世界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晶企業

智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3098 英文解字典 溫松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43955 「跨/域」國際競賽種子人才培訓營. 2014 謝銘峰, 郭其綱, 劉秉承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024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英語教學學術研導討會論文集. 2014第九屆王振勳, 徐碧雵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021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Sofia Huang作 1st.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5178 臨水抄. 卷五, 紅蓮之間 朔荃, 菱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5185 臨水抄. 卷五, 紅蓮之間: 限定附錄冊 卷5.5 朔荃, 菱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0833 一光年之戀 迪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0871 一光年的距離有多遠 曾煒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順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華英語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絳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應英系



9789865970888 心的1/2 曾煒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902 游牧 陳傑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0463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680470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116459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116466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116473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116480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116442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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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1555 在家吃飯吧。獻給家人、朋友與自己,料理家的美味生活提案伊能勢敦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593 一個人生活,真好! 主婦之友社著; 許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30 漂浮:水的魔法攝影,一瞬凝結人像張力 劉幸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47 就是愛吃CHOCOLATE!: 用市售巧克力片做出達人級暖心甜點若山曜子著;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54 超歡樂手作!想要就做給你: 紙藝X黏土X雜貨小物,連超商集點贈品也能DIY八元哥, 公主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78 莎莎的手作幸福料理: 家的日日美味食光 蔡佩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85 High瘋首爾: 去一次就愛上!讓肚皮X回憶X行李箱都爆炸的吃玩買韓國小旅行Wendy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富葰文化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45479 文法商科系 就業大未來 臧聲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5486 贏在企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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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1156 阿秋喇嘛文集. 1, 昌根阿瑞仁波切尊者傳.蔣揚龍多加參尊者自傳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9891 體面第三樂章: 室內風景 魏禎宏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2024 參觀系列. 美術館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31 參觀系列. 新聞電視台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48 參觀系列. 自然科學館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55 旅行系列. 海關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62 旅行系列. 銀行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79 旅行系列. 旅行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86 旅行系列. 飛機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93 旅行系列. 機場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09 用餐系列. 廚房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16 用餐系列. 餐廳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壹零壹數位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7

就業情報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遍勝利精舍



9789865772123 用餐系列. 烹飪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30 學習系列. 舞蹈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47 學習系列. 寄宿家庭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54 學習系列. 戲劇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61 學習系列. 圖書館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78 旅行系列. 學校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46 旅行系列. 旅館篇 Christian Nelson壹零壹作者群主編、杜文田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77 參觀系列. 電影院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91 參觀系列. 體育場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06 初級美語 壹零壹作者群編譯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13 常用會話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主編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604 美國社區大學導覽及申請指南. 2015 張詠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1049 酬神謝願科儀 黃中陽編著 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865791056 酬神謝願科儀 黃中陽編著 初版 平裝 卷下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41410 城市散步.美味劇場: 悠遊府城三十三帖 楊美英作; 翁秀嬋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詠瑞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8615 與神對畫: 神性之美藝術創作彩繪書 牛富生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0266 先讓英雄救隻貓: 你這輩子唯一需要的電影編劇指南布萊克.史奈德(Blake Snyder)著; 秦續蓉, 馮勃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00790 Lighting story. 2 博誌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37 My Canon: 從零到Canon達人 葉其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51 海外一周自助旅遊. 秋冬篇 鄭淑永, 尹英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68 愛煲湯: 養生家常好湯,電鍋一按輕鬆喝! 江禾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75 超人氣可愛練習手帳: 運用繽紛插圖與裝飾技巧,讓你的手帳本從此閃亮亮朴賢珍著; 張淑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899 搭配咖啡的甜蜜下午茶點心 Bae Min Kyu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05 居酒屋開店必備下酒菜TOP150 オ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36 118種幫助幼兒成長的媽媽創意五感遊戲 金姝延著; 蔡家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43 1000例色鉛筆圖畫特輯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50 隨手塗鴉一筆就可愛: 教你畫出生活中各式有趣的小物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19719 成為一流的前端工程師: 打造專業的UX網站 彭其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726 ASP.NET MVC 5完全攻略 蔣金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733 專家教你用PHP建構一個全能的網站: SEOxCSSxMySQLxAJAX陳俊雄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夢千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富聖懿



9789862019740 學會專案管理的11堂課 鍾文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019757 萬無一失的程式碼: 終結C&C++軟體漏洞 Robert C. Seacord著; 賈蓉生, 蔡旻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764 資料庫管理理論與實務: Access 2013 李淑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788 從零開始學Swift程式設計 莊智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801 Prezi雲端簡報術: 打造一個擴散性思考的縮放式商業簡報Bennet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818 養成iOS8 App程式設計實力的25堂課: 最新Swift開發教學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856 深入理解Android核心設計思想. 核心解構篇 林學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0435 讀懂.生命這本書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435 讀懂.生命這本書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409 汪汪: 認識小狗和她的朋友 Blue Rabbit撰文.插畫; 陳婷婷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16 皮洛家有好多聲音,都很好玩: 請進來吧 金珠喜撰文; Dubravka Koranovic插畫; 陳婷婷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23 智慧手機有聲書: 英文童謠 Blue Rabbit撰文; 金玟何插畫; 陳婷婷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30 森林裡的音樂會 金智柚撰文; Barbara Vagnozzi畫; 陳婷婷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54 中文兒歌 Kim Miae撰文; Kim Byeongnam插畫; 陳婷婷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518 何宜武與華僑經濟 何邦立, 汪忠甲主編 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僑協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喇榮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764 以藝術行政觀點探究臺灣藏書票藝術發展 潘青林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8427 Arduino 拉霸遊戲機開發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34 Arduino智慧電力監控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41 學習面向對象系統開發的六門課(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58 Arduino 電風扇設計與製作(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65 Arduino 電子秤設計與製作(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72 Arduino 迷宮遊戲設計與製作(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89 Arduino 雙軸直流馬達控制(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98496 Arduino 自走車設計與製作(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06 Arduino 手機互動跳舞機設計(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13 Arduino 超音波測距機設計與製作(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20 Arduino 遙控車設計與製作(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37 Arduino 互動跳舞兔設計(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44 Arduino EM-RFID門禁管制機設計(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51 Arduino RFID門禁管制機設計(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68 Arduino互動字幕機設計(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75 Arduino 步進馬達控制(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82 Arduino 手搖字幕機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33999 Arduino旋轉字幕機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07 Arduino 光立體魔術方塊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14 Arduino貓咪餵食碗控制器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21 Arduino 飲水機電子控制器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38 Arduino逆滲透濾水器控制器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雅圖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9789865629045 Arduino空氣豎琴設計與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52 Arduino拉霸遊戲機開發(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4485 快樂學緬甸語 鄧應烈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1016 Siemens Plm Software Solid Edge教育訓練手冊 李俊達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350 舂辣椒的滋味: 清境義民人群之認同內涵與變遷吳秀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4037 機車考照完全手冊. 2015 智繪文化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5388 穿透黑暗的天光: 與阿扁總統的書信往來 張嘉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395 送進黑牢的愛心餐: 阿扁總統送餐日記 周淑瑜, 張嘉麟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04 臺灣民族建國論: 與史明相遇在聖山 臺灣大地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邊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德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9410 阿鏜弦樂四重奏(或合奏)曲集 阿鏜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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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09836 Index to Ferns and Fern Allies of Taiwan Ralf Knappy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2208 全球數位繪畫名家技法叢書.2D漫畫 王小群譯 其他 1

9789866142215 全球數位繪畫名家技法叢書.奇幻女性人物 劉亞璇, 徐欣譯 其他 1

9789866142222 全球數位繪畫名家技法叢書.人體與動物結構 許晶, 劉劍譯 其他 1

9789866142239 全球數位繪畫名家技法叢書.魔獸神怪 趙強譯 其他 1

9789866142390 色鉛筆的動物樂園 趙宏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406 色鉛筆的植物世界 宋麗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413 色鉛筆的花卉世界 黎星妹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420 洄游: 設計思潮 洄游設計全體團隊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42437 染: 設計無限/設計實務流程解析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第五屆畢業生作 平裝 1

9789866142451 金工創作實務與技法: 珠寶製作大全 金克絲.麥可奎絲著; 陳國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42468 色鉛筆的鳥類彩繪 金雪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475 色鉛筆的動物彩繪 福阿包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482 色鉛筆的愛犬世界 劉紅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499 人體與動物結構. 2, 人體動態結構 鄒宛芸譯 其他 1

9789866142505 色鉛筆的昆蟲彩繪 楊紹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一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鐘音樂文化



9789866142512 素描的動物世界 畫茹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529 人體與動物結構特輯 黃更, 楊錦程譯 其他 1

9789866142536 色鉛筆的寵物天地 福阿包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543 色鉛筆的可愛娃娃 王憶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062 卡通動漫屋. 表情篇 叢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6142079 卡通動漫屋. 服裝篇 叢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6142086 卡通動漫屋. 體態篇 叢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6142093 卡通動漫屋: 實物卡通化 叢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6142109 卡通動漫屋. Q版人物篇 叢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85673 禍水爺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80 一品妻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697 狐老闆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03 誤拐大哥進禮堂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10 型男飄飄然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27 黑心級飯票 米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34 勾魂使的債主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41 孟婆的前夫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58 文判的偏寵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65 姨娘轉職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72 惡姝謀夫 井上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89 棄婦翻身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796 船王撈妻 官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02 金貴婿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19 美人榜 心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26 Boss的小蜜祕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新月文化



9789862885833 灰公主登豪門 辰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2187 51個絕不失敗的育兒妙招 祖川泰治作; 羅琇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17 超人氣托嬰園長0-2歲好帶養魔法 林芝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231 讓孩子打從心裡喜歡學習 木下晴弘作; 黃羿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2234 古畫郵票珍藏冊. 1960-1969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8932241 古畫郵票珍藏冊. 1970-1979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8932258 古畫郵票珍藏冊. 1980-1989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8932265 古畫郵票珍藏冊. 1990-1999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8932272 古畫郵票珍藏冊. 2000-2014 蘇士哲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41164 古今象棋殘局新編 鍾若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054722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739 新舊建築基礎開挖工法與案例研討 倪至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746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實務與管理 謝宜璋, 李冠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源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鼎文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新手父母



9789577054753 逆打與雙順打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760 建築物防水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777 營建法令輯要. 103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0725 圖解聖經大全(舊約) 姚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47 (全彩圖解)85個滿分必勝記憶術 玉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554 一次考上!74個考場達人都在做的滿分學習法(全彩圖解)玉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721682 普陀洛迦新志 王亨彥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047 親鸞<>思想探源 陳敏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054 東亞漢詩與佛教文化之傳播 蕭麗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078 法句經今註今譯 屈大成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2092 佛教典範如何轉移 呂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15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 王三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122 明清小說敘事研究 徐志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39 奢儉.本末.出處: 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 林麗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153 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研究 張淑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60 易經之變通智慧 謝耀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4118 一代國術宗師高道生 林昌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創文化



9789869064118 一代國術宗師高道生 林昌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9524 車寮仔物語: 新店溪中上游臺車產業生活記錄與研究楊華康, 夏聖禮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206 中國古典管理哲學選輯 魏元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213 論語與現代管理哲學 魏元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612 靈學問與答. 第二輯 向立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6612 中華民國之共識 王之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430 星耀學園: 赤狼的戰歌 宴平樂著; Animen原案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尼曼數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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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生活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文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裕民汽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8822 新生醫專應用英、日語科國內學術研討會. 2014: 「大專英日語課程設計暨實務教學」. 2014吳玲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7309 <>復刊和編輯日記(1975年9月-1979年4月)(簡體字版)施燕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402 愛與美創造生命奇蹟: 一位攝影老師抗癌的生命重建日記陳文彬圖.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07419 新竹市工藝美術資源調查: 藝術之美. 2014 林陳烟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2370 你幸福嗎?(學生本) 劉基成作; 都珍姬譯 平裝 1

9789868942387 你幸福嗎?(老師本) 劉基成作; 都珍姬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610 銀砂糖師與綠工房 三川美里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58 阿賈什密的IKEA衣櫥大冒險 侯曼.普耶多拉斯(Romain Puertolas)著; 邱瑞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65 銀砂糖師與紫色約定 三川美里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72 為什麼貓都要當老大 杉作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689 伊莉莎白不見了 艾瑪.希莉(Emma Healey)[作];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聖光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地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文化義工協會

新生醫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67887 搞定感冒,就能百病不侵 楊素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894 神奇的生機排毒法: 提升免疫力實用手冊 蔡慶豐, 吳麗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7931 完全根治耳鼻喉疾病: 眩暈、耳鳴、鼻過敏、咳嗽、打鼾: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奇蹟劉博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4803 歲時節俗傳說 姜義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74810 趣味俗語故事 姜義鎮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817 海陸客語令 詹益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507 牛欄河畔: 關西容顏 在地書寫 萬金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219 詩人軌跡: 臺灣詩篇 李魁賢等作 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縣樹杞林客家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87849 華藏世界.宇宙人生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98864 深入教學: 新加坡華文特級教師的教學實踐與反思(簡體字版)陳志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71 舟舫、療疾與救國想像: 明清易代文人文化新探林宜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88 互涉與共榮: 唐宋生態文學研究論集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895 新文學的教育之路: 論現代文學與晚清民國語文教育的互動關係王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01 皖遊札記: 解析中國近代歷史上若干事件和人物的真實細節夏如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18 <>學史的研究 佐野公治著; 張文朝, 莊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25 現代國語文教育的探索與建構 劉怡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63 歸O解易十六講 廖慶六著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577399045 紀念婁子匡先生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益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052 文學與生命的五重奏 閱讀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7399069 現代修辭教學 張春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168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0冊 1

9789577399076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7399083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7399090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7399106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7399113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577399120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577399137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577399144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577399151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黃壽祺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店華嚴精舍



9789577399182 華語文教學實證研究: 新加坡中小學經驗(簡體字版)胡月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199 中庸釋疑 黃忠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6007 鄭子37式養生太極拳氣功和自發動功 楊吉雄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2361 艾珍媽咪和動物貝比 譚艾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378 島嶼.岸邊: 臺灣海國圖誌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408 環保人 回收物 陳世慧撰文; 經典雜誌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545 美麗心境界 沈裕智, 賴奕菁, 林喬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583 我們是臺灣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6292590 禪茶三昧 王端正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6292606 行雲流水 王志宏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9667 三大叔樂活退休術: 如何及早打造黃金人生下半場田臨斌, 施昇輝, 王健宇著 平裝 1

9789869029674 不好意思,我們擋路了: 實習醫學生不點妹路障ing奮鬥記不點Tniop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15950 幽靈界. 1, 誘拐天使的101種方法 酥油餅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3

楊東穎診所



9789574515967 豪傑少女明星挑戰記 金蘭英文字; 金允晶圖案;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2086 自我渡化的方法: 懺悔、念咒、法佈施 鄭勇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429 無齡時尚 李笠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2024 勇敢做大夢 江文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1953 最新女子美髮乙級技檢叢書 蘇添榮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48113 撲馬老師開講刑法總則: 破 撲馬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3449 儒家精神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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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6205 無線感測網路發展平臺 瑞帝電通國際有限公司, 李財福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帝電通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69732 Eviews高手: 財經計量應用手冊 何宗武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50498 企業管理精典題庫 張奇, 張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504 統計學考題精解. 2, 經濟所、財金所、其他. 104(103年研究所試題)統計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511 線性代數考題精解. 104(103年) 林立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528 離散數學考題精解. 104(103年) 林立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573 人群動力學應用入門 呂牧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597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輯要 吳世騰, 葉日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03 尋找素食連鎖業的300壯士 關登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610 電磁學考題精解. 103年 劉明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27 管理學考題精解. 103年 張承,張采 ,張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34 電子學考題精析與菁華. 103年 劉明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41 (高普特考)重點講義(文化行政) 洪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658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實驗手冊 呂牧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65 試題大補帖: 環保技術類. 2014 王瀚, 石濤, 劉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72 試題大補帖: 環保工程類. 2014 王瀚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89 試題大補帖: 環保行政類. 2014 劉力, 王瀚, 張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696 領隊導遊考照奪分秘笈 鐘大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02 電子學決戰60天 李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19 海洋安全與治理 蔡明彥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26 就業服務人員乙級學術科檢定勝典(含歷屆試題)謝廷豪, 賴慧萍, 黃皇凱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450733 統計學考題精解. 1, 企管所、國企所、資管所、工工所、人資所、其他. 103年黃瑋, 徐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40 英文考題精解. 103年 王妃, 吳瑋宸, 芯蕙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57 工程數學考題精解. 1, 電機所、電子所、電信所、光電所、通訊所. 103年周易, 王鼎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64 工程數學考題精解. 2, 機械所、應力所、土木所、其他. 103年周易、魯什、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771 經濟學考題精解.2, 經濟所、財金所、其他. 104年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50818 經濟學考題精解.2, 經濟所、財金所、其他. 104年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茂圖書



9789863450825 緊急醫療救護法解析與應用 魏健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832 試題大補帖: 化學工程類. 2014 張北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870 計算機概論考題精解(商). 103年 洪逸, 劉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201 文淵常萱詩跡集 曾文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2618 水陸空火箭 官賢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0763 側視術 張騰遠(Teng-yuan chang)[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813 亞洲男神李敏鎬: 全方面佔有李敏鎬全紀錄 C.M.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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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34936 希望回來了: 最大的苦難,最美的重生 陳雅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209 父親這回事: 我們的迷惘與驚奇 黃哲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科學創意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苑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路迪廣告設計



9789861335230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10, 莉子脫胎換骨的袐密松岡圭祐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54 找回愛自己的力量: 乙武洋匡身為 人子、人師及人父的真情告白乙武洋匡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61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11, 京都名寺靈驗的秘密松岡圭祐著 ;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78 捨得: 電子業先驅邱再興的事業與志業 邱再興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5285 甜點師傅的祕密推理: 嫌犯請先享用 似鳥雞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292 找對你人生中最重要的7個人: 掌握10%關鍵人脈,成就更好的自己李維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308 意想不到的幸福家庭秘訣: 跟哈佛談判專家學聰明吵架、跟巴菲特顧問學管理零用錢......輕鬆解決家庭苦惱布魯斯.法勒(Bruce Feiler)著; 陳雅莉, 鄭景文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724266 建國百年特輯: 余大師英時先生的一段公案及其後果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273 百年建國專輯: 槍斃兩個月平反十五年: 亡國之禍盡在司法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280 臺灣百年特輯: 司法禍國 於今為烈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297 百年臺灣專輯: 鷹犬亂髮 司法亂國: 江國慶冤案總結報告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372 走在時代夜路上的抗爭者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389 唐宋私人生活史 盧建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5445 戲曲演化的歷史軌跡之探索 徐之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77 疾病其實看得見!3D人體疾病地圖 矢田俊彥, 川上正舒, 野田泰子作;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84 圖解單兵武器聖經 東京民間防衛隊作; 張詠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091 為什麼老是畫不好?25招突破瓶頸的繪畫祕技 兩角潤香作;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07 簡筆插畫. Book 9, 課餘時間的鋼珠筆塗鴉練習 Eriy作;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14 C.bonbon流糖霜餅乾: 充滿少女情懷的可愛甜點 生島稚亞子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21 幫狗狗作造型. vol.3, 男生篇 世界文化社作;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38 人氣主廚來開課!肉食愛好者的89道私房料理 野崎洋光, 脇屋友詞, 七條清孝作; 鄒玟羚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70145 第一次縫拼布就上手: 拼布達人養成BOOK 嘉部久實作; 蘇月卿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52 中山富美子の簡約時尚串珠刺繡 中山富美子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69 這樣畫,人物動起來!. 女生篇 kyachi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76 1/700模型再現八八艦隊構想 ネイビーヤード編集部作;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83 王牌大律師 古澤良太腳本; 百瀬しのぶ改寫;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190 葡萄酒十講 石田博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06 超萌便利貼!遇見101隻紙雕貓 Killigraph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13 居家設計解剖圖鑑 瀨野和廣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20 漫畫素描技法. 14, 服飾篇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37 睡不著,一夜一晝 TANG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44 FUCK的使用說明書 英文表現研究會作; 鄒玟羚, 林宴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51 王牌大律師 古澤良太腳本; 百瀬しのぶ 改寫; 劉格安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70268 王牌大律師. 特別篇 古澤良太作; 百瀬しのぶ改寫;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75 文.堺雅人. 2, 健康的每一天 堺雅人作; 林馡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82 迷你書教室 從書寫到裝訂的微創作 日本迷你書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299 Your Body完全透視人體圖鑑 後藤昇, 陽箸隆哉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05 漫畫素描技法. 15, 東方玄幻篇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29 皮革工藝. vol.23, 華麗精緻的皮雕技術入門 Studio tac creative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36 禪繞畫生活 創造屬於自己的禪繞圖樣 崔西.萊哈特;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43 秋草愛の色鉛筆水族館 秋草愛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50 軍事模型製作教範: 庫斯克戰車大決戰70週年篇谷村康弘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67 小宋宋教你隨手畫塗鴉 宋賢雅作;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74 法式廚藝: 法式料理的食材前置處理教科書 多米尼克.科比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81 玩轉橡皮筋: 35種創意彩虹編織技法 露西.哈萍作; 林晏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398 紙膠帶輕手作 森珠美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04 彩繪季節天空 Mari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11 創意麵包機 土屋美和子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28 漫畫素描技法. 16, 草圖篇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3169 戀戀桃仔園. 第四屆: 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陳錦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3152 輕鬆看經濟 萬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7331 盈餘品質、公司治理與債務資金成本之關聯性 宋文璇, 張永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379 存活分析: 混合設限與缺值問題 張三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423 電路學 吳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522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805 UHC論文集. 2013 UHC2013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11 商用微積分 陳哲烱, 李政德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59 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閱讀測驗 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73 餐旅會計學 林有志, 黃娟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012 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閱讀測驗(試題本) 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83 CNC工具機: PLC可程式控制器之影音教學設計 朱堃誠, 黃淳德, 洪士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799 出口成章說英文 蕭人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867 負債導向機構投資組合之理論與實證研究 張士傑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898 工程數學 徐世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66 事業單位安全文化導入與促進研討會 李金泉, 嚴聖博, 許有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97 UHC論文集. 2014 UHC2014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005 公司治理: 全球觀點、臺灣體驗 葉銀華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送存冊數共計：36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能科大管理學院



9789863630036 公司治理: 個案與分析模式 葉銀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6536 微笑破解機構設計. 主管級(簡體字版) 陳正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6543 微笑破解機構設計. 工程師級(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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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1394 SQL Server 資料採礦與商業智慧: 適用SQL Server 2014/2012謝邦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81 HTML 5: The Missing Manual國際中文版 Matthew MacDonald原著; 謝欣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138 3ds Max動畫設計快速入門 邱聰倚, 姚家琦, 吳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183 iPhoto. iMovie. GarageBand&iTunes影音微日記 Tart Design原著; 陳怡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75 Learning Autodesk Maya 2014 Autodesk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282 Illustrator設計先修好上手 翁語婕, 曾慶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299 CorelDraw X7設計不設限: 平面x插畫x廣告x網頁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05 Responsive Web Design響應式網頁設計學習手冊Clarissa Peterson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12 松本行弘談程式世界的未來 松本行弘原著; Studio Tib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343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 Theresa Neil原著; 鄭巧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3381 ACA國際認證: InDesign CS6編排設計與數位排版蔡雅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411 VMware Virtual SAN管理手冊 Cormac Hogan, Duncan Epping原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428 TQC 2013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軟體應用篇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3480 CompTIA Security+ SY0-401專業認證手冊 Emmett Dulaney, Chuck Easttom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27 JAVA SE 8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58 Postfix郵件系統建置手冊 臥龍小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565 Acrobat PDF工作現場活用術 山口真弘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763 SketchUp 2014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微笑設計



9789863473770 超簡單!Autodesk 123D Design與Tinkercad 3D設計速繪美學邱聰倚, 姚家琦, 劉耀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985 Swift開發指南 關東升, 趙志榮原著; 林耕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3992 Make: 簡易的Arduino專題製作 Don Wilcher原著; 莊啟晃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12 Google Glass開發指南 BestApp工作室原著; 呂明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29 Office餐旅應用綜合實例(Word/Excel/PowerPoint) 張仁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36 PHP&MySQL&jQuery跨裝置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陳惠貞, 陳俊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50 JavaFX 8 技術手冊 黃嘉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67 Java 8 Lambdas技術手冊 Richard Warburton原著; 林信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74 AKILA魔法教室Excel 2013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81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98 電腦網路原理 范文雄, 吳進北, 盧佳君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4104 威力導演13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李燕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111 iOS 8+iPhone 6/iPad完全活用術: 260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點子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135 人像用光美學: 用光線決定風格及魅力 侯俊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210 JavaScript+jQuery Mobile+Node.js跨平臺網頁設計範例教本陳會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289 LabVIEW高階機器人教戰手冊 曾吉弘, 吳維翰, 官文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4364 啊哈!圖解演算法必學基礎 啊哈磊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371 網頁應用程式設計: 使用Node和Express Ethan Brown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388 Painter畫筆的異想世界. 2015 張秩維, 黃麗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395 C++標準庫: 學習教本與參考工具 Nicolai M. Josuttis原著; 侯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74401 ERP企業資源規劃導論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ERP中心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474425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04年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524 Excel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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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48 Visual C#與Xamarin跨平台行動App開發實戰: iOS/Android/Windows一次搞定林泰宏, 陸浩翔, 張朝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55 第一次學Excel VBA就上手 七條達弘, 渡辺健, 鍛冶優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62 速效!立即派上用場的Word素材集 TART DESIGN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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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586 Raspberry Pi 機器人自造專案 Richard Grimmett著; 曾吉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609 顧客關係管理應用與認證: 顧客關係管理助理管理師認證指定教材劉文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616 影音剪輯會聲會影X7一切搞定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623 婚紗攝影技法大揭祕: 理論x實戰x後製 趙楠, 呂莎莎, 王日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630 Swift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647 CPLD數位邏輯設計實務: 使用Quartus II及VHDL語言設計楊明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763759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劉文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74715 Word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746 Excel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楊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760 C++全方位學習 古頤榛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4784 電腦網路概論與實務 蕭文龍, 徐瑋廷作 六版 其他 1

9789863474791 Samsung GALAXY Note 4超級筆記: 最完整的S-Pen攻略Kisplay, Candice, Daphn著 其他 1

978986347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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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其他 1

9789863474814 網站滲透測試實務入門 陳明照作 其他 1

9789863474821 快快樂樂學Access 2010: 善用高效率、方便強大的資料庫管理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845 Word 2010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852 手繪透視圖麥克筆快速表現技法: 室內透視完全解題胡維哲作 其他 1

9789863474869 PowerPoint 2010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876 Office 2010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4920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Windows XP~Windows 8)林文恭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474944 快快樂樂學Office 2010: 體驗新功能高效率的雲端應用服務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3474951 快快樂樂學Excel 2010: 善用資料圖表、巨集函數的精算達人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其他 1

9789863474968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最新版) 林文恭研究室, 苑景資訊工作室作 其他 1

9789863474975 iOS 8程式設計實戰: 205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作 其他 1

978986347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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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75057 實戰數位家庭自動化: 使用Arduino Marco Schwartz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064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utoCAD 2014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125 軟體大發現Bluegriffon網頁設計: Gimp+Inkscape+Bluegriffon蘇世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149 影視後製全攻略: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Encore鄭琨鴻, 盧冠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200 TQC+電路模擬分析認證指南OrCAD16.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217 SQL Server資料採礦與商業智慧: 適用SQL Server 2014/2012謝邦昌著 其他 1

9789863475224 JavaScript+jQuery Mobile+Node.js跨平台網頁設計範例教本陳會安著 其他 1

9789863475231 跟我學Illustrator CS6一定要會的美工繪圖技巧: 適用CS6/CS5/CS4劉緻儀, 江高舉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5248 威力導演13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李燕秋作 其他 1

9789863475255 3ds Max動畫設計快速入門 邱聰倚, 姚家琦, 吳綉華作 其他 1

9789863475286 絕美網頁設計法則: 學好讓網路世界更美麗的迷人方法Jason Beaird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293 跟我學Photoshop CS6一定要會的影像處理技巧: 適用CS6/CS5/CS4郭姮劭, 何頌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5309 電腦網路原理 范文雄, 吳進北, 盧佳君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5316 超簡單!Autodesk 123D Design與Tinkercad 3D設計速繪美學邱聰倚, 姚家琦, 劉耀鴻作 其他 1

9789863475323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4年試題)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33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347 Office餐旅應用綜合實例(適用Office 2010/2013) 張仁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361 跟我學INDESIGN製作電子書完全解密: 從紙張跨入數位,開始製作第一本電子書(適用CC/CS6)郭姮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22 PHP&MySQL跨裝置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 陳惠貞,陳俊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439 JAVA SE 8 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 張志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446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4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552 跟我學 Access 2007 VBA 應用 劉緻儀, 江高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569 就這樣愛上iOS 8: 一定要會的iPhone & iPad實用功能蘋果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576 SketchUp 2014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583 Swift初學特訓班: iOS App開發快速養成與實戰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590 CPLD數位邏輯設計實務: 使用 Quartus II及VHDL語言設計楊明豐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5606 LabVIEW高階機器人教戰手冊: 打造智能與趣味兼具的機器人曾吉弘, 吳維翰, 官文絢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5637 Raspberry Pi超炫專案與完全實戰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675 跟我學Access 2007 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414640 JUPITER視窗排版系統使用手冊 英立資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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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送存冊數共計：101

滄海圖書資訊



9789869092005 產業分析: 競合與策略 林錦煌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1363 金融市場: 全球的觀點 沈中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1394 會計資訊系統: Cloud.IFRS.Big Data 柯瓊鳳, 陳專塗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61400 國際財務管理 徐俊明, 黃原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608 新莊慈惠堂2013癸巳年五朝福成圓醮志 輔仁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328 妙法蓮華經(英漢對照) 釋成觀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808 Fun 心學威力導演12影片剪輯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15 Fun 心學2014電腦故障排除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22 Fun心學2014電腦組裝與選購、維修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39 Fun心學2014我的第一部電腦: 電腦選、裝、修就是這麼簡單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46 Fun心學Windows 8.1 使用手冊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53 Fun心學Windows8.1活用100+招式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60 Fun心學Windows8.1應用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逍遙園譯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造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莊慈惠堂



9789869082877 PowerPoint 2013互動、導覽多媒體簡報設計與排練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84 PowerPoint 2013簡報廣播發佈與進階設計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891 PowerPoint 2013創意圖案與專業圖形圖表簡報設計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14 In底子_ CSS網頁設計實例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21 Excel 2013電子試算表立即上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38 Excel 2013資料處理驗證與分析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45 Excel 2013樞紐分析與圖表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52 Excel 2013 個人理財分析實例應用集錦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69 Excel 2013 職場辦公綜合實例應用集錦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76 Excel 2013 公式函數與表單、巨集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36 Adobe Flash CS6 影音動畫與iPad廣告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43 用 Adobe Photoshop CS6 學活動與行銷設計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67 用 Adobe Photoshop CS6 學創意作品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71 Word 2013 職場辦公實例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18 Word 2013 文書處理立即上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2256 勤勉+決心=成功 海濤法師編著; 雲子繪 平裝 1

9789866042263 誠実な自分でいる 海濤法師編著; Julia Chou繪 平裝 1

9789866042270 愛を心の中に 海濤法師編著; 蟲神繪 平裝 1

9789866042287 楽しさの種をまこう 海濤法師編著; 三娃繪 平裝 1

9789866042294 心からの笑顏 海濤法師編著; Stella繪 平裝 1

9789866042300 山より高い恩 海濤法師文; 孫世哲繪 平裝 1

9789866042317 豊かさへの扉を開く 海濤法師編著; 鄭仁愷繪 平裝 1

9789866042324 自分らしく生きる 海濤法師編著; 黃子紋繪 平裝 1

9789866042331 平安と幸福の分かち合い 海濤法師編著; 麻油繪 平裝 1

9789866042348 持っているものと失くしたもの 海濤法師編著; 查理宛猪繪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慈悲心文化



9789866042355 聡明を智慧に変える 海濤法師編著; 菊子繪 平裝 1

9789866042362 ありがとうを忘れずに 海濤法師編著; 萬伯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9353 有人幫、沒人幫: 晉身「人脈勝利組」的60個「黃金人脈」Tips卡茲伯特(Cuthbe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360 你要做麻糬還是豆腐: 抗壓力是你進擊人生的「心動力」霍威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2341 聖心華願. 第一輯 柯啟堂, 聖華月刊組編著 初版第四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633352 長壽與40歲之惑 橫山博美原著; 傳勝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5147 中級會計學概要 黃計逢, 陳佳宜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5154 記帳士會計學 林敬斌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078 濂溪思想的啟發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勝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意象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2105 臺南新象36特輯 吳金原主編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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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41567 新編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張芙美作 十版 平裝 1

9789575941574 新營養師精華. 五, 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 黃韶顏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575941581 新營養師精華. 二, 生化學 陳玫芬, 陳璟賢作 九版 平裝 1

9789575941598 新營養師精華. 七, 生理學 顏鈞堂作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94192 好感度No.1的網頁設計: RWD不出槌法則,網站在在任何裝置都完美呈現Nowill Ch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08 Total post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貳號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15 拍正妹100招: 模特兒POSE之卷 雷依里, 陳丹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22 拍正妹100招: 攝影師技巧練習之卷 雷依里, 陳丹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39 Android大瑩幕手機最佳玩法: 生活、娛樂、工作複合式聰明運用阿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46 修圖的極意: Photoshop+Lightroom攝影師專屬的後製領域孫曉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53 Samsung Galaxy S5 改變每一刻!你最想知道的旗鑑活用大揭密阿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60 Total Post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參號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77 這樣旅拍超有Fu: 無限遐想的性感攝影視角 詹至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84 第三方支付的真相: 如何從網路收到錢?線上開店和個人賣家都要懂的行動金流攻略陳柏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291 HTC One M8大解密!每一招都好用的極致玩家攻略Kisplay、Candice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象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匯華圖書



9789861994307 PowerPoint職場首選1000例: 剪貼直接用,讓簡報圖表動起來的範本大集合河合浩之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314 Total post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肆號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21 玩家首選!Android必裝軟體大排行300+實用限定版電腦王阿達統籌; PCuSER研究室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38 Google活用技巧大解密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45 Android手機究極活用密技200+: 活用密技&疑難破解強力攻略鄭蛋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52 10天做好APP【實作進化版】: Corona SDK跨平台遊戲開發攻略,不懂程式也沒差!魏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69 Total post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伍號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76 Samsung GALAXY Note4完全活用200技 阿祥, 3C布政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383 電獺少女的APP愛用筆記: 玩耍x 運動 x 拍照 x記錄,用手機搞定生活大小事電獺少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06 iPhone 6+iOS8達人揭密!活用玩法x問題解決究極攻略呂哲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13 EXCEL樞紐分析: 職場必學的大量數據解讀力 簡倍祥, 葛瑩, 林佩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420 阿榮福利味: 好用到爆的免費軟體大補帖 阿榮福利味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9731 理解力: 職場中比學力更受老闆喜歡的能力 鍾赫赫作 平裝 1

9789868769779 致加西亞的信 周立輝作 平裝 1

9789868811065 頸肩腰腿疼痛的自癒按摩 李博, 谷世喆作 其他 1

9789868811072 快樂心理學: 正面看世界的快樂法則 馮余墨作 平裝 1

9789868858732 10堂課,讓你開創不一樣的人生 吳正豪作 平裝 1

9789868967984 等待: 成功都需慢慢的煎熬及忍耐 王抒音作 平裝 1

9789868967991 看「加西亞的信」啟動你的執行力 阿爾伯特.哈伯德作; 周立輝譯 平裝 1

9789869037709 正向法則: 用正面看世界的快樂心理學 馮余墨作 平裝 1

9789869037716 這樣教,孩子才優秀 夏燕作 平裝 1

9789869037723 讓孩子更幸福: 好父母必須知道的50個教育細節車志勝作 平裝 1

9789869037747 3歲定80: 孩子的習慣要從小開始培養 車志勝作 平裝 1

9789869037754 教養,從父母的改變做起 潘凌傑作 平裝 1

9789869037761 放下吧!孩子才能獨立 潘凌傑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1359 MetaTrader 4黃金自動交易聖經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平裝 1

9789868871366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黃金交易術. 進階篇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平裝 1

9789868871373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 進階篇: 程式員賺錢出頭天!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平裝 1

9789868871380 外匯投資王: 外匯跟單平臺讓炒匯變簡單 Dave C, 任以能, Randy作 平裝 1

9789868871397 全民黃金戰爭. 首部曲 Dave C, 任以能作 平裝 1

9789868981782 選擇權高手30日養成術. 基礎篇 Dave C, 吳西蒙, Amber作 平裝 1

9789868981799 微跨境時代 Dave C, 廖俊傑, Michlle T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00067 和一流設計師學選材 X-knowledge監修; 曹茹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74 人體學習事典. 骨骼的功能與構造篇 山田敬喜, 肥田岳彥作; 高智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81 大女孩、小女孩的塗鴉伸展臺 納莉.雷恩作;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098 人體學習事典. 肌肉的功能與構造篇 肥田岳彥, 山田敬喜監修; 林倩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04 你的處方箋: 揮別肩膀痠痛 筒井廣明, 山口光國監修;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11 Love Baby!親手鉤織寶寶裝 朝日新聞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28 極致名宅美學 X-Knowledge Co., Ltd.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35 無師自通. vol.3, 鉛筆素描單體靜物超精解析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66 狗狗大聯盟: 玩具貴賓小學堂 加藤元監修;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59 你的處方笺: 告別腸道不適 山口トキコ監修; 高智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73 再也不怕小坪數! 澤井聖一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80 素人木作! 関根真司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197 再也不疼痛: 激痛點的伸展&按摩術 伊藤和憲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03 你的處方箋: 有效自我控制糖尿病 春日雅人監修;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楓葉社文化



9789863700210 無師自通. vol.4, 鉛筆素描組合靜物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1698 威尼斯日記 阿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35 應該相信誰 湯姆.羅柏.史密斯(Tom Rob Smith)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42 渴望 深町秋生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59 偉大的隱藏者 崔鐘勳原著; 尹嘉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66 沒有女人的男人 海明威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73 哀傷紀 鍾曉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80 浮生 詹姆士.凱因(James M. Cai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97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824303 書之美: 一個藏書者的視界 慶山, 韋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10 別再笑我缺乏意志力!: 行為科學幫你輕鬆戰勝三分鐘熱度劍持真代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27 最大的寧靜 李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542 靈魂秘笈. 2, 釋夢書: 來自異次元的一封信 玫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5566 殘酷的4G: 寬頻網路背後的戰爭 鄭延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5573 正面迎對.思考的力量 正面思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5597 連結慈悲的能量: 靈氣自然療法 王宇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14 退讓有術解紛爭: 123則調解案例剖析 陳鸞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22221 想要翻身,做期貨就對了 鄭煇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零極限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6258 證管法令全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 第十二版 精裝 1

9789866246265 稅務法令全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 第十二版 精裝 1

9789866246272 圖文並茂輕鬆"悅"財報 江美艷, IFRS專業服務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6289 臺灣人的公司治理: 我國公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巫鑫編著 第壹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303 墨視人生: 楊筱筠水墨畫集 楊筱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1229 永恆天堂的應許 藍迪.愛爾康(Randy Alcoen)著; 沈紡緞, 劉睦雄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9618 動物世界歷險記 曾夢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625 我的幸福C2: 一位中年上班族的音樂學習之旅 曾仁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1863 點金術 甘堅信(Kennth E.Hagin)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網全人關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夢元創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楊筱筠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104 簡單煮健康: 料理給最愛的人 黃郁茹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911 入雲天馬: 梁鼎銘寫馬集 梁丹美, 梁丹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4118 健康長壽其實就靠好習慣: 32位名人活到100歲的秘密吳敦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4354 廣告公仔作秀100年 梁庭嘉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452 教你讀論語 張石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5971 都市風情: 上海小校場年畫 張偉, 嚴潔瓊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716035 教你讀唐代傳奇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288 狼與天使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01 第二者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32 藝術網路行銷: 點擊中國藝術市場 陳義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49 電影皇后胡蝶與五個男人: 林雪懷、張學良、杜月笙、潘有聲、戴笠中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56 地獄之南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63 Hold住,就能淡定: 聖經智慧帶你享受人生 黃銀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70 破繭而出: 開啟新生命的五個途徑 戴東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6387 狹谷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394 迎向明天的幸福劇本: 練習擁抱生命,愛自己也愛別人蕭正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400 詞藝之美: 南瀛詞藝叢談 陳叔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417 藝術管理講義: 在美術館談管理 陳義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431 金色年代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16448 落花時節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銘畫陳列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9789865716455 欠身入座: 電影可以這樣看 李白楊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16462 傳.真跡: 十三位傳統手工職人的真誠故事 陳鈞柏, 陳柏翰, 林羽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479 夢的隕落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16486 上等兵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16 詠春拳: 歷史、思想與方法 盧文錦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65989 智囊大全集.地之卷 (明)馮夢龍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009 作文真有趣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061 狩獵者與精靈的對話 沈建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085 孫子兵法: 毛澤東智源 孫武原著; 劉俠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66092 孫子兵法: 毛澤東智源 孫武原著; 劉俠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679235 膽囊炎與膽結石 蔡樹濤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0199 神經衰弱與失眠 蔡樹濤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108 做人就是要懂厚黑學 李宗吾原典; 江東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15 古代道家帝王回春術 臥龍村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22 懂得人性必讀厚黑學 李宗吾原典; 江東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39 排除「人體垃圾」指南 納蘭, 魯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46 我是小作家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53 新編.唐詩三百首 蘅塘退士編選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160 新編.宋詞三百首 上疆村民編選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177 小作家思考力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84 小作家創造力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191 <>養生大全 曾子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14 天天都讀金剛經 明奘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21 人間妙法 圓覺經 明奘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38 2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6

新潮社



9789863166245 小作家想像力 林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52 猶太人人生密碼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69 猶太人玩轉世界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90 經穴指壓健康法 陳冠丹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306 清秀佳人安妮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313 神奇的鈣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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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5865 世界銀行與NGOs: 中止納瑪達水壩計畫中的倡議型NGO影響力段家誠著;堯嘉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889 製造低收入戶 洪伯勳作 平裝 1

9789866525896 真實烏托邦 Erik Olin Wright著; 黃克先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53709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齊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09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齊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23 財稅法題型破解 大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23 財稅法題型破解 大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92 刑法分則爭點整理 雷洛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792 刑法分則爭點整理 雷洛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15 行政法實務必考熱區 鳴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15 行政法實務必考熱區 鳴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22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22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39 國文祕笈百分百 王增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39 國文祕笈百分百 王增光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群學



9789862953846 生活、認知與中文教學 戴金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46 生活、認知與中文教學 戴金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853 公司法關鍵選擇 齊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853 公司法關鍵選擇 齊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3907 新學林分科六法: 勞動法 黃程貫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3914 行政基本六法: 法規判解輯要 李建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921 刑法概要題型破解 敏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938 刑事訴訟法概要題型破解 林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3952 證據蒐集與紛爭解決: 新民事訴訟法之理論與實務. 第二卷許士宦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53969 民法概要題型破解 揚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983 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力勵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990 憲法實務必考熱區 子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003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莫孟衡(撲吼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010 國際私法關鍵選擇 陸奕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4027 夫妻必修的法律學分 陳國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034 海商法與海洋法題型破解 晴天, 麥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041 刑法關鍵選擇 敖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4065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4072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4089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102 好父母必修的法律學分 陳國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140 領隊導遊: 法規與試題解析: 實務二別冊 李承峻, 游勇訓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8110 完全考證日本戰國合戰實相 五稜郭工作室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27 漫步江戶風情 中村宣夫作;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34 機動戰士鋼彈00 1st機械設定資料集 河合宏之作; hantai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4

楓樹林



9789865688141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20, 長兵器篇 Harvey J. S. Withers作; 王心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58 圖解古羅馬軍團武器、防具、戰術大全 竹之內大輔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65 機動戰士鋼彈00 2nd機械設定資料集 雙葉社作; Hantai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72 日本戰國九大名將的城郭與戰役 五稜郭工作室;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189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21, 短兵器篇 托比亞斯, 凱普威爾作; 羅家如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895 Jing Si Aphorisms. Volume Three Shih Cheng Yen作 其他 1

9789869107501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四年,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7525 用心祝福 林幸惠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07532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四年, 冬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7549 Fragrance of a filial Heart: The Master Tells Stories 3 (Comic book edition)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283 人世間: 蕭耀華作品集 蕭耀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283 人世間: 蕭耀華作品集 蕭耀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856 為什麼猴子不需要戴眼鏡? : 街頭智慧與讀書智慧的思考術盧希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887 千元滾錢術: 權證這樣做多才會賺 潘俊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894 教你搞懂經濟: 熱門財經辭彙500 于趾琴總編輯 增訂2版 平裝 1

9789869053808 黃日燦看併購. II, 臺灣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 黃日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815 flyinV我挺,你做得到!群眾募資: 30個成功個案的15個關鍵袐訣flyingV, 經濟日報記者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中文期刊部



9789869053822 戴勝益的故事人生 戴勝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3884 霹靂布袋戲創新學: 從上戲到上櫃的文創路 邱正生, 鄭秋霜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5965 消失的魔法 大衛.麥基(David Mckee)文.圖; 宋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270 爺爺的櫻花道 劉清彥作; 曹俊彥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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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9638 Happy together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645 Love together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669 恩賜配置事工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683 門徒學校指南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782 一粒微塵萬種神恩 殷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799 再生產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9911 微光中跳舞 理查.史汀斯(Richard Stearns), 瑞妮.史汀斯(Renee' Stearns)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067 歷險 艾隆.貝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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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1703 管理學術與教學應用專刊. 2014 陳皇曄等十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6089 消防英雄119 許惠雅作; 楊永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096 茶之禮.花之道: 童心品茶薰花香 吳心心責任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6119 孩子王&大玩伴 游文璇作; 吳慧芬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慈濟技術學院行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道聲



9789865726126 童話大師的故事 凃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40 媽媽教我的事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57 那年的暑假 曾多聞作; 肥咪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64 熱愛成語的波麗士 游文瑾作; 楊永建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11905 易經挨星學 徐芹庭[作]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811912 易經挨星學 徐芹庭, 徐耀環[作] 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656 啟行: 四川人文教育服務成果集. 2014年 何縕琪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25649 藝術人才培育專輯. 美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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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8988 手殘也能變大廚,快速少油料理祕技 ㄚ曼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5005 正妹真會妝!從素人變美人的無敵正妹妝 陳佩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5043 每天3分鐘!彈力帶瘦身: 美國權威醫師教你綁著就會瘦!謝宗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5050 韓國部落客女王PONY's閃亮亮百搭搶眼妝: 韓系搶眼妝白金版!連藝人也要學的彩妝聖經朴惠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5067 韓國超人氣NO.1彩妝術: 韓系咬唇妝 朴美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附屬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



9789868945074 100%漂亮牙齒這樣來: 從小看好牙,矯正要趁早,一口好牙咬到80歲!黃立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7657 馬甲線女神張婷媗の6分鐘瘦一身!全民快慢瘦身操!張婷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5081 偷學韓國少女天團: 超完美彩妝祕技 琇景, 蕣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5098 史上第一本!塑身女皇鄭多燕魔瘦彈力帶 鄭多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08 肚子1週少1吋!驚人の毛巾骨盤座 福辻銳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15 自然瘦: 每天3分鐘早餐喝果汁!驚人的順腸效果!2個月瘦13公斤岡田明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22 青花魚教練1對1到府授課! 4週練出巧克力腹肌!崔誠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039 淋巴代謝瘦全身 謝宗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46 伸展決定你的胖瘦! 兼子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53 激瘦骨盤座: 一周縮肚10公分! 福辻銳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60 Cheers!葡萄酒,你喝對了嗎?63個初學者最想問的葡萄酒常識!李庭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77 史上最強整型級彩妝術 日本S cawall美妝編輯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84 連有氧天王教練潘若迪狂推!神奇3秒鐘!QQ彈力繩讓你不痠不痛、筋全鬆!藏本理枝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2091 百變造型編髮術 日本S cawaii美髮編輯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3966 韓語詞法.句型與新韓檢閱讀.寫作寶典 王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044 英文片語寶典 季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051 領隊導遊考試全科總整理: 法規必考題庫850題+觀光常識一問一答1800問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051 領隊導遊考試全科總整理: 法規必考題庫850題+觀光常識一問一答1800問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075 一考就上! 新日檢N4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082 信不信由你: 一週開口說義大利語 林玉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099 詩詞賞會樂樂樂 傅萬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105 泰國導遊教你的旅遊萬用句 李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112 我的第一堂法語課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Mandy HSIEH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129 跟日本人學道地日語!: Tomoko的生活繪日記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136 蜘蛛網式學習法: 12小時韓語發音、單字、會話,一次搞定!盧開朗, 潘治婷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瑞蘭國際



9789865639167 蜘蛛網式學習法: 12小時法語發音、單字、會話,一本搞定!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Mandy HSIEH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198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法語 陳媛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8513 鬆勁之要: 微觀思變與突圍 邱思瑋, 陳思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520 東方視覺: 霍剛 邱思瑋, 陳思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43741 材料力學: 系統剖析 林冠丞作 三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3350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保健食品概論 陳彥甫, 劉純君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73350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保健食品概論 陳彥甫, 劉純君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73367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李柏憲, 黃大維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8973367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李柏憲, 黃大維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307 禮頌 劉志明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輔大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數位科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夢十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1880 橘色善念: 銀髮族智慧生活國際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3陳國珍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97345 橘色善念: 銀髮族智慧生活國際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4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1576 橘色善念: 銀髮族休閒時尚國際設計工作營 陳國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5922 惠明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5939 視多重障礙族群之主題教學指南: 這是一本給視多重障礙族群學生家長與教師的教導手冊. 102惠明盲校視障部, 視多重障礙部教師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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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66238 弟子規 平裝 1

9789868666290 常禮舉要 李炳南編 平裝 1

9789868930186 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 (隋)天臺智者大師撰疏; (宋)四明沙門知禮述鈔 精裝 1

9789869029902 雪公師訓集錦 平裝 1

9789869029919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 智溫居士擷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906 國小美勞教育 林淑銀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應美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惠明盲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0309 富美宮導覽手冊 王志文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8813 拓宇奮進行者專輯 陳阿緞, 莊富文, 林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9910 「大墩園」農產料理經典美饌蔬食料理食譜 陳秀蓉執行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66568 寮下徐老師賭令分你揣 徐登志編註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8266575 徐老師教童謠 徐登志輯註 平裝 1

9789868266582 大甲河之聲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一: 中臺灣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集徐登志, 賴建宇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73452 啄木鳥愛打洞 露西.卡森(Luck Cousins)作; 蘇瑞琴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469 波波的創意塗鴉書 露西.卡森(Lucy Cousins)作 精裝 1

9789866273476 米格魯大冒險 威廉.畢(William Bee)圖.文; 邦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483 跑太快的斑馬 珍妮.戴斯蒙(Jenni Desmond)圖.文; 邦妮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地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下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嗣雍齋國學社



9789866273490 演奏小提琴的人 凱西.史汀森(Kathy Stinson)文; 杜桑.派翠席克(Dusan Petricic)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506 貝貝的奇妙換裝書 安.居特曼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圖; 東和子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8603 在復健的路上,與你同行: 精神疾病復健手冊 邱鈴綺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8908 JCI-CCPC實戰經驗 孫茂勝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8915 JCI-CCPC實戰經驗(簡體字版) 孫茂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8922 簡樸的幸福時光: 彰基海外醫行記 劉青山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0314 臺文筆會年刊. 2014 林裕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8166 金剛經講義 江味農居士著; 覺有情出版社新脩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08173 傳家寶典新譯(了凡四訓、感應篇、陰騭文合刊)袁了凡, 佚名, 周安士原著; 思尼子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08180 精進佛七專輯 煮雲上人著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了凡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彰縣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基督教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文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鹿東基督教醫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704 三林港的百年風華 康原等撰文; 洪紳富, 陳彩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2440 音樂殿堂中的巨匠 蕭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8322 游藝墨痕: 彰化縣游藝雅集書學會臺韓書法交流展. 二0一四李憲專, 王榮凱, 陳惠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508 幻境花園: 臺北文創大樓公共藝術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 胡氏藝術有限公司編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503 日出奇岩社區報20年彙編 吳慧瑜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29510 主婦的力量: 奇岩社協自主行動20年 臺北市奇岩社區發展協會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4628 建中文選. 一0三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文創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奇岩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游藝雅集書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805 周道協會第一屆周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14周道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2083 大陸臺商合同訂定與履行的法律竅門 李永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2090 大陸臺商貿易人資案例與預防對策 蕭新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3400 50個大陸海關實務案例解析 李仁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3417 臺商在大陸投資常見糾紛實務解析 李仁祥, 畢祖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3424 大陸臺商應認識的稅務問題與風險 陳彥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0622 樂活養生餐點: 健康呷百二 徐近平, 陳麗如合著 平裝 2

9789869060639 咖住你心啡比尋嚐: 臺北市精品咖啡師評定紀實. 2014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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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6335 別讓謊言唬住了: 94篇看透人心的經典寓言故事李志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42 新肌美顏術: 中醫師推薦的168款天然面膜 劉正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59 圖解人體百科全書 常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66 就是要你瘦!史上最強116種三合一燃脂法 i-beauty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73 專屬你的潮色計: 300個居家配色好創意,運用色彩美學,混搭時尚家居馮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380 小屋變大房,格局破解魔法書 Best Hous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進出口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周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5015 臺灣賞蝶365春夏 林春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5022 臺灣賞蝶365秋冬 林春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1124 合唱無設限: 華人合唱音樂創作曲集. III 任真慧等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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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3158 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四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40584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40607 國際貿易實務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208829 基本電學實習(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2014版 曾才榮, 李敏揚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0638 餐旅概論: 職業學校餐旅群. 2014版 旗立餐旅研究室, 李亮生, 陳源宏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645 基本電學(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李文源, 盧正川,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0669 計算機概論(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2014版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746772 電子學實習(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乙版 楊明豐, 王儒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683 餐旅服務(職業學校餐旅群). 乙版 謝美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690 餐旅服務(職業學校餐旅群). 2014版 謝美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室內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商管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綠世界工作室



9789865940713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四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40805 商業概論(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2014版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935 基本電學實習(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2014版 曾才榮, 李敏揚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942 基本電學(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2014版 李文源, 盧正川,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40973 計算機概論. B(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生活領域). 2014版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0997 經濟學: 隨堂樂易通 高翠玲, 郭敏如, 蔡惠琦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007 Office 2010綜合應用 旗立研究室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3850021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 Windows XP Fedora core 12適用春安工作室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94318 高中物理精華題庫全記錄. 高二上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325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題庫: 地理 楊偉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94332 高中物理精華題庫全紀. 高二下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349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地理. 2 楊偉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608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593畢業四十週年紀念冊 范德全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4889 臺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4第三十八屆 簡榮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第11屆同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臺北擎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396 斷金: 簽下高額保單的終極密碼 許雪霞, 許炳煌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13901 飛向星星的天堂 西絲亞作; 愛芷繪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113925 飛不動的小魔女 梁小栗作; 秦儀繪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113932 愛莉娜的魔法盒 倪雪作; 蔡蕙憶繪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113963 幸福魔法廚房 王華作; C駱駝繪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113970 小裁縫的閃亮魔法派對 陳靜瑜作; 秦儀繪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707057 人魚公主的禮物 艾薇思作; 小奈繪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707088 態度決定高度 王軍雲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7101 消失的王冠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黑野人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163 遲到大王胖嘟嘟 月亮喵喵作; 古依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170 女王的生日禮物 夏小木作; 螢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187 為愛找一個家 洪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194 星星王國的許願卡 王珈恩作; 曉君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6103 陸龜蒙辭賦研究 張夢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110 徐寅律賦研究 方靜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83509 驚人の4小時快速睡眠法 讓你迅速恢復體力 高田明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演色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9789862283554 300個破案解謎遊戲 漢宇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2915 別笑!我是泰語學習書 李炳度作 其他 1

9789867103062 漫畫三國志 守屋洋主編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103086 漫畫三國志 守屋洋主編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103079 漫畫三國志 守屋洋主編 再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02479 世界上最棒的哥哥 烏爾夫.尼爾森(Ulf Nilsson)文; 艾娃.艾瑞克森(Eva Eriksson)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2585 青蛙探長和小狗探員. 4, 飛行鯨魚和時光機 哲也文; 阿尼默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660 地震與文明的糾纏: 從神話到科學,以及防震工程穆森(Roger Musson)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117 繁星之河 林珮恩(Grace Lin)著.繪; 張子樟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599 小船，向前走! 蘭朵.狄.席夫(Randall De Seve)撰文; 羅倫.隆(Loren Long)繪圖; 郭恩惠翻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3933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121 我愛讀地球的故事 艾比蓋兒.惠特利(Abigail Wheatley)作; 桑娜.曼德(Sanna Mander)繪; 陳致元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183 星光下的戰馬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張毓如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82 意外的貴人: 一個旅館人的驚奇之旅 蘇國垚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4398 環遊世界找找看: 世界九大古蹟 法國阿歇特編輯部作; 杰哈爾.傑合勒(Gerald Guerlais)繪; 予晴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503 臺灣老樹旅行 張蕙芬撰文; 潘智敏攝影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510 企鵝與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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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4527 誰會勝選?誰能凍蒜?: 預知政治版圖,讓民調數字告訴你洪永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534 人 彼得.史比爾文.圖; 陳雅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541 營養聖戰40年 劉惠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558 香蕉從哪裡來? 伊澤尚子作; 及川賢治繪; 郭玲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565 潘人木作品精選集 潘人木作; 應鳳凰編選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589 艾莉的誇張人生 艾麗․布洛許文.圖; 陳逸如,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602 木偶師 蘿拉.愛米.舒麗茲(Laura Amy Schlitz)著; 林立仁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619 開心聊天,教出好孩子: 把握教養黃金期,親子溝通零阻礙陳姝伶, 余怡菁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4626 教出這樣的好孩子: 幼教博士陳姝伶的媽媽經 陳姝伶, 余怡菁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4664 盒內思考 德魯.博依(Drew Boyd), 傑科布.高登柏格(Jacob Goldenberg)合著; 黃煜文, 鄭乃甄合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671 食物哪裡來?: 美食旅行團出發! 亞哥斯提諾.特萊尼(Agostino Traini)文.圖; 黃珮玲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688 正念療癒,告別疼痛: 找回身心平衡的八週靜心練習丹尼.潘曼(Danny Penman), 維達瑪拉.博許(Vidyamala Burch)合著; 韓沁林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695 賺錢力 : 影響你未來二十年的謀生關鍵 大前研一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718 智慧科技: 推動大智移雲時代的利器 凱利三世(John E. Kelly III), 哈姆(Syeve Hamm)著; 陳以禮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725 動手做幾何 黃敏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794 古典其實並不遠: 中國經典小說的25堂課 廖玉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197 教出創造力: 未來競爭的起跑點 遠見編輯部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487 我的故宮欣賞書 林世仁編撰; Barkley, 黃祈嘉插畫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487 我的故宮欣賞書 林世仁編撰; Barkley, 黃祈嘉插畫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494 現代文明的批判: 剖析人類未來的困境 許倬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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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3205913 宇宙覺士: 顧老師的禪教室 溫曼英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913 宇宙覺士: 顧老師的禪教室 溫曼英著 第一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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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6002 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育(簡體字版) 洪蘭, 蔡穎卿著 平裝 1

9789863206033 超從容時間管理術(簡體字版) 吳淡如著 平裝 1

9789863206057 快樂親子廚房. 3, 我的拿手好麵包 大出裕香子圖; 梶晶子食譜.監修; 葉韋利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071 吃對全食物(簡體字版) 陳月卿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06088 小兔子去草原 岩村和朗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095 小兔子和牛阿姨 岩村和朗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101 小兔子學孵蛋 岩村和朗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118 謝謝你,美洲豹 艾倫.拉賓諾維茨(Alan Rabinowitz); 簡美麟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125 我的老師是怪獸!(不,我不是!)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文.圖; 劉清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132 大嘴巴百貨公司 施宜新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231 四個願望 施宜新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6248 我種了高麗菜 陳麗雅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255 好多好多船 布萊恩.畢格斯(Brian Biggs)文.圖; 江坤山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262 MIT最打動人心的溝通課 艾德.夏恩(Edgar H. Schein)著; 徐仕美, 鄭煥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279 金融與美好社會 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著; 林麗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286 Get Lucky!助你好運: 九個心理習慣,讓你用小改變創造大運氣劉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293 破解竇加: 凝視繁華的孤寂者 蔣勳作 第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206309 左派商學院: 以人為本,勇於創新求異 溫肇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316 傅佩榮.經典講座: 老子: 在虛靜中覺悟人生智慧傅佩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323 傅佩榮.經典講座: 孟子: 浩然正氣與成功人生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06330 江賢二作品. I: 1964-2014 江賢二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347 江賢二作品. II: 紙上作品.雕塑.地景藝術 江賢二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354 身體的問題,腸知道!: 趕走惱人脹氣、便秘、掉髮、過敏、憂鬱、慢性疲勞、免疫失調與身體大小毛病羅蘋.庫特坎(Robynne Chutkan)著; 錢基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361 墨漬鎮謎團. 2, 失蹤女孩在哪裡?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賽斯(Seth)繪;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378 人生雙重奏: 11場跨界世代對談 中國時報編輯部製作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385 大斷電 馬克.艾斯伯格(Marc Elsberg)著; 黃秀如譯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06392 大斷電 馬克.艾斯伯格(Marc Elsberg)著; 黃秀如譯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06415 孔子: 追求人的完美典範 傅佩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22 莊子: 以自在之心開發無限潛能 傅佩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39 關鍵決策: 劉兆玄內閣的關鍵478天 楊艾俐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446 高思在雲: 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 朱雲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60 老花眼公主的青春花園 廖玉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77 走進弟弟山 林芳萍著; 謝祖華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0468 理財力,從小就要教: 10堂課讓孩子擁有正確金錢觀,一生富足大衛.藍西(Dave Ramsey), 蕾巧.克魯茲(Rachel Cruze)著; 穆思婕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84 圍牆上的夏天 巴特.慕亞特(Bart Moeyaert)作; 林敏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84 圍牆上的夏天 巴特.慕亞特(Bart Moeyaert)作; 林敏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491 二號教室的一年 凱文.漢克斯(Kevin Henkes)著; 陳佳琳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07 大爆炸式創新: 在更好、更便宜的世界中成功競爭賴瑞.唐斯(Larry Downes), 保羅.努恩思(Paul Nunes)著; 羅耀宗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21 神奇酷科學. 14, 改變世界的電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538 神奇酷科學. 13, 無所不能的能量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545 地圖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文.圖; 陳致元, 蔡菁芳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52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5, 螳螂的私密生活 黃仕傑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69 穿布鞋的馬雲: 阿里巴巴成功的27個關鍵時刻 王利芬, 李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76 美少女祕密成長日記 瑪雅.范.瓦格能(Maya Van Wagenen)著; 方淑惠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583 無麩質飲食,讓你不生病!: 揭開小麥、碳水化合物、糖傷腦又傷身的驚人真相大衛.博瑪特(David Perlmutter);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590 高EQ領導力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作; 陳佳伶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606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 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葛尼奇(Uri Gneezy), 李斯特(John A. List)合著; 齊若蘭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613 快樂, 一直都在: 改變心靈模式,由內而外找回自在圓滿嘉旺竹巴法王(His Holiness the Gyalwang Drukpa)著; 王振威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620 love HOME Mariの黑白收納練習 Mari著; 廖詩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637 君子之道 余秋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644 歡樂哲學課 張明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675 如果這樣,會怎樣?: 胡思亂想的搞怪趣問正經認真的科學妙答蘭德爾.門羅(Randall Munroe)原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682 休息的技術: 成功人生的ON/OFF充電指南 西多昌規著; 駱香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699 海假髮奇航 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文; 莎拉.麥肯泰兒(Sarah Mclntyre)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05 誠: 董陽孜移動中的雕塑 董陽孜著; 齊怡, 郭瑋克整理採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729 大前研一教你立刻交涉成功的商用英語 大前研一監修; 江裕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36 用點心學校. 6, 神氣白米飯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43 沒有圍牆的醫院: 壢新改寫臺灣醫療史 林芝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50 極品美學: 書法. 崑曲. 普洱茶 余秋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67 魔電聯盟. 4, 攔截獵龍行動 理查.保羅.伊凡斯著; 陳信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781 五斗米靠腰: 職場這樣活 馬克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811 記得牢,想得到,用得出來: 記憶力、理解力、創造力的躍進術凱瑞(Benedict Carey)著; 楊玉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842 原始人飲食: 吃基因需要的食物 崎谷博征著; 莊雅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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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7742 哈佛教你行銷策略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等作; 吳佩玲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5

送存冊數共計：100

<>全球繁體中文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009 徵婚啟事(二十五週年紀念版) 陳玉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016 浮士德博士 托瑪斯.曼(Thomas Mann)著; 彭淮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7530 民族學家的京都導覽: 從地理、歷史、居民性格到語言梅棹忠夫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691 世界鐵道歷史200年: 從蒸汽火車到高速鐵路 法蘭科.塔內(Franco Tanel)著; 李宗義, 許雅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714 雪花的快樂: 徐志摩詩文集 徐志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721 巴黎No.1烹飪教室的甜點教科書: 102個終生受用的烘焙技法X50道必學的法式經典廚神坊作; 李淑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738 不是胡說八道的山野怪談: 爬山露營、釣魚打獵,到處都有讓人毛骨悚然的怪事!李嘉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745 一看就懂地理百科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7752 鐵道。旅人繪 吳昭明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769 一看就懂臺灣文化: 認識臺灣民俗文化的第一本書(全民悅讀)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317 法藏比丘的非思不可 釋法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3123 奼紫嫣紅: 解花語: 林永明工筆花鳥選 林永明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192 Beauty微寫真: 夢幻湖畔遇見精靈般的少女 Howard Chen, Cool作.攝影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73208 Beauty微寫真: 夢幻湖畔遇見精靈般的少女 Howard Chen, Cool作.攝影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僧伽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011 教孩子，別人搶不走的優勢 張德齡, 林琮盛作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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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042 關鍵15歲: 我的未來不是夢 許玲瑋執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7059 35歲起,預約退休存摺 彭杏珠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7059 35歲起,預約退休存摺 彭杏珠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7035 豐收「嘉」園: 人文城市的隱形冠軍 陳俊文等文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7073 賴桑的千年之約: 「臺灣樹王」30年耗費20億元,種下30萬棵樹陳芳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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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3989 服裝設計聖經: 從1000件服裝設計,窺探服裝設計師的設計觀崔西.費茲傑羅(Tracy Fitzgerald), 艾莉絲.泰勒(Alison Taylor)合著; 朱耘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30054 戀戀幸福: 婚俗必備寶典 幸福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30078 超實用彩虹圈編織秘笈: 編織小物好容易!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30085 第一堂拼布課: 收錄拼布圖譜和運用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092 廚房好養生 周承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108 80歲的博士教你如何吃更長壽 蘇青森, 程安琪, 郭月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115 暢遊義大利 孫奇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122 暢遊日本 百程旅行網<>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139 媽媽的心意湯譜 黃楚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153 治癒系羊毛氈小物: 口金包+鑰匙套DIY好簡單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91261 食．慾．戀 Akru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旗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867026 小女孩的摺紙遊戲 Cochae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33 世界富豪成功之鑰 東尼.野中著; 陳禹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40 糕點基礎事典 Akemi Komatsuzaki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57 魔法黏土世界 岡田瞳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64 排毒瘦身湯 植木桃子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71 趣味摺紙玩具 Misa Imai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88 生活便利小撇步Best500 主婦之友社編; 王曉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095 萬病有效的薑料理 大庭英子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01 童話紙偶劇場 Misa Imai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18 擬真摺紙 福井久男作; 王曉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125 狗狗的教養&快樂訓練法 戶田美由紀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1129 我長大以後 余治瑩文; Smar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36 熊爸爸打怪物 余治瑩文; Smar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43 玩具熊不見了 余治瑩文; Smar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50 酷酷熊交朋友 余治瑩文; Smar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235 跳舞吧!小雅 派翠西亞.李.高區(Partrick Lee Gauch)文; 市川里美圖; 姚文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259 我們的大地 莫麗.邦(Molly Bang)文.圖; 林芳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41 追逐夢想的男孩: 查爾斯.狄更斯 黛博拉.霍金森(Deborah Hopkinson)文; 約翰.亨德里克斯(John Hendrix)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58 殼斗村的麵包店 中屋美和作;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65 空中的飛船 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作; 李瑾倫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89 拉封丹寓言 莫里斯.波特. 蒙維爾圖; 吳愉萱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96 喜歡塗鴉的男孩: 蘇斯博士的童年故事 凱薩琳.克魯爾(Kathlen Krull)文; 露.范契爾(Lou Fancher), 史蒂夫, 強森(Steve Johnson)圖; 謝維玲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維京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欣文化



9789865811402 小烏鴉汪汪 栗田伸子文; 多田治良圖; 游蕾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57 你愛我,我也愛你! 蘿拉.達斯卡作; 凱倫.凱斯勒繪; 郭恩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64 殼斗村的警察叔叔 中屋美和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64 殼斗村的警察叔叔 中屋美和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88 哪裡不一樣 大森裕子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95 你是誰? 大森裕子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501 奇怪的臉 大森裕子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525 掀開帽子 tupera tupera作; 陳珊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532 水果躲貓貓 tupera tupera作; 陳珊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549 蔬菜躲貓貓 tupera tupera作; 陳珊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570 恐怖紅蘿蔔 艾倫.雷諾茲(Aron Reynolds)文; 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48 瑪莉莎的章魚和其他不適當的寵物 夏洛蒂.沃克(Charlotte Voake)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5811648 瑪莉莎的章魚和其他不適當的寵物 夏洛蒂.沃克(Charlotte Voake)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55 古老的民間傳說故事: 從前從前,老虎和貓其實是......大島英太郎文.圖; 張桂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62 嘟嘟~水果列車出發! 林良文; 鄭明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79 小雀鳥亨利 艾歷克斯.迪肯(Alexis Deacon)文; 薇薇安.史瓦茲(Viviane Schwarz)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86 來玩形狀遊戲! 漢娜.巴托蘭文; 安東尼.布朗圖; 余治瑩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693 海象在哪裡? 史蒂芬.塞維居(Stephen Savag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09 害羞的長頸鹿 貝絲.布瑞肯(Beth Bracken)文; 珍妮佛.貝爾(Jennifer Bell)圖; 謝靜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09 害羞的長頸鹿 貝絲.布瑞肯(Beth Bracken)文; 珍妮佛.貝爾(Jennifer Bell)圖; 謝靜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23 小兔卜啾 凱瑟琳.貝特比作;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23 小兔卜啾 凱瑟琳.貝特比作;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30 各種各樣的情緒: 感覺大書 瑪莉.霍夫曼文; 蘿絲.阿思契佛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30 各種各樣的情緒: 感覺大書 瑪莉.霍夫曼文; 蘿絲.阿思契佛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47 騎士胡比 米娜.麥克瑪斯特, 優阿西姆.弗里德里希作; 菲利西塔斯.霍爾斯特薛佛插畫; 賴雅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47 騎士胡比 米娜.麥克瑪斯特, 優阿西姆.弗里德里希作; 菲利西塔斯.霍爾斯特薛佛插畫; 賴雅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54 動物園驚奇大發現 臺灣麥克編輯部文; 曹哲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11761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元宵節 王早早文; 石子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78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春節 王早早文; 李劍, 沈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85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立春節 王早早文; 黃馳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792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春龍節 王早早文; 蝗蟲肚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08 咦?是誰呢? 越野民雄文; 高晶純圖; 陳珊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22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臘八節 王早早文; 蝗蟲肚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39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灶王節 王早早文; 芝麻醬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46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冬至節 王早早文; 黃馳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60 變身吧!太空人 鄭昌勳文; 盧仁慶圖; 張琪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77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清明節 王早早文; 王書音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8252 非選BOOK: 不可不選的統測非選寶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2723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多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2730 花語工坊. 番外篇 日京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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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25044 Q&A二部曲 蔡柏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144 大學正解 趙澤厚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林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人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9

遠東



9789869113151 大學正解 趙澤厚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6655 面具下的人性 杜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662 翻轉人生,從零開始 阿爾伯特.哈伯德著; 曾金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679 操縱術 盧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686 生活放輕鬆 黃明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693 破窗效應 王國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709 20幾歲預備起: 不要再叫我小朋友 最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716 猶太人商腦筋 双人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723 三分鐘熱屁股 最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730 快樂痛苦都是一天 Tony Chu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08 下一個就是你: 哈佛商訓告訴你如何成為商業界的菁英杜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15 月子的美學 莊淑旂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6546822 贏家之道: 負責 長勝吾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39 完美是一種可怕的力量 榴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46 這種事,不必老闆交待 麥迪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46853 可以裝乖,但別真乖 双人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60 不再是一個人了 隋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77 給自己一點空間 馮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84 等一下,看看別人怎麼做 謝高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891 從Zero到Hero的致富筆記 榴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907 堅持下去: 只差一點點,你就成功 O.S. Marden著; 嘉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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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南市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種籽文化



9789869107907 臺南市大臺南生命線協會三十週年紀念年誌: 承擔與傳承魏季美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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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4418 渡海: 吉貝耍神話傳說繪本 段洪坤作; 段欣余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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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9317 瀛海潮 戴彣瑾, 周庭安, 沈佳蒨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4616 N3聽力.完全上手 張紅濤, 阿倍麻里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556910 巴黎 JTB Publishing Inc.作; 精英編輯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成大醫學系校友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270911 金士傑劇本 金士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844 四分之三的香港: 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 劉克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568 地圖藝術實驗室: 52個與旅行、地圖、想像力有關的創意練習吉兒.貝瑞(Jill K. Berry), 琳頓.邁奈麗(Linden McNeilly)著; 李佳霖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96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220 迷宮.逍遙遊 潘皇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37 臺灣風情畫 潘皇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44 茶山舞: 單簧管六重奏 張昊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51 梅山之舞: 銅管五重奏 張昊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68 木管五重奏(op.92) 徐松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75 木管五重奏(op.108) 徐松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82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潘皇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299 我的不老主張: 12位熱情生活的長者故事 蘇惠昭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05 戴安老師教你畫禪繞. 進階篇(圓磚) 戴安老師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12 明治日本: 含苞初綻新時代、新女性 茂呂美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29 找到自己內在的光: 22位身心靈導師洞見生命的覺醒之旅凱蒂.基汀(Keidi Keating); 吳幸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36 歷史守護者: 黑色魔物 戴米恩.迪本(Damian Dibben)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50 烹調記憶: 做一道家常菜 須文蔚, 郭怡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67 分崩離析 奇努瓦.阿契貝(Chinua Achebe)著; 黃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74 休日手帳: 180度改變人生的52個假日提案 佐藤傳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81 美國回得了亞洲嗎?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398 紀錄亞洲 游惠貞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404 大清時報. 二部曲, 開創盛世(西元一六八四年-一七九五年)黃榮郎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411 遙測個人時代: 如何運用大數據算出來,全面改變你的人生派翠克.塔克(Patrick Tucker); 王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428 公事包裡不要放衛生紙: 從A到A+的職場禮儀聖經茱蒂斯.博曼(Judith Bowman)著; 呂佩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435 學校是我們的. 4, 致命地帶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442 神奇的簡老師對應處理法: 讓你告別痠痛天天筋鬆快簡綉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5459 舒解壓力 自己就是關鍵 保羅.麥肯納(Paul Mckenna)作; 胡洲賢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5466 大膽起步: 在工作中展現自我,創造耀眼的自己 南.羅素(Nan S. Russell);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473 嗨!你好 近藤薰美子文.圖;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480 孩子,你的敏感我都懂(增訂版) Elaine N. Aron著; 丁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5497 這就是我來到這世界的理由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著; 李靜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3275503 創業家的英雄之旅: 以人為本的創新創業管理 邱于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503 創業家的英雄之旅: 以人為本的創新創業管理 邱于芸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5510 創新的機緣與流變 溫肇東著 初板 平裝 1

9789573275510 創新的機緣與流變 溫肇東著 初板 平裝 2

9789573275527 讓你的敵人都相信你: 一天五分鐘,全方位拷貝華人首富李嘉誠的成功腦袋張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534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的管理聖經 黃德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541 匱乏經濟學: 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森迪爾.穆蘭納珊(Sendhil Mullainathan), 埃爾達.夏菲爾(Eldar Shafir); 謝樹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558 人間逆旅: 吳豐山回憶錄 吳豐山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3275558 人間逆旅: 吳豐山回憶錄 吳豐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565 長友式體幹核心訓練 長友佑都著; 葉東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5572 365個初心體驗的一年: 每天做一件新鮮事,我的生命充滿驚喜與活力露安坎恩(Lu Ann Cahn)作; 張思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589 眠月之山: 一個紐西蘭父親的臺灣尋子奇緣 費爾.車諾高夫斯基(Phil Tchernegovski), 何英傑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596 我是驚嘆號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湯姆.利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619 董事長養生內功 江國政, 魏巧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5626 學校是我們的. 5, 最後的盟友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633 愛問小姐的118個愛情提問 陳孝忠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664 格雷的畫像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吳孟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671 自然怪咖生活週記 黃一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688 靜心舒壓曼陀羅著色畫 艾爾貝塔.赫金森(Alberta Hutchinson)著;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01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小倉廣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18 誰發現了美洲?: 美洲人起源未被傳述的歷史 孟席斯(Gavin Menzies), 伊恩.哈德森(Ian Hudson)作; 洪山高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25 找一條回家的路 洪仲清, 李郁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32 記錄你的每一天: 不論好心情、壞心情,都是美好的一天朵蘿.奧特曼(Doro Ottermann)著; 林柏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749 波西傑克森: 希臘天神報告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5770 行者思之 張思之口述; 孫國棟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87 吃出好腦力: 只要三步驟,輕鬆提升記憶力,增睡眠品質,身體變得更健康尼爾柏納德(Neal D. Barnard)著; 李穎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794 正方形的鄉愁 阮義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5800 牆的另一邊 洛虹絲.富吉耶文; 伊莎貝拉.佳莉葉圖; 楊雯珺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309 瘻管的醫生,照顧瘻管的一生: 低能量遠紅外線照射療法傅甄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7000 英華初綻. 第二集, 一樹開兩花: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英詩選讀班創作集. 2012年陳瑞山, 李美玲主編 平裝 1

9789865897031 慕徵時論選集 呂清培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5897079 英華初綻. 第三集, 文坊萌思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2013年英詩選讀班作 平裝 1

9789865897086 高雄. 英文盡遊 謝作偉主編 平裝 1

9789865897093 運籌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高瑞鍾, 李勝祥編著 平裝 1

9789865897116 花男と腐女子: 新造語から見えるもの 黃愛玲著 平裝 1

9789865897130 新金融法- 案例式 陳國義著 平裝 1

9789865897147 琳園: 林文欽教授榮退學術論文集 欽欽家族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104 單字高手1200. 1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111 單字高手1200. 2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128 單字高手1200. 3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135 閱讀測驗. 1 榜首英語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142 克漏字測驗. 1 榜首英語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69

遠紅外線醫學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1919 鋼琴彈唱伴奏 吳欣儒作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611926 鋼琴彈唱伴奏 吳欣儒作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611933 如何學習鋼琴彈唱伴奏 吳欣儒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6611940 吉他和弦終極訓練. 2015 蔡文展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6611957 基礎吉他訓練. 一 蔡文展作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0548 公立機關學校差旅費相關法規釋例彙編.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版陳榮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524 那些年,我們都用錯的日語會話 李宣沃, 鄭京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548 那些年,我們都用錯的日語單字 李東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896 傳承與飛揚: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50年校史: 民國54年至103年(1965-2014)張忠良等編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919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黃鈴池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應用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5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榮茂書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36282 歡迎光臨 葉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36299 愛三部曲 黃劍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0406 黎明角聲 張哈拿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60095 臺灣不見了!: 部落的故事部落自己演 羅斌, 周奕君主編; Robin Ruizendaal, Kim Siebert英文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7860101 臺灣不見了!: 部落的故事部落自己演. 2 羅斌, 周奕君主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41496 模組化植生構造系統之應用系列研究 黃文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1502 建築構造系統木質複合構法之系列研究 黃文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1519 建築構造系統複合構法之灰色決策研究 黃文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8919 豬隻人工授精和胚胎 郭有海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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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精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領航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



9789868879515 亂中求序: 九宮格投資法 吳博欽, 潘聖潔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66611 贏家終極密技: 不傳之秘 陳信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628 金鎗不倒的田老大: 臺股實戰風雲錄 猛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6642 作線軌跡の探索: 主控盤架構實戰兵法 黃肇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666 我用操作寫歷史 林治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673 實戰臺股可轉債: 主力大戶私房投資賺錢術 蕭啟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680 股期必勝14訣 林謨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697 活用底部技術分析: 逮住長線大波段的起點 賴宣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2212 金曲龍虎榜. 12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930 XML程式寫作隨身筆記 藍國桐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107 任漢平草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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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資訊計算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精彩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豪記影視唱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30605 任何人都做得到!頭痛.肩膀僵硬․脖子酸痛 解決上半身歪斜 打造健康體質 200%基本技巧酒井慎太郎文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612 芽苗菜,遠離農藥自己種 林美慧, 陳明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629 印度家庭私房料理 張瑢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636 NHK 教你 季節時蔬好健康 天天美味降三高 今泉久美, 中村丁次, 關根雄二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667 超省錢!!美味澎湃請客菜 柚子,郎月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728 聰明減鹽 血壓一定降! 今泉久美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53984 印度數學：史上最強超速暗算 印度數學研究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042 傾聽的聲音: 世代的幸福辛苦學 辛正根著; 楊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059 神棋士: 棋盤上的生存遊戲.圍棋的基本規則與如何提吃李世乭作; 黃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54066 神棋士: 棋盤上的生存遊戲.有效率的圍地方法 李世乭作; 黃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54073 神棋士: 棋盤上的生存遊戲.如何連結和阻擋棋子李世乭作; 黃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54080 神棋士: 棋盤上的生存遊戲.攻擊棋子的要領 李世乭作; 黃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54097 歷史王: 瘋狂哲學 藝英作; 申載煥, 鄭東浩繪; 李欣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103 歷史王: 鋼鐵軍事 藝英作; 申載煥, 鄭東浩繪; 李欣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110 歷史王: 魔法科學 藝英作; 申載煥, 鄭東浩繪; 李欣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205 一生一定要認識的女性領袖50人 金德永, 孫世演文; 金德永圖; 林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670 潘及的紐約Happy go 中一製作小組圖.文;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127 我是現代哥倫布 卡米圖書工作室編撰; 劉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134 我是現代諸葛亮 卡米圖書工作室編撰; 香蕉旅人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爾雅

臺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漢湘文化



9789576395475 阿鏜閒話: 一位音樂人談音樂.文學.中醫.家庭教育黃輔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482 世紀吹鼓吹: 網路世代詩人選 蘇紹連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05 悅讀琦君.筆燦麒麟 蕭蕭, 羅文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12 臺灣生態詩 白靈, 蕭蕭, 羅文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29 天堂與地獄 丘穎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36 隱地及其出版事業研究 陳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03 哭廟 楊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10 散文隱地: 隱地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 林雪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27 老子這樣說: 從<>看「為我思想」 梅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34 千年畫緣 姚白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41 王鼎鈞書話 隱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58 我的詩沒有蜂蜜 薛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65 荊棘裡的亮光: <>編輯檯的故事 封德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65 荊棘裡的亮光: <>編輯檯的故事 封德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72 滿江紅 姚白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89 越界後,眾聲喧嘩: 北美文學新視界 姚嘉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796 詩路 林明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02 小說大夢: 「年度文選」再會 隱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19 出版圈圈夢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19 出版圈圈夢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26 早起的頭髮 向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909200 尋聲記: 我的黑膠時代 李志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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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909477 離蝶最近的遠方: 遠行、攝影與詩的越界 張日郡作.攝影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1

遠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82868 楊上峰作品及創作理念: 屈/從的張力 楊上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0387 美國隊長: 英雄甦醒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0684 冰雪奇緣: 姊妹情深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691 汽車總動員: 終極酷車圖鑑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707 冰雪奇緣: 幸福雪寶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714 Marvel英雄勵志集. 3, 正義與責任 Marvel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844 小猴和小兔的壞習慣 Mike Lockett作; 米仁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30851 大英雄天團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936 大英雄天團 前傳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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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470 TANET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2012 TANET 2012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784 鬧設計: 銘傳大學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 第32期銘傳大學第32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學生圖.文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冊數共計：4

舞陽美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鳴嵐國際智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5324 在愛深處 費道明(Marie-Dominique Philippe)著; 沁風, 潘貞璇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065 一生奉獻 派翠克.葛拉西亞與克莉絲汀娜之友慈善機構編輯; 金毓瑋神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065 一生奉獻 派翠克.葛拉西亞與克莉絲汀娜之友慈善機構編輯; 金毓瑋神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08 夕曛省思信德路 徐岳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15 體驗聖言深入主懷 房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15 體驗聖言深入主懷 房志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8100 Stage 8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Stage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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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6356 躲在我腦中的陌生人: 誰在幫我們選擇、決策?誰操縱我們愛戀、生氣,甚至抓狂?大衛.伊葛門(David Eaglema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43 管理就像一齣戲: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導演教你,完美扮演領導者,激發團隊創造力皮爾斯.易本生(Piers Ibbotson)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50 佛陀教你: 練習遺忘,記憶幸福的訣竅: 丟掉不想要的,找回平靜從容的記憶術蘇曼那沙拉(Alubomulle Sumanasara)著; 卓惠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67 圖解東洋醫學: 60帖中醫保健處方×60種常用中藥材×人體經穴圖完全公開仙頭正四郎監修;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74 神祕打字員 蘇珊.林道爾作; 吳碩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81 編劇之路: 世界級金獎編劇告訴你好劇本是怎麼煉成的提姆.葛爾森(Tim Grierson)著; 黃政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198 ZERRO零: 世界記號大全 松田行正著; 黃碧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671204 英雄的頓挫學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11 疊韻: 讓邊界消失,一場哲學家與舞蹈家的思辨之旅尚-路克.南希(Jean-Luc Nancy), 瑪蒂德.莫尼葉(Mathilde Monier)作; 郭亮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28 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林侑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235 犯規心理學: 一個德國社會觀察家的違規探索筆記安雅.普菲察(Anja Pfältzer)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42 本土論述. 2013-2014: 本土意識與公民社會 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新力量網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59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伊迪斯.漢米爾頓(Edith Hamilton); 余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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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獅



9789865671303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伊迪斯.漢米爾頓(Edith Hamilton); 余淑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266 對決 大衛.巴達西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73 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 費南多.薩巴特(Fernando Savater)著; 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80 色彩大神: 教你每天都用得上的色彩心理學 PawPaw Poroduction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297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墨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310 致命伊波拉 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327 房市泡沫來了!我該逃命,還是逢低搶進?: 大崩盤時代買屋租屋的險中求勝術Dolin66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341 上流法則 亞莫爾.托歐斯作; 謝孟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358 O嬢 波琳.雷亞居(Pauline Reage)著; 邱瑞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365 當信任崩壞: 密碼學專家告訴你,如何面對社會中的貪婪與背叛,防範信任機制的全球大失靈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2345 只要「擺動」與「旋轉」!一週見證奇蹟: 藤美惠子的1分鐘美腿祕技斉藤美恵子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420 SQL Server 2012: 商業智慧2.0 尹相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055 租屋．幸福起家進行式 金東賢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932 歷經千次動盪,才能成為大人: 致後青春--為求生存而吶喊的大人們金蘭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994 書店時光: 感受知識的氣息,探索人文薈萃的夢想殿堂清水玲奈著; 何姵儀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740009 成為讓部屬願意追隨的上司: 51個帶人先帶心的領導力岩田松雄著; 劉滌昭譯 首版 平裝 1

9789865740115 份量剛剛好,美味即時上桌: 84道!小確幸的Home caf'e單盤料理永倉以千壽著; 黃薇嬪, 李婉如, 林韋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122 出走曼谷,美好旅行提案100。 IRe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177 幸福便當人生 阿部直美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0269 日日便當手帖 ; 由217道日常美味，進化的83款便當提案南垠朱著; 張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399 成為讓上司絕對託付的部屬 岩田松雄著; 劉滌昭,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405 松浦弥太郎のHello、Bonjour、你好: 學習三種外國語,成就全球化人生松浦彌太郎著; 許明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481 天然手作餅乾 林愛娟作; 張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566 風格咖啡館的圓夢故事 悅知編輯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580 媽媽牌創意遊戲117種 金姝延作; 草滾滾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精誠資訊



9789865740610 1000 IDEAS OF LAYOUT DESIGN設計就該這麼好玩!版型1000圖解書櫻井和枝等著; 馮筱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27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配色1000圖解書 櫻井和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34 創意的企圖: 全球知名商品背後的絕讚點子 趙賢景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58 為了更自由自在,20歲就應該捨棄的50件事 四角大輔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65 貓在江湖: 這些年,貓教我的事 簡佩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72 下班後的美味人生 戀戀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89 來吃蛋吧!經典蛋料理帖 孫晟熙作; 張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696 簡報禪: 透過設計,讓演講更深植人心 Garr Reynolds著; 張國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02 給天蠍座的你: 活得自由、擁有自我的31個方法鏡リュウヅ著; 李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19 給射手座的你: 活得自由、擁有自我的31個方法鏡リュウヅ著; 卓文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26 給天秤座的你: 活得自由、擁有自我的31個方法鏡リュウヅ著; 李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33 50歲前,不做會後悔的100件事 榊原節子作; 李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40 在家煮食,在家吃飯 May著; 張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57 藤原克也攝影之道.2,沖繩限定 藤原克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64 家的十二味 郭曉英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71 我們不被求婚的101個理由 Jane Su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88 給摩羯座的你: 活得自由、擁有自我的31個方法鏡リュウヅ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795 給雙魚座的你: 活得自由、擁有自我的31個方法鏡リュウヅ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01 給水瓶座的你: 活得自由、擁有自我的31個方法鏡リュウジ著; 林韋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18 史上最強! 隔間圖鑑300 The House著; 王莉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25 幸福洋菓子: 東京甜點主廚的馬卡龍筆記 菅又亮輔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56 書店時光: 走進世界最美的書店,見證閱讀現場的文藝復興清水玲奈著; 何姵儀譯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740863 零秒思考力: 全世界最簡單的腦力鍛鍊 赤羽雄二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70 色鉛筆塗鴉遊戲. 2 徐汝珍著; 草滾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887 其實,你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千田琢哉著; 楊明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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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送存冊數共計：40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9789869138000 慧光集. 61, 四聖諦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000 慧光集. 61, 四聖諦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200 遠塵山房畫集: 謝麗美作品 花.傳統山水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217 遠塵山房畫集: 謝麗美作品 嬉遊山水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18 琢玉集. 二,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師生作品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師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2883 警世末劫 護國九天宮忠孝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6107 戀戀塔羅牌 吳尚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99646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10109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應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塵藝文空間



9789863510192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10413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201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13049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2585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13681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1380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711 術皇 半醉遊子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2776 赫氏門徒 冷鑽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12783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1321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12905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99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008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3841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039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3476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51401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1419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13513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3520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3537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3544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551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3568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3575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3582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96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14077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4572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408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4121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99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237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48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98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275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497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961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978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01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28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47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005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299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14305 庶女鳴凰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4312 庶女鳴凰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4329 庶女鳴凰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718 庶女鳴凰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4725 庶女鳴凰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732 庶女鳴凰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374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4381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4398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404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4893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5425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5586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4527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886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067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633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640 仙界霸權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043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5050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5661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4657 帝龍 三眼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671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15074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15081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1547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15784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15166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5517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5647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019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173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6125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520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5500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600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5371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51538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580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06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6286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29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539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579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07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6323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33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6026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6033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6354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5401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685 督主太妖孽 糖耳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5692 督主太妖孽 糖耳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6606 督主太妖孽 糖耳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6613 督主太妖孽 糖耳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937 赫氏門徒 冷鑽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16163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6170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415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910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6248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6453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7061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625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1646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1647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1692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16507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6521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6514 終極學霸 張君寶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6729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7139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7504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6736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712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723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682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7115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7511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752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696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7146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7337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7016 豔與天齊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517023 豔與天齊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517030 豔與天齊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517047 豔與天齊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517290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51745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1762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18044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17467 術皇 半醉遊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7474 星雲彼岸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7948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7481 帝霸星空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7580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811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843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11245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7597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808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79951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799529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7818 夫貴榮華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3517832 夫貴榮華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3517825 夫貴榮華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3517856 夫貴榮華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卷五 1

9789863517863 夫貴榮華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卷六 1

9789863517849 夫貴榮華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3517870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8372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11252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8310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853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832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11351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2799581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515678 人皇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856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857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004 色計.設計 朱珮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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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送存冊數共計：167

精點印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颺科技



9789869161503 金金與小熊 陳安儀作; 施昭羽繪 平裝 1

9789869161510 金金與小熊發現動物之旅 湯金鳳作; 施昭羽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609 我們祝福的源頭: 以色列 劉代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9647 真實的悔改 劉代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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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6842 福慧集. 四,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52062 聖賢歌 龍大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424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554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456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4578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4592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486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554615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837 不朽神瞳 風舞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820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639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89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榮耀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福嚴精舍



9789863554905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4943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4950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4967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4974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301 神陸 夜色訪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4929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332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555001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3555018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3554752 血!!魔導 暮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776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063 猛男公寓 鳳烯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875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4721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094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4653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4738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745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4530 天氣娘 るい・たま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4547 來自異世界的清水島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384 來自異世界的清水島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339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677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4684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5315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5322 怒斬星空 虎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4707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124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346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353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4769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568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4790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483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5490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4936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452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4998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981 聖皇 綠之法皇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5414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278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5032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5100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5261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5049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544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551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056 這不是所謂的變相聯誼嗎?上仙!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5087 老婆是萌系漫畫家 こげどんぼ*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11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55528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55529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55530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555131 世紀末神話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148 世紀末神話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797 世紀末神話 土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155 囂張跋扈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162 囂張跋扈 鐵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834 囂張跋扈 鐵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179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186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810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827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193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209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773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780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216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230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247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5957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223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5254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766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5759 霸世劍皇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5377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5360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5391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407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988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5421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469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5476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5506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3555575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582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5599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5605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5612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5629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5636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5643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5650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5872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5889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5667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5674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5681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5698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704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728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5919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5711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5735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5742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55896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55858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90667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3767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7413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6008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02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556053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6077 囂張跋扈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084 囂張跋扈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091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107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6206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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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7309 馳毫醉墨: 中國書法學會第卅五次會員展專輯 沈榮槐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2597 「這青春」: 蔡淑惠刺繡複合裝置計畫 蔡淑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5801 WE!我們.Women: Talking about: 14個女性朋友們之間的內心對談吳研儀, 曾鈺涓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5818 乳房: 複合媒材展. 2015 吳妍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9568 爸媽的說話術: 怎麼說?孩子才會聽!: 德國教養指南揚烏韋.洛格(Jan-Uwe Rogge), 安潔莉卡.巴特拉姆(Angelika Bart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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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6708 儒學學術論文集. 2014 莊佳筠, 林裕翔, 盧麗珊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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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孔子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大哥大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131

臺灣-中國書法學會



9789574317561 從新聞人到企業家: 儒商: 蔡實鼎傳: 美國太平洋旅館集團創辦人傳奇的一生蔡實鼎述; 劉開平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8636 比較宗教學 釋聖嚴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4319466 比較宗教學 釋聖嚴編著 十版 精裝 1

9789574320240 TLI六十史話: 漢教之父: 何景賢口述歷史 何景賢口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7408 國際天線與傳播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臺灣天線工程師學會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9217 認識史前臺灣 何顯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401 用阿母的話來演講 謝清美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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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7648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四屆 吳昱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7165 休閒農場服務品質認證專書. 2015: 收錄臺灣49家通過認證休閒農場游文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世界臺灣語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天線工程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古文明研究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58391 喜樂莊. 案卷二, 石中玉 蒔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811 皇帝聖印戰記. 1, 虹之魔女希露卡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0835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火燒新埼玉 Bradley Bond, Philip Ninj@Morzez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1702 幼女戰記. 1, Deus lo vult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1719 魔劍的愛莉絲貝兒 赤松中學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180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2594 東方大小姐的S女教室 非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2150 身為男高中生兼當紅輕小說作家的我,正被年紀比我小且從事聲優工作的女同學掐住脖子. 1, Time to play時雨沢惠一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2259 再說一次我願意: 原創小說 陳碧真原創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273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10.5 鴨志田一作; 一二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280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10, 於是,兔子投身煉獄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587 三萌主義 B.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600 黃泉坡 逸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617 無用神力兄弟會 鑽石咖啡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624 0能者九条湊 葉山透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2631 尋覓眼中的妳 入間人間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648 巷弄間的妖怪們: 綾櫛小巷加納裱褙店 行田尚希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655 三日間的幸福 三秋縋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662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679 情色漫畫老師. 2, 妹妹和世上最有趣的小說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686 F1黎明的少女與終焉的騎士 糸森環作; 呂旭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709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2716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2723 偶像總愛被吐嘈!. 10, 後製錄音 サイトーマサト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2730 魔劍的愛莉絲貝兒 赤松中學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9789863662747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25, and then after that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754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2761 S.I.R.E.N.次世代新生物統合研究特區 細音啟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778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2785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662792 惡魔高校DxD. 17, 教師研習的女武神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808 神不在的星期天 入江君人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2815 BACCANO!大騷動!. 1932 Summer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822 死神大人與四位女友 巣山真原作; CHuN(Friendly Land)漫畫; 蔚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839 聖魔之血 吉田直原作; 九条キヨ漫畫; Mio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62846 機動戰士鋼彈桑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大佐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2853 GUNNERS槍械異戰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860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2877 黑鷺屍體宅配便spin-off: 松崗國男退魔紀實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884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891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にいと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907 青澀泳痕 竹宮ゆゆこ原作; カスカベアキラ漫畫; 波波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2914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一葵さやか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2921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茶菓山しん太漫畫; Yoshi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938 恥勇傳!! たくじTAKUJI作; Hikaw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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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662952 京都新旅行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969 十王一妃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2976 雪色吐息 綾崎隼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983 送行者: 溫暖又笨拙的送行人們 御堂彰彥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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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3003 冰結鏡界的伊甸. 13, 樂園現奏: 伊甸和音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010 我與她互為奴僕的主從契約 なめこ印作; 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027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6303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3, 妳被召喚囉,達克妮絲小姐。曉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041 我的勇者 葵せきな作; 忠哥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065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4, 古都內亂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307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089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3096 絕對雙刃. 6, 風與焰與雷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102 記錄的地平線. 8, 雲雀們的展翅 橙乃ままれ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157 驚爆危機ANOTHER 大黑尚人作; 賀東招二原案.監修;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3195 異褲星人大作戰 為三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218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3225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232 La Loquera血弒 宗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249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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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366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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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3270 F級的暴君. 2, 天才的華麗暴虐 御影瑛路作; 張信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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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3663317 花之都古! TYPE-MOON原作; 桐嶋たける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324 科學化學症候群 吉川英朗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331 黑鷺屍體宅配便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63348 ISUCA依絲卡 高橋脩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3386 狐狸惡魔與黑色魔導書 橘由宇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393 Fate/Zero 黑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雌鳥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409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3416 天降之物 水無月すう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66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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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3430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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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66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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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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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663515 太喜歡哥哥到想對他喵喵撒嬌卻無法坦率的兄控妹妹オオハマイコ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522 蘿黛的後宮玩具 葉賀ユエ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3539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守姬武士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546 小小魔法使響 麻枝准原作; 依澄れい漫畫;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553 小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3560 魔劍姬! 武田弘光漫畫;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3577 放學後的青春片段 五十嵐藍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584 蠻不講理的戀愛關係 大矢和美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591 守護貓娘緋鞠處女畫集 的良みらん作; 九流譯 平裝 1

9789863663607 童話之心 Chiy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14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21 好民宿不藏私66間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38 3分鐘體幹力!腹肌得來速: 戴Hero祖雄回家,隨地操出子彈肌Hero戴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45 BIRD+鳥相隨 Er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52 翠羽 AixKira初畫集 AixKir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69 當戀愛成為交易的時候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676 星際美男聯萌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3683 巷弄間的妖怪們. 2, 綾櫛小巷加納裱褙店 行田尚希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690 我成了校園怪談的原因 小川晴央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713 Amis,私底下: 南陽照射甜寫真 Ami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720 艦隊Collection: 鶴翼之絆 內田弘樹作; 黃永定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192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角川GAMES原作; COMPTIQ編輯部編輯; 尊師K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208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角川GAMES原作; COMPTIQ編輯部編輯; 尊師K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314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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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07

送存冊數共計：108

臺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9789869074629 柏莊詩草 藥帖: 丘先甲 、丘逢甲、丘念台遺墨彙集丘秀芷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6327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九輯 林伯修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80597 悄悄話 克莉絲.凱爾莉(Chrissie Keighery)著; 黃琪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627 你不知道你很棒嗎? 呂行撰文; 林柏廷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634 冬冬愛蓋章,咚! 乾榮里子文; 西村敏雄圖; 朱燕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658 戰火下的小花 黛伯拉.艾理斯(Deborah Ellis)作; 鄒嘉容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0696 魔術師的傳奇 柯南.道爾原著; 林鍾隆改寫; 陳敏捷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702 黑蛇紳士 柯南.道爾原著; 王夢梅改寫; 陳敏捷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719 土人的毒箭 柯南.道爾原著; 林鍾隆改寫; 陳敏捷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726 亞森.羅蘋傳奇之金字塔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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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0733 野貓軍團開火車 工藤紀子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14325 卡片戰鬥!!先導者 伊藤彰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438 肉食上司的掠奪遊戲 砂床あい原作; 麻生海漫畫; 袀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445 品嚐處男的滋味吧 伊藤柚乃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551 豪華郵輪之戀 水上ルイ作; Niwa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5568 花與兔子 嘉島ちあき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612 就是喜歡戴眼鏡的你! 北沢きよう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9789863315629 我們無法結婚 鷹丘志成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643 調情系戀人 天咲吉実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5667 惡之間奏曲: 「惡之娘」世界大公開 悪ノ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674 無限聖劍: 沒有極限的拯救者 にのまえおゆむ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698 歐吉胖: 歐吉桑胖達 タダエツコ, Q-Lia股份有限公司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04 未完少女洛夫克萊夫特 黑史郎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711 金女友銀女友還是普通女友? 田尾典丈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5827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5834 戀愛暴君 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5841 這樣的戀愛如何? 一城れもん原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858 黑薔薇水菜的BL講座 桑原水菜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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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315889 吉石駕到 李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5896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15919 九郎 篡奪之執行者 橘ぱん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40 創意無界!優秀設計人思維大不同 宇野昇平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57 創造人生的夥伴 松浦彌太郎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5964 讓旅人駐足的世界車站建築 X-Knowledge Co., Ltd.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22 在鄉間與你相戀 白桃ノリコ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46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6053 卡片戰鬥!!先導者 伊藤彰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6060 奇幻不思議!揭開傳說中亞人種的神祕面紗 密田憲孝, TEAS事務所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77 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 三浦紫苑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084 喵嗚: 我是暖心系擬真羊毛氈小貓 佐藤法雪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107 呆萌無敵!柴犬MARU 小野慎二郎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114 漫畫家構圖設計: BL KISS姿勢集 新書館Dear+編輯部監修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16138 經典義大利料理大全 今井壽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37 我的完美男友 藤河るり作;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44 抖S男友的養成方法 みめもと水風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51 only you,only 麻生ミシ晃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68 戰鬥與記憶. 甦醒及最後希望篇 東山和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275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6282 三眼神童(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6305 新.料理仙姬 菊地正太著;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6367 劍與魔法與學園 佐山操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74 請對我微笑 市川けい原作; 小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381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16473 TOMICA小汽車大集合. 2015 (股)TAKARA TOMY, (有)ARMIK著; 李巧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80 全球最值得造訪的設計博物館 暮澤剛巳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497 完全掌握各行各業潛規則: 行銷人員必備知識集高嶋ちほ子作; 黃于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03 閒聊的魔法: 掌握讓對方卸下心防的關鍵15秒 中谷彰宏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10 漫畫家構圖設計: 性感男臀繪畫技法 チカライ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27 保存版!萬用醬汁事典 川上文代著;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41 東京×鎌倉×關西: 跟著繪本去旅行 玄光社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58 日本20大名店創意料理&飲品197道 旭屋出版編著;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65 達人級萬用攻心術: 看透人心x識破謊言x遠離詐騙!澀谷昌三著; 西川拓漫畫;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6596 狂牛風暴 相場英雄著;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37373 時間序列分析: 總體經濟與財務金融之應用 陳旭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37403 商用微積分 楊精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37489 e世代華文辭典 蔣勳, 張招祥, 彭壽寧主編 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4837670 現代商用微積分 楊精松, 莊紹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37687 中華通史 張玉法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37694 MATLAB application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Chyi-Tsong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837717 經濟學(精簡本) 謝振環著 六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臺灣東華



9789574837724 高等會計學(IFRS版) 鄧淑珠著 三版增修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7816 離散數學 鍾國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38011 積體電路製程設計、佈局規劃及測試 葉文冠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028 網路安全: 原理與實務 呂沐錡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035 中級會計學(IFRS版) 徐惠慈著 4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4838042 管理101 袁正綱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059 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 蔣勳著 4版 平裝 1

9789574838066 通關實務與法規 林清和著 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723 與社會相約: 喝咖啡品社企: 社會企業咖啡館活動實錄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17 sup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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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7711 私募股權基金入門: PE的第一堂課 黃日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4229 揮灑四海黃衫軍衣衣不捨兄弟情 衣思訓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243 海外參展成功祕訣: 英語溝通+外貿知識 劉國棟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6354250 燈滅起跑: 賽車主播羅賓的快意人生 龔懷主口述: 盧彬齊撰稿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304 曲艾玲的A咖養成記: Follow me!美國大學,get it! 曲艾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18 時尚舞臺的二十面鏡子 林永慈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25 日本職棒入門聖經 李承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32 潔西卡艾芭的真實生活 潔西卡艾芭(Jessica Alba)著; 劉品均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知識庫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6436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2014 馬芳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0200 科技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Chris Sp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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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9846 當代客家文學. 2014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0128 Viva Graphic: 海報三國志國際邀請展 林俊良專輯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800 紡織材料與科技原理 姚興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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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報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科技藝術學會



9789862802090 朗文iBT托福應考勝經: 聽力測驗 李智燕作; 鄧昊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2802113 高中英語聽力A級分. 進階篇 馮景照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137 國民小學English(student book)(B版) Francoise S. Raunet, Alisha Horvath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02151 國民小學英語Fly High(student book)(C版) Joan Quick, Michelle Huang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02182 朗文國中英語聽力大會考 廖品眉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802205 朗文國中英語聽力大會考 廖品眉作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2802236 朗文英文商業書信&電子郵件寫作技巧與範例 雪麗.泰勒(Shirley Taylor)著; 林麗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250 朗文英文翻譯與作文指引 馮景照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02267 Kids21(student book). 3 Pearson Taiw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49620 Kids 21(student book) Pearson Taiwan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49699 Kids 21(student book) Pearson Taiwan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00126 朗文英文商業書信&電子郵件寫作技巧與範例 雪麗.泰勒(Shirley Taylor)著; 林麗冠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800829 朗文英文構詞字典: 字首.字尾.字根總匯 陳明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01178 朗文英文片語精選: 詳解英文介系詞和介副詞 陳明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1383 Travel on Yi-Sheng Lin著 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801390 Travel on Yi-Sheng Lin著 1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802397 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intermediate course: listening and readingLin Lougheed[作] 其他 1

9789862802441 朗文進階閱讀100篇 Jeff Hammons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802458 朗文中級閱讀100篇 Meezen Eglen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02465 朗文基礎閱讀100篇 Ken Methold, Heather Joners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802472 朗文新多益金色認證教室 齊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489 Kids21(student book). 1 臺灣培生編輯部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02496 國民小學English(student book)(B版) Alisha Horvath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802502 國民小學English(student book)(B版) Alisha Horvath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802519 國民小學英語Fly High(student book)(C版) Jason Buddo, 謝璿蓁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02526 國民小學英語Fly High(student book)(C版) Jason Buddo, 謝璿蓁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02533 國中英語文法通 朗文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02540 朗文全民英檢關鍵文法教室: 18堂精修課程 馮景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564 Kids 21(student book) Pearson Taiwan編輯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02588 朗文全民英檢致勝寶典: 主題式單字與片語. 初級朗文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595 朗文全民英檢致勝寶典: 必備句型與解題公式. 中級陳明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601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初級聽力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649 基礎社會研究法: 質化與量化取向 W. Lawrence Neuman著; 陳榮政主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700 朗文全民英檢致勝寶典: 必備句型與解題公式. 初級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755 朗文聽會話學單字 朗文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2762 朗文國中英語看圖寫作. 基礎篇 謝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779 朗文國中英語看圖寫作. 進階篇 謝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786 朗文全民英檢致勝寶典: 解構與主題式單字. 中級鄧靜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793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初級閱讀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809 朗文新多益應考高手. 閱讀測驗篇 Jason Buddo, 謝璿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816 朗文新多益應考高手. 聽力測驗篇 Jason Buddo, 謝璿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854 Wells New TOEIC Series: Advanced Lin Lougheed[作] 其他 1

9789862800683 光電子學 S. O. Kasap原著; 張炳章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1994 國際金融 Joseph P. Daniels, David D. Van Hoose作; 李隆生譯 平裝 1

9789862802861 人力資源管理 Gary Dessler原著; 李慶芳等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2878 工程經濟 Chan S. Park原著; 邱垂昱, 馮炳勳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885 離散數學 Ralph P. Grimaldi原著; 吳世弘譯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892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Kenneth C. Laudon, Jane P. Laudon原著; 游張松主編; 陳文生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34514 好吃,真好吃! 施政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521 叮叮咚咚,來唱歌 王秋香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712 哇哇大哭 瀨名惠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4729 不要!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4736 生氣的貓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4743 襪子不見了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8

臺灣麥克



9789862034750 亂糟糟 瀨名惠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4835 我的五種感覺 阿麗奇(Aliki Brandenberg)文.圖; 傅玉茹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842 毛毛蟲變蝴蝶 黛博拉.赫黎曼(Deborah Heiligman)作; 芭理.韋斯曼(Bari Weissman)繪圖; 郭妙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859 我長大了! 阿麗奇(Aliki Brandenberg)文.圖; 鄒佳琪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866 到處都有聲音 溫蒂.菲佛(Wendy Pfeffer)作; 荷莉.凱勒(Holly Keller)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873 海星 伊蒂絲.柴契爾.赫德(Edith Thacher Hurd)作; 羅賓.布瑞克曼(Robin Brickman)繪圖; 王玲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880 大腳印,小腳印 米莉森特.E.塞爾山姆(Millicent Selsam)作; 瑪琳.希爾.唐納利(Marlene Hill Donnelly)繪圖; 郭妙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897 空氣就在你身邊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約翰.歐布萊恩(John O'Brien)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03 什麼是生物? 凱瑟琳.韋德納.佐依費爾德(Kathleen Weidner)作; 娜汀.柏納德.韋斯科特(Nadine Bernard Westcott)繪圖; 郭妙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89 我們都需要睡覺 保羅.蕭華(Paul Showers)作; 溫蒂.華森(Wendy Watson)繪圖; 余國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996 動物如何保護寶寶? 瑪麗.安.費雪(Mary Ann Fraser)文.圖; 郭妙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09 為什麼會有影子? 柯萊德.羅伯特.布拉(Clyde Robert Bulla)作; 瓊.歐塔尼(June Otani)繪圖; 鄒佳琪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16 誰住在殼裡? 凱瑟琳.韋德納.佐依費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feld)作; 海倫.K.戴維(Helen K Davies)繪圖; 余國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23 種子怎麼生長? 海蓮娜.J.喬登(Helene Jordan Waddell)作; 蘿莉塔.克魯平斯基(Loretta Krupinski)繪圖; 王玲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30 當一條魚是什麼感覺? 溫蒂.菲佛(Wendy Pleffer)作; 荷莉.凱勒(Holly Keller)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47 下雪了! 福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荷利.凱勒(Holly Keller)繪圖; 余國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54 一窩鳥蛋 普莉西拉.貝爾茲.詹金斯(Priscilla Belz Jenkins)作; 莉西.洛克威爾(Lizzy Rockwell)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85 誰吃誰?食物鏈與食物網 派翠西亞.勞伯(Partrick G. Lauber)作; 荷莉.凱勒(Holly Keller)繪圖; 謝維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092 高山是怎麼形成的? 凱瑟琳.韋德納.佐依費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 feld)作; 詹姆斯.葛拉漢.海爾(James Grahan Hale)繪圖; 蔣育荏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08 開燈、關燈 梅爾文.博格(Melvin Berger)作; 卡洛琳.蔻蘿(Carolyn Croll)繪圖; 王玲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15 為什麼會有春夏秋冬?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麥可.雷克斯(Michael Rex)繪圖; 龐中培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22 動物的偽裝 卡洛琳.奧圖(Carolyn B. Otto)作; 梅根.洛伊德(Megan Lloyd)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39 滿天都是小星星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費莉西雅.龐德(Felicia Bond)繪圖; 鄒佳琪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46 地震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梅根.洛伊德(Megan Lloyd)繪圖; 龐中培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53 國際太空站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楚.凱利(True Kelley)繪圖; 龐中培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60 固體、液體和氣體 凱瑟琳.韋德納.佐依費爾德(Kathleen Weidner Zoeh feld)作; 保羅.梅索(Paul Meisel)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77 垃圾到哪裡去了? 保羅.蕭華(Paul Showers)作; 蘭迪.朱寧(Randy Chewning)繪圖; 余國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84 葉子為什麼會變色? 貝琪.梅斯楚(Belsy Maestro)作; 蘿莉塔.克魯平斯基(Loretta Krupinski)繪圖; 謝維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191 挖掘恐龍 阿麗奇(Aliki Brandenberg)作; 龐中培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07 磁力哪裡來?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楚.凱利(True Kelley)繪圖; 龐中培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14 太陽: 離我們最近的恆星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愛德華.米勒(Edward Miller III)繪圖; 黃奕婷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21 閃電、打雷、轟隆轟隆!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楚.凱利(True Kelley)繪圖; 王玲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38 太陽系的行星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凱文.歐麥利(Kevin O'Malley)繪圖; 龐中培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45 為什麼會打噴嚏、發抖、打嗝、打呵欠? 梅爾文.博格(Melvin Berger)作; 保羅.梅索(Paul Meisel)繪圖; 王玲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52 白天的光,晚上的光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史黛絲.舒攸特(Stacy Schuett)繪圖; 余國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69 鳥如何遷徙? 蘿瑪.甘斯(Roma Gans)作; 保羅.米羅佳(Paul Mirocha)繪圖; 龐中培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76 一起去撿石頭! 蘿瑪.甘斯(Roma Gans)作; 荷莉.凱勒(Holly Keller)繪圖; 蔣育荏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83 病菌害我生病! 梅爾文.博格(Melvin Berger)作; 瑪麗蓮.海芙納(Marylin Hafner)繪圖; 王玲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290 和樹做朋友 派翠西亞.勞伯(Patricia G. Lauber)著; 荷莉.凱勒(Holly Keller)繪圖; 郭妙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306 下雨了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詹姆斯.葛拉漢.海爾(James Grahan Hale)繪圖; 蔣育荏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313 月的變化 富蘭克林.M.布蘭萊(Franklyn M Branley)作; 芭芭拉, 艾德.安柏利(Ed Emberly)繪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368 周遊三國魏晉南北朝 小蒔作; 朱科夫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382 解讀隋唐 葛玉丹文; 趙俊程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405 我長大了 陳麗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436 神奇的交通工具 羅伯.洛伊德.瓊斯文; 史戴弗諾.陶格奈提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566 品味元代 小蒔文; 胡舒勇, 陸嘉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672 偷偷看一下 動物的家 席夢娜.迪米崔(Anna Milbourne)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689 走訪大明 周婧景文; 朱科夫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719 大腦開發的祕密: 寶寶視覺遊戲布書 張琪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726 洗澡真開心寶寶洗澡書 張琪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733 有沙沙聲音的寶寶視覺感官布書 張琪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832 探祕清朝 葛玉丹, 鄭旭穎文; 胡舒勇, 陸嘉偉, 趙俊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863 環遊世界城市之旅: 跟著柏尼和小班去探險 伊娃.希施帕洛瓦(Iva Sisperova)作; 凱特瑞娜.西卡多瓦(Katerina Hikadova)等繪;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894 彩繪成語故事 余治瑩總編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5900 彩繪成語故事 余治瑩總編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5917 洗澡啦! 松谷美代子文; 岩崎知弘圖; 康冬誼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5924 猜猜我是誰? 松谷美代子文; 岩崎知弘圖; 康冬誼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5931 給寶寶的歌 松谷美代子文; 岩崎知弘圖; 沈晨音翻譯 精裝 1



9789862035962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陳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035962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陳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035955 別再叫我麻糬: 日本最強輕鬆塑身操 森俊憲作; 卓惠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006 彩繪童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013 彩繪童話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020 動手玩創意: 可愛動物1000貼紙書 史黛拉.貝卡克設計.圖; 費歐娜.華特文;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6068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蘇世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036075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寓言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082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寓言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529081 婚姻是什麼: 黃越綏的新手婚姻參考書 黃越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630 漢堡聖經 Valery Drouet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685 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著 增訂臺三版 精裝 1

9789570529753 人人都是說謊家 阿爾維托.曼谷埃爾(Alberto Manguel);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784 康熙傳 蔣兆成, 王日根著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9791 夸克與宇宙起源 侯維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07 臨大唐三藏聖教序 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14 臨王羲之傳本墨跡十七帖 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21 乾隆傳 唐文基, 羅慶泗著 臺二版 精裝 1

9789570529838 帝國政改: 恭親王奕訢與自強運動 雪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45 離別時刻 茱迪.皮考特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52 七角樓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著; 賈士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69 光緒傳 孫孝恩, 丁琪著 臺灣二版 精裝 1

9789570529883 靈犬雪麗 尼古拉.凡尼爾, 維吉妮.儒阿特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90 奏摺上的晚明 覃仕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13 武則天傳 王壽南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73

臺灣商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8514 保羅書信系列: 加拉太、以弗所書、腓力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劉炳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1158 詮釋學轉向: 成德、工夫、圓融: 西方詮釋學與漢語哲學. 參陸敬忠主編 平裝 1

9789866131219 神聖的探問: 經典宗教學家引論 黃懷秋著 平裝 1

9789866131264 被遺忘的中國童年: 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張勤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79580 秉燭夜話: 顒衍之章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252412 311日本大地震迷路小狗要回家: 洛克與馬克 狗之林樂園, 東海林綾原作; 成行和加子作; 鄭曉蘭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141 動亂中的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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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6005 小動物腫瘤學 朱怡甄等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動藥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國際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港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160 臺灣集保結算所1989-2014年紀事 平裝 2

9789868905177 從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探討票券無實體化之可行性簡易賜等研究 平裝 1

9789868905184 探討國際集保機構面臨美國FATCA條款實施之因應措施秦嗣悌等研究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8644 臺海藝蹤. 2014 馮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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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28871 當我遇見佛舍利 臺灣須彌山佛教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28888 尊貴舍利在臺灣的真實與虛假: 九九年舍利子事件真理實相 魔障不敵真修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350 那年我們60歲... 朱玲暨臺灣聖心女中第六屆同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52828 護理人員病房工作指引 Ann Richards, Sharon Edwards原著 ; 楊惠如等翻譯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666446 野生動物臨床解剖生理學: 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及兩棲類的構造與功能Bairbre O' Malley原著; 賴昱璋, 蔣立勳, 林嫥嫥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460 獸醫解剖學彩色圖譜. 第3卷, 犬貓篇 Stanley H. Done等原著; 賴昱璋, 謝明瑞, 林嫥嫥翻譯第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聖心女中第六屆同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畫院(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須彌山佛教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9789865666552 病理學手冊 Edward C. Klatt, Richard N. Mitchell原著; 賴銘淙編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668 瑜伽運動治療: 徒手治療師之實用指引 Luise Worle, Erik Pfeiff原著; 王子娟, 江秀玲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736 Coulson and richardson's CHEMICAL ENGINEERINGJ. F. Richardson, J. H. Harker, J. R. Backhurst[編] 平裝 1

9789865666743 An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George G. Roussas[作] 平裝 1

9789865666798 Reliability and failure of 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Milton Ohring, Lucian Kasprzak[作] 1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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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9819 歐姆龍Sysmac NJ運動控制應用: 符合EtherCAT通訊架構臺灣歐姆龍股份有限公司自動化學院編輯小組作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02546 別再吃錯!跟著新菜醫師吃對食物不生病 石原新菜著 平裝 1

9789861302553 天然的尚好!精挑食輕養身 松村真由子作 平裝 1

9789861302577 1個穴道1次10秒: 終結經痛 施丞修著 平裝 1

9789861302584 最愛自己做麵包: 享受手作的幸福時光,讓麵包的溫度,撫慰你的心金炅五, 朴贊淑, 崔龍奐合著 平裝 1

9789861302591 史上第一本睡好覺(完全塗鴉版) 陳欣湄著 平裝 1

9789861302607 一天一伸展更年期自癒輕運動 伊集院霞著 平裝 1

9789861302614 誰都學得會的最強選股公式GVI: 每月選股1小時,勝過每天盯盤8小時,股市新手報酬率15%葉怡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645 一個人在咖啡店的繪本: 文青咖啡店的繪畫人生李瑜利著 平裝 1

9789861302669 3倍速聰明做家事全圖解 趙允慶著 平裝 1

9789861302690 打造不過敏體質!6色天然食材: 提升免疫力的50道安心飲食全圖解饒月娟等合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歐姆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6903 生命電影院 黃英雄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76910 生命電影院 黃英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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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515311 檀園集 (明)李流芳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5526 羅聯添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編委會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5533 唐代文學研究綱要 羅聯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830 文獻學之傳承與探新 趙飛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60 徐復觀文錄選粹 徐復觀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5977 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 徐復觀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5984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徐復觀著 增訂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5991 學術與政治之間 徐復觀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6004 詩的原理 荻原朔太郎著; 徐復觀譯 修訂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6011 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 黃啟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042 顧亭林<>研究 胡楚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066 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 阮大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080 早期印度佛教的知識論 吳汝鈞, 陳森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097 唯識學與精神分析: 以阿賴耶識與潛意識為主 吳汝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103 明代道士張三丰考 黃兆漢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6110 明代鄉會試<>義出題研究 侯美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127 中華變遷史 陳尚慧, Jan Willem Nienhuy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134 觀照與低迴: 周夢蝶手稿、創作、宗教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洪淑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325 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哲學探索: 劉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鄭宗義, 林月惠合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9789571516332 個人主體性的追尋: 現代主義與臺灣當代小說 侯作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356 <>語言探索 高婉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363 明代南京私人藏書研究 陳冠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387 佛性偏覺與佛性圓覺: 佛教判教的對話詮釋二續吳汝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394 魏晉南北朝志怪選 尤雅姿注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2402 中山先生與美國 陳三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705 瑜伽: 合一的傳統 安德烈.拉帕(Andrey Lappa)作; 黃又蘭, 潘信宏英譯中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3529 Lecture notes on cell bi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Yuh-Jyh Jong, Norio Nakatsu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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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13337 我和李府千歲有個約會 黃晨碩, 邱姿穎作; 張家甄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13344 鯉魚公主變成山 蔡雨桁等作; 李姿儀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13351 大船與小船 陳宣任, 曾連有作; 黃美婷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13368 赤牛生白馬 吳豪杰, 陳彥任, 周逸飛作; 楊雅婷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6059 證券市場之概論與實務: 集中交易市場 臺灣證券交易所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證券交易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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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臺灣寰宇瑜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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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6203 護理勞動權益ABC 臺灣護理人員權益促進會, 臺灣勞工陣線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339 便秘之辨證施護手冊 張瑋倫, 董佳盈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2391 護理專案之執行與撰寫 王憲華等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300 夢土.臺灣與法國風景視野的交會: 臺法攝影藝術交流展孫維瑄, 張仲良展覽策劃與執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7359 臺日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范春源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體運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護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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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5948 淨土文庫二十四往生之路(一) 二十七唐譯阿彌陀經講記合版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5955 甘露文庫二正法明燈 五 歸依問答錄合版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5962 般若文庫: 如何學修佛法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5979 法王著作譯傳二懷業時語講記 六極樂教言講記合版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5986 般若文庫一醒夢辯論歌講記/抉擇二無我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5993 淨土文庫二十八 彌陀四十八願大義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05 淨土文庫二十九十二佛光 三十名號如意寶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7530 念佛法樂知多少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17547 解惑叮嚀語. 第二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17554 吃素有什麼好處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17578 五戒是良師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17592 法海釋疑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06 凡情與佛心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13 護國護仁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20 人生觀移民學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44 蓮心蓮語. 第二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51 蓮心蓮語. 第三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01 上妙下蓮老和尚與臺灣靈巖山寺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18 得戒和尚開示錄 第一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第1集 1

9789869056625 得戒和尚開示錄 第二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第2集 1

9789869056632 靈巖甘露. 第一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49 靈巖甘露. 第二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56 往生有分. 第二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63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錄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靈巖山寺



9789869056670 88年彌陀聖誕佛七開示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87 歡迎移民到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694 妙蓮老和尚說故事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02 彌陀聖誕佛七開示錄. 上冊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19 彌陀聖誕佛七開示錄. 下冊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26 梁皇懺內文隨解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33 地藏法會開示錄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40 往生有分. 第一集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68 甘露. 第一集(中英對照)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82 靈巖大導師(中英對照)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57 淨悅為食(中英對照)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064 Wise choices: immigration in Buddhism Miao Lien Shi 1st ed 其他 1

9789865679071 Why medical doctors are vegetarian Owen S. Barrettu 1st ed 其他 1

9789865679088 Buddhist stories Miao Lien Shi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79095 Pure land for all Miao Lien Shi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79101 医学博士はなぜ菜食するのか 釋妙蓮, 奧雲柏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125 甘露. 第一集(中英西版)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132 甘露. 第二集(中西版)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149 甘露. 第一集(中英日版)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806 大甲河之聲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二: 中臺灣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集徐登志, 賴建宇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9627 深海樹 仔仔作; 一隻繪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寮下人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誼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0301 休得再爭 楊景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3745 雪盧詩集類編. 一, 時令類 李炳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9709 德光七友 施炳煌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976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095983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其他 第9冊 1

9789869095990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157803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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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0803 訓練品質管理教戰手冊: 提升職訓產業的競爭力趙乃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數位人資應用服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光七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誰不顛國際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正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3770 國民旅遊卡優良特約商店年鑑. 2015年 侯瑞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608488 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傳播權: 以原住民族為例 張錦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495 共黨理論與中國大陸研究 吳恆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01 黑鷹: 一個U-2飛行員的故事 胡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25 金融可以顛覆歷史 王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32 陳儀: 為理想一生懸命的悲歌 王之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91513 東京地鐵地圖快易通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51 大首爾攻略完全制霸. 2015-2016 柯玟, 黃雨柔,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68 河南 李欣怡, 黃浩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75 南法.摩納哥: 普羅旺斯蔚藍海岸 彭欣喬,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82 西班牙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99 墾丁小琉球悠遊小旅行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05 北歐: 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冰島 林志恆,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12 首爾小步旅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29 義大利小步旅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36 峇里島小步旅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許芳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43 星星的滋味: 謝忠道的法國米其林筆記 謝忠道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50 臺東自遊散策 林佩君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墨刻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9789862891667 奧地利 墨刻編輯部作.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74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81 溫哥華.加拿大洛磯山脈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698 花蓮自遊散策 曾家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04 歐洲鐵道無國界旅行: Traveller完美火車旅遊行程規畫指南汪雨菁,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11 東京路地裏老房子新旅行 呂宛霖,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28 臺南悠遊小旅行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35 峇里島Day by Day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42 臺灣緩慢微旅行 林佩君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59 出發!韓國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 2015-2016黃雨柔,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66 花蓮悠遊小旅行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73 臺中悠遊小旅行 林佩君, 李晏甄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780 東京裏滋味,自慢之選200+ 李芷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03 尼泊爾&喜馬拉雅健行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10 臺北人情味小吃: 挑剔老饕的美食地圖60+ 吳家輝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27 出發!日本自助旅行: Step by Step. 2015-2016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34 四國.廣島瀨戶內海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41 南極大旅行: 人生終極旅行夢想地 耿揚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58 高雄自遊散策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65 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行程規劃書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72 北海道度假私房提案by Milly Milly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89 阿拉斯加 蔣育荏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896 美國西岸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902 香港澳門攻略完全制霸. 2015-2016 蔣育荏, 黃浩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919 東京Day by Day: 行程規劃書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926 南投悠遊小旅行 李晏甄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933 臺北悠遊小旅行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957 京都大阪神戶攻略完全制霸. 2015-2016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5030 墨采畫會: 會員作品專輯. 二0一五年. 四 黃明山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1287 商業暨法律學術研討會論文全文集 .201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2365 奔馳吧!公路車快速上手 樂活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623 濁水溪三百年: 人文.社會.環境 張素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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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9345 無法送達的遺書: 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羅毓嘉等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104 1天2顆,抗氧化力UP! 愛上天然蔬菜調味塊,學會100種美味的健康料理村上祥子著; 李伊芳譯 平裝 1

9789869133111 型男造型筆記: 男人必知的時尚O與Χ 潮客風編輯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潮客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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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城

送存冊數共計：80

墨采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科大財經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109 小石歷險記: 水泥的誕生 邱弘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2248 曼德拉A-Z: 馬迪巴的多面人生 丹尼.謝克特(Danny Schechter)著; 潘麗君, 任小紅, 張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255 臺灣生活圖曆: 黃金田民俗畫X現代生活曆 呂理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255 臺灣生活圖曆: 黃金田民俗畫X現代生活曆 呂理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255 臺灣生活圖曆: 黃金田民俗畫X現代生活曆 呂理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262 菜籃子革命: 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幸福 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279 北緯43.5°,心的國度 蕭語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286 鷹兒要回家 蔡適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82477 套牢總裁 辛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3498 說謊也要結婚 辛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3887 愛當貴婦 唐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195 總裁的契約情婦 安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386 與總裁先婚後愛 田婈著 再版 平裝 2

9789862785393 誤闖的幸福 棠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5485 穿越只為遇上妳 唐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0688 戀愛賞味到期 十三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46 妃子心計 洛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60 勝者即是總裁 向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352 總裁又怎樣? 辛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鄭媛書房

潤泰精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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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86611 夫君說的是 唐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35 總裁,非誠勿擾 紀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659 豪門見習中 安琪著 再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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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789862786710 哪有醬的主子! 紀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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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8510 鷗鷺戲墨: 詩書一家展成果專輯 郝立群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21567 迪潛亶詮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精裝 1

9789866621574 啟竅心聰 鳳邑養心社起善堂著作 精裝 1

9789866621581 性理題釋 濟公活佛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2908 五專數學 徐遠雄, 丘世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915 基本物理學 徐遠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915 基本物理學 徐遠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慧意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3

澎縣西瀛吟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惠雜誌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67054 臺灣民報 黃智偉主編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011 新版咖啡學: 秘史、精品豆、北歐技法與烘焙概論韓懷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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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27782 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 二 王三慶, 陳益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27799 日本漢文小說笑話叢編. 一 王三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9450 日本漢文笑話叢編. 二 王三慶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842 躍動的青春: 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 鄭麗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859 看得見的城市: 全球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著; 賴鈺勻, 彭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109 中國現代繪畫之父: 林風眠畫集 華龍藝術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5109 中國現代繪畫之父: 林風眠畫集 華龍藝術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豐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學

播種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477 臺灣本土特色食材之西式料理創作 余佩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6315 徐家駒低音管室內樂團: 合奏教材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86322 徐家駒低音管室內樂團: 合奏教材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986520 草野游詩集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520 草野游詩集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40431 200道健康異國風味咖哩 Sunil Vijayakar作; 陳愛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48 200道經典義大利麵 Maria Ricci作; 謝映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55 200道美味湯品輕鬆做: 幸福濃湯X健康高湯X各國好湯Sara Lewi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62 辦公室茶飲 杜杰慧, 唐紅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79 200道鍋煮美食輕鬆做: 惹味肉香鍋X香濃海鮮鍋X各國好湯喬安娜.費羅(Joanna Farrow)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486 廚房聖經: 每個廚師都該知道的知識 亞瑟.勒.凱斯納著; 林雅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09 西班牙大廚教你做分子料理 丹尼爾.雷格尼亞(Daniel Negreira)作; 夏荷立, 張小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16 甜湯喝出好氣色 佘自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23 一學就會!中式傳統南北點心 江獻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30 果醬女王的法式薄餅 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積木文化

廚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9789865865184 放手畫吧! Just Draw It!: 65堂激發手繪力的創意練習課,喚起你與生俱來的繪畫天賦山姆.皮亞塞納(Sam Piyasena), 貝芙麗.菲力浦(Beverly Philp)著; 趙熙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511 侍酒師的表現力 田崎真也作; 林盛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740 無緣問世的偉大電影 賽門.布洛德(Simon Brand)作; 劉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757 放手畫吧. 2, 大膽上色: 65堂認識顏色與色調,看見光亮和陰影,碰觸質感及想像力的創意課山姆.皮亞塞納(Sam Piyasena), 貝芙麗.菲力浦(Beverly Philp)著; 張喬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764 玩紙趣: 切、雕、摺、貼,21位世界頂尖紙藝家的手作藝術與創作祕技海倫.希伯特(Helen Hiebert)作; 喬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795 設計摺學. 2, 從完美展開圖到絕妙包裝盒,設計師不可不知的立體結構生成術保羅.傑克森(Paul Jackson)著; 李弘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01 烤雞的50道陰影: 調味、綑綁、炙燒!令人回味無窮的絕妙烤雞肉食譜F.L. 法勒(F.L. Fowler)作; 劉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18 復古時裝改造術 Hiroka著; 陳惠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25 手感蛋糕解構全書 艾比.法賽特(Abi Fawcette)著; 蒂兒朵.露妮(Deirdre Rooney)攝影;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32 尋味.韓國茶: 療癒身心的純正韓式茶品、甜點與養生酒飲李映林, 高靜子著; 琴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49 愛上鑄鐵鍋. 2: 從蒸煮、油炸、煙燻到做甜點,79道STAUB小鍋與中鍋的極致料理今泉久美著; 顏理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56 大跨躍: 在未來耗盡之前,跨向永續世界的關鍵一步克里斯.圖納(Chris Turner)著; 韓沁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0250 裝在口袋裡的爸爸. 5, 返老還童 楊鵬作; 鄭凱軍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67 七歲湯 周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74 千萬個明天 殷健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81 穿越時報. 5, 隋唐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04 裝在口袋裡的爸爸. 6, 追擊章魚王子 楊鵬作; 鄭凱軍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11 穿越時報. 6, 五代十國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28 聖誕老人是女孩 兩色風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35 穿越時報. 7, 宋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42 壞蛋圖 十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59 流浪豬 金曾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73 漫畫中國歷史. 1, 千古一帝秦始皇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80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 高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90410 中華歷史三百故事 高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龍少年



9789865690397 不可思議的彩虹羹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03 穿越時報. 8, 元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41 健忘的郵差南瓜頭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72988 蛇和鼠交朋友 賀維芳作; 卓昆峰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2995 貓王有一面放大鏡 賀維芳作; 卓昆峰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02 跳舞的石頭 賀維芳作; 徐建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19 老鼠城堡裡的火災 賀維芳作; 彩蛋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33 會爬樹的魚朋友 賀維芳作; 彩蛋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40 能長大的路標 賀維芳作; 采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57 半夜敲門聲 賀維芳作; 采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64 作文素材新航道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71 情書鬧翻天 鄭宗弦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088 獎卡大盜,別跑 鄭宗弦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101 找不到的小獅子 王美慧文; 黃雄生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6200 迷糊的小羊 王美慧文; 翁紹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6217 不愛洗澡的小白狗 王美慧文; 林傳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6279 尋找一位公主 鄒敦怜文; 吳若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16 笑掉大牙的懲罰 金賢太著; 金禮中圖; 陳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30 牟娜的勇氣手杖 吉志蓮著; 李弼原圖; 李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47 假的變成了真的 李慶花著; 有基勳圖; 孫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54 難道我不帥? 魏柔宜作; 黃雄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61 超級搜救犬阿忠 鄭宗弦文; 江正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576 綁架外星人 鄭宗弦文;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736 三十九條鱷魚 王文華文; 張瑞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743 王大嘴有對長耳朵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螢火蟲



9789865806750 狒狒的面具店 王文華文; 尤淑瑜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767 爆炸了蜂蜜 王文華文; 徐秀如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774 飯粒花公主 王文華文; 張雅惠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781 石頭魚樂園 王文華文; 張惠媛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798 阿吉的願望 王文華文; 魏曉玲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804 一個很久很久以後的故事 王文華文; 紀美君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811 老鼠大發的新家 王文華文; 李小逸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828 壓歲錢咕嚕咕嚕滾了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835 天大地大的大祕密 王文華文; 陳完玲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842 阿里胖光 王文華文; 林明怡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6866 創意讀寫真快樂 沈達信編著; 徐秀如圖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6873 狐狸魔術師 王文華文; 張瑞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880 妖怪捉迷藏 王文華文; 劉鵑菁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897 看故事學成語 林麗麗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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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6160 於是: 林韋地散文集 林韋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103 時代的先行者: 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林俊宏等合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134 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 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趙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172 摩西.孟德爾松: 啟蒙時代的猶太思想家 施姆爾.凡納著; 李中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196 信件裡的秘密: 民國文人私信真跡解密 龔明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226 紅色生活史: 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 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00 烽火.亂世.家: 王雲五家族口述史 王泰瑛著; 朱其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17 王光祈帶你看清末民初外交史料: <>與<>合刊 王光祈譯; 蔡登山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86 地中海曉風殘月: 華裔影人米格爾.張的浮生剳記米格爾.張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29448 丘比德與賽姬: 陰性心靈的發展(修訂版) 艾瑞旭.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 呂健忠譯 平裝 1

9789865729493 東亞人文. 2014年卷 樂綱, Robin Visser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獨立作家



9789865729509 中共威權政治的強國體制: 人類歷史無法預見的發展之路劉文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516 往事: 毛彥文回憶錄 毛彥文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523 大學倒了沒?: 臺灣大學教育和教授的未來 陳振貴著 平裝 1

9789865729547 寫在旅居歐洲時: 三十位歐華作家的生命歷程 高關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554 制敵機先: 中國古代諜報事件分析 鄒濬智, 蕭銘慶編著 平裝 1

9789865729561 黃旭初回憶錄: 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黃旭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578 鷹凌亞太: 從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透視亞太軍演 林文隆, 李英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585 幼兒園美感教育 黃文樹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29592 向前走,別回頭: 陸幸生報告文學選 陸幸生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29608 少女之愛: 臺灣動漫畫領域中的百合文化 楊若暉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29622 叛國者與「親日」文人 蔡登山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4508 傻笑鱷魚的精彩畫本 林淑芬, 林欣韻文字編輯 精裝 2

9789869124515 奇奇,長大囉! 劉鵑菁繪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1222 Alice ESL beginners. P1, around the park Stacy Kuo[作] 平裝 1

9789869071239 Alice ESL phonics. P2, Daily activities Stacy Kuo[作] 平裝 1

9789869071246 Alice ESL phonics. P3, Names and Colors Stacy Kuo[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0750 交易駭客任務 Van K. Tharp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6

學而文化



9789866320767 酒田戰法: 圖解80招臺股實證 王錦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774 跨市交易思維: 墨菲市場互動分析新論 John J. Murphy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1053 怎麼不去死?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060 PK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077 迷路莊慘劇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084 落櫻繽紛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091 泡BAR偵探: 偵探在酒吧 東直已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07 繼父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114 槍與巧克力 乙一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21 殺人鬼藤子的衝動 真梨幸子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38 歪笑小說 東野圭吾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145 夏天.煙火.我的屍體 乙一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152 嫌疑犯X的獻身 東野圭吾著; 劉子倩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51176 獄門島 橫溝正史著; 李美惠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6117 守護: 守護大地,從清淨飲食開始 釋照定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318 觀光餐旅服務產業學術研討會暨觀光餐旅教育海外實習規劃與實務論壇. 2015鍾若然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醒吾科大觀光餐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靜育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905 樂在書道: 黃薌谷甲午作品專輯 黃薌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179 清明: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陳明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3155 晶體溫室: 楊振華版畫作品集 安懷冰專文撰稿 精裝 1

9789865733193 轉折見風景: 卓有瑞近作選粹展 蕭瓊瑞, 高名潞專文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424 凹凸有誌印痕歲月: 臺灣50現代版畫: 光輝系列 沈欣穎, 林佳瑩, 陳運亭文字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523212 書中仙使用手冊 施得勝,唐姿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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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築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儒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薌谷藝文坊



9789869072182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抄經本 朱莉經文恭書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61662 Dharma as water: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volume 2Shih Cheng Yen[作] 其他 1

9789866661686 Master of Love and Mercy: Cheng Yen Yu-ing Ching作 其他 1

9789866661709 The path to truth: For the modern-day bodhisattva practitionerShih Cheng Yen[作] 精裝 1

9789866661709 The path to truth: For the modern-day bodhisattva practitionerShih Cheng Yen[作] 精裝 1

9789866661716 祖母的黑痣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1723 金毛不見了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1730 靜思妙蓮華. 序品第一 釋證嚴著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661747 無量義經: 經藏演繹集選曲譜<> 釋德慇製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6708 陳坤一篆刻集 陳坤一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25223 龍泉禪寺淵源史跡暨觀世音菩薩顯化事跡 釋心見主編 二版 精裝 1

9789868125230 龍泉禪寺法脈傳承史暨臨濟義玄禪師語錄探討 釋心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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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5195 新疆玩全攻略 <>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泉禪寺寺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9789865755201 前塵影事弘一法師: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吳黎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18 甘肅寧夏玩全攻略 <>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25 騰訊CEO: 馬化騰傳奇 熊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32 廈門這麼吃 凌尒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49 廣州這麼吃 謝文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56 喫茶一水間 王迎新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63 宅腐控心理學 慕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70 上海這麼吃 黃琦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287 北京這麼吃 小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8267 自己做人氣小吃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281 天然蔬果酵母麵包 黃宗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298 就要不一樣的糖果點心 林宥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9794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y: the very big turnip Cameron Wood[改寫]; Hwang, Seong-hye[繪] 精裝 1

9789865653002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y: Jack and the beanstalkCameron Wood[改寫]; Kim, Jong-hwan[繪] 精裝 1

9789865653019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y: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Cameron Wood[改寫]; Lee, Hye-young[繪] 精裝 1

9789865653026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y: thumbelina Cameron Wood[改寫]; Lee, Suk[繪] 精裝 1

9789865653033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y: the ugly duckling Cameron Wood[改寫]; Lee, Ji-ah[繪] 精裝 1

9789865653040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y: the three little pigs Cameron Wood[改寫]; Yoo, Hye-jin[繪]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學習工場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膳書房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234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rtuguese (Brazilian). Basic1, Fluency Module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1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usiness 1, Expression Module康邁克(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2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Travel Fluency Module康邁克(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3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康邁克(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04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Daily Life Fluency Module康邁克(Mike Campbell)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114 Glossika 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 進階表達 商務1康邁克, 陳珮瑜編著 1 其他 1

9789865677312 Glossika大量句子. 義大利語流利2 康邁克, Marta Biffi,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329 Glossika大量句子. 義大利語流利3 康邁克, Marta Biffi,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36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ai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37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ai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38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Min Taiwanese Hokkien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39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Min Taiwanese Hokkien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40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Min Taiwanese Hokkien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46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ai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480 Glossika大量句子. 泰語流利3 康邁克, 陳珮瑜,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497 Glossika大量句子. 泰語流利1 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503 Glossika大量句子. 泰語流利2 康邁克, 陳珮瑜,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510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2 康邁克,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527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1 康邁克,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534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3 康邁克,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541 Glossika大量句子. 韓語流利2 康邁克, 李知秀,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558 Glossika大量句子. 韓語流利3 康邁克, 李知秀, 陳珮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3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Korean Fluency3 Mike Campbell, Jisoo Y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4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Korean Fluency2 Mike Campbell, Jisoo Y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57 Glossika大量句子. 中文(繁體)流利1(泰語版) 康邁克, 陳珮瑜,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64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1(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71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2(泰語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88 Glossika大量句子. 中文(繁體)流利2(泰語版) 康邁克, 陳珮瑜,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695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2(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701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3(泰語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718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1(泰語版) 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725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3(泰語版) 康邁克, Ksenia Ortyukova,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16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2(泰語版)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23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3(泰語版)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30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1(泰語版)康邁克, Brett Whiteside,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47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2(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54 Glossika大量句子. 英語(美國腔)流利1(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78 Glossika大量句子. 泰語流利3(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85 Glossika大量句子. 泰語流利1(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992 Glossika大量句子. 泰語流利2(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 Brett Whitesid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145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3(韓文版) 康邁克, 李知秀, Ksenia Ortyukova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152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1(韓文版)康邁克, 李知秀,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169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2(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 Ksenia Ortyukova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176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1(韓文版) 康邁克, 李知秀, Ksenia Ortyukova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183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3(韓文版)康邁克, 李知秀,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190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流利2(韓文版)康邁克, 李知秀, 曾弋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20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Eston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Rüüt Kaljula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21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innis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askine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22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edis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Markus Bruu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26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edis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Markus Bruu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27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edis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Markus Bruu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28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rtuguese(Brazilian)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29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innis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askine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30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rtuguese(Brazilian)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31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Eston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Rüüt Kaljula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32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Eston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Rüüt Kaljula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33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innis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askine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4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Belarus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Anna Yurusova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1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tal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Josep Aren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2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tal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Josep Aren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3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tal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Josep Aren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5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Belarus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Anna Yurusova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6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Belarus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Anna Yurusova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7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8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69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86 Glossika Frases em Massa: Inglês (Americano). Fluência 1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8909 Glossika Frases em Massa: Inglês (Americano). Fluência 3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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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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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2790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790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806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806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813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813 古今武俠故事奇觀 嚴振新, 林瑞鋒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820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中編: 文本研究 關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820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中編: 文本研究 關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837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上編: 成書研究 關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837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上編: 成書研究 關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844 三國演義源流研究 下編: 傳播研究 關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851 他們曾這樣相愛: 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 張詩群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851 他們曾這樣相愛: 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 張詩群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龍視界



9789865732875 他們曾這樣相愛: 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 張詩群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875 他們曾這樣相愛: 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 張詩群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868 仙女是外星人嗎?: 仙女傳說溯源 林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882 紅樓六家談 蔡義江等撰稿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882 紅樓六家談 蔡義江等撰稿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899 紅樓六家談 蔡義江等撰稿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899 紅樓六家談 蔡義江等撰稿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905 老子講讀 許結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912 老子講讀 許結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929 孟子講讀 趙杏根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936 孟子講讀 趙杏根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943 作家筆會 柯靈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950 山水人物印象記 熊佛西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5939 儒雅堂廖賜福師生聯展畫集. 十三 黃西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35939 儒雅堂廖賜福師生聯展畫集. 十三 黃西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2292 居家擺設好風水 王永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4980 行銷部流程規範化管理 王瑞德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7

儒雅堂藝術中心



9789866084997 培訓師手冊 張可武, 任賢旺, 黃憲仁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3690009 人力資源部流程規範化管理 李河源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016 績效考核手冊 秦建成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023 生產部流程規範化管理 劉福海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047 生產主管操作手冊 張立鵬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3690054 機器設備維護管理工具書 陳力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061 經銷商管理手冊 黃憲仁, 吳清南, 林建強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078 招聘作業規範手冊 王慶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085 傳銷成功技巧 吳倩如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3690092 喬吉拉德銷售智慧 李敏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08 團隊合作培訓遊戲 任賢旺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3690115 商品鋪貨規範工具書 黃憲仁, 任賢旺, 吳清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122 企業併購案例精華 李家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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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46379 同班同學全彩Scratch程式設計好有趣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22523 產品製造工法入門. 產品+家具設計篇 羅伯.湯普森(Rob Thompson)作; 陳建男, 陳維隆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738 World branding logo design No.2 Highton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22752 Big packaging design Highto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769 Good idea. III Hightone作 精裝 1

9789867022776 Excellent branding identity Highto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783 2色設計.技巧的原則 佐々木剛士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2790 日本傳統色彩配色圖表 南雲治嘉著; 張英裕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學園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溪國際圖書



9789867022806 Paper secret Highto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2813 穿針引線: 衣褶拆解 布露聶拉.吉娜潔莉(Brunella Giannange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2820 定格動畫: 如何製作與分享創意影片 梅爾文.特南(Melvyn Terna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837 Live in Design Highto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844 Space+Elegant Living Hightone, Hua Design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7022851 Space+elegant liveing Hightone, Hua Design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9310 總有愛你的一天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03 總有愛你的一天 笭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9327 禁區 燕熙作 平裝 1

9789869079334 岸上的人魚 安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41 非寂寞芳心 喬一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50890 神經: 西遊成功學 成雲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20 蘇東坡官場筆記 桂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951 一個異端思想家的心靈史: 李贄評傳 司馬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68 盜理: 水滸潛規則 成雲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75 三國那些人那些事. 魏卷 陳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82 三國那些人那些事. 蜀卷 陳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999 二十四節氣常識一本通 張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04 權力無間道: 九個帝國大哥的自白書 王覺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11 蘇東坡官場筆記 桂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035 中國式權力博弈: 中國歷史上的權謀與政變 王覺仁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頤蓁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龍圖騰文化



9789863880042 三國那些人那些事. 吳卷 陳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59 此生遇你已很美: 有一種深情叫友情 傾藍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66 三國那些人那些事. 霸主卷 陳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73 愛是一場最美的修行 傾藍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80 五穀漫筆 薛理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097 五味調和 薛理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103 一花開五葉: 禪宗史話 梁曉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110 三國那些人那些事. 紅顏卷 陳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4795 和紙玩遊戲 王元容作; 黃淑華插圖 精裝 1

9789865964801 竹子與竹筍 黎芳玲作; 鄭雪芳插圖 精裝 1

9789865964818 鞋子.襪子 何佳芬作; 達志影像圖; 黃雄生插圖 精裝 1

9789865964825 鞋子.襪子: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 謝華容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832 和紙玩遊戲: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849 竹子和竹筍: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856 動物冠軍王: 教師指引手冊 陳雅菲, 吳語柔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964863 環保小尖兵: 教師指引手冊 楊毓婷, 吳語柔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5933 飛頭少女 右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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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龍諦文學



9789866409899 修行不入迷宮: 沿著六波羅蜜邁向覺醒 札丘傑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21639 臺灣石獅圖錄 陳磅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1745 詩經植物圖鑑 潘富俊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621882 好命到終老: 預立瞖囑、安寧緩和、遺物遺產,善終指引完全指南蔡宏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247 浮世貓繪 貓小姐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254 Dr.吳兒童近視控制專家告訴你: 孩子可以不近視吳佩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261 遇見玉: 白玉鑑賞誌 楊惇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285 我的鄰居希特勒: 1929-1939,一名猶太歷史學家的童年回憶艾德加.福伊希特萬格(Edgar Feuchtwanger), 貝提勒.史卡利(Bertil Scali)著; 粘耿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292 老青春背包客的日本Long Stay日誌+超省錢生活全攻略吳典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308 拉丁文帝國 瓦克(Françoise Waquet)著; 陳綺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622315 地球用岩石寫日記: 追蹤46億年的地球故事 貝鳶業如(Marcia Bjornerud)著; 若到瓜(Nakao Eki)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0588 為什麼人類比老鼠長壽,卻比弓頭鯨短命?: 解開壽命與老化之謎強納森.席佛頓(Jonathan Silvertown)著; 鍾沛君譯 平裝 1

9789862622322 植物學百科圖典 彭鏡毅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8201 海闊天空自由行 梁財妹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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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0709 澹廬書會會員展作品集. 第四十八次 蕭惠幸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錦繡中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貓頭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77792 技術高級中學商業概論 温玲玉, 呂佩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7822 SUPER高中選修生物課堂講義 何建樂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7839 SUPER高中基礎生物課堂講義 何建樂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7846 技術高級中學英文(B版) 邵敏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77877 機械材料 林英明, 林昆輝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7884 稱霸高中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江選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891 逆轉勝數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林書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509 卡內基溝通與人際關係: 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人戴爾.卡內基著; 詹麗茹譯 修訂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0509 追求真相: 商業秘密訴訟論爭 張玉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554 先秦樂鐘諸體系的源流問題研究 朱文瑋, 呂琪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578 雪凝軒韻律選輯 董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585 雪凝軒文學理念散記 董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592 絮念: 戲劇文學之韻 徐樂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15 Starbucks: the brand,the history,and the global visionReiji Ohtaki, Yen-Fu Chen, Pei-Lan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622 國軍軍語字謎集 張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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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錦囊數位文化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龍齡



9789869026260 超強公職國文: 全方位必勝經典 邱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66944 點燃你的天賦 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著; 任月園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67248 耶穌對天國的教訓 魏司堅(Geerhardus Vos)著; 任以撒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67613 靈食季刊: 一九五五年合訂本(第二十九年) 王明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705 遺珠拾穗: 清末民初基督新教聖經選輯 湛約翰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699 遺珠拾穗: 清末民初基督新教聖經選輯 湛約翰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7712 領袖生活風範: 提摩太前書精讀 艾哲夫.費蘭度(Ajith Fernando)作; 林佩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729 認識神101: 簡易神學手冊 布魯斯.畢可(Bruce Bickel), 史丹.詹茲(Stan Jantz)著; 譚亞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743 深知所信的敬拜: 101種方式認識我們所敬拜的神克里斯多福.康寧漢(Dr.Christopher Cunningham)著; 沈湘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767 用神的話為丈夫禱告 凱西.利普(Kathi Lipp)著; 羅麗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798 聖約經學與中國未來: 清教徒精神與中國教會和社會的轉型王志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804 以西結的異象 陳尊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39129 我的男友是隻鬼. 復仇鬼聯盟篇 卡卡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136 鬼戲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143 血姬的保育手冊. Vol.3, 口嫌體正直的暗戀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150 妖怪美男聯盟: 我是人,不是唐僧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30847 暖活: 愛得還不錯的那些故事 劉中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邀月文化



9789863230854 揉美的力量: 吳蕙菁和菓子 吳蕙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861 第四十九號拍賣物 湯瑪斯.品瓊(Thomas Pynchon)著; 謝育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878 綺麗京都: 那些舌尖上的京情奢華,感動味蕾的京豔食事曾郁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885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 趙乾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08 晒T恤 鴻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15 親愛的阿基米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0922 親愛的阿基米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30939 深刻入骨 艾拉瑞克.杭特(Alaric Hunt)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53 漂木 洛夫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230960 緋蝶 馮翊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77 在世界的盡頭,我們學跳舞 羅伊德.瓊斯(Lloyd Jones)著; 陳錦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267 小說餐桌 黛娜福萊德(Dinah Fried)作; 聯合文學編輯部編譯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701 臺灣華、客、閩語彙研究論集 邱湘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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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85163 大學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285170 260字心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285187 北傳法句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285194 金剛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00 南傳法句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17 中庸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24 四十二章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48 經集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聯合百科電子



9789869088855 佛學手冊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62 佛教聖典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79 證嚴法師說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86 佛遺教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8893 八大人覺經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03 史記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10 菜根譚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27 世說新語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34 六朝怪談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41 聊齋誌異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58 宋詞說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65 唐詩說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72 武當山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89 少林寺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096 三國志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02 白蛇傳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19 封神榜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26 西遊記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33 後西遊記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40 孫子兵法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57 論語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64 聶隱娘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71 比武大會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88 官民春秋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195 龍女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01 醉狐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18 杜子春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25 聶小倩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32 豬仔單身女郎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49 大俠黑白狗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56 單身女郎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63 日本行腳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70 怪馬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87 變虎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294 烏鴉兄弟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00 盜帥獨眼龍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17 龍寶寶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24 翁婿春秋 蔡志忠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31 貓狗春秋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48 板橋十三娘子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55 大陸行腳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62 唐詩三百首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79 周處除三害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86 花姑子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393 蛇天師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09 外星人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16 綠和尚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23 雷公傳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30 黑檸檬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47 Q版活寶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54 中華成語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485 成語小劇場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546 御獸園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560 烏龍動物園. 1, 鳥類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577 可愛動物園. 1, 幽默漫畫系列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584 烏龍院: 敖幼祥爆笑漫畫系列 敖幼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645 大醉俠: 幽默漫畫系列. 1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20669 光頭神探: 幽默漫畫系列. 1 蔡志忠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6515 寄給時間的漂流記: 華人世界明信片圖像寫真精選輯. 1920-1940蔡秀美, 溫楨文撰文; 吳文星, 張瑞德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6768 和諧 伊藤計劃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867 鐵道共乘旅遊手冊 鄒永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904 飛越精靈國度的女孩: 撼動月亮的雪怪 凱瑟琳.M.瓦倫特(Catherynne M. Valente)著; 周沛郁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7399786 Milly的京都私路 Mi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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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7507 幼教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與解答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7514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與解析: 含:公文格式及用語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7521 公民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7538 英文歷屆試題與解析 大東海首席名師團聯合解析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36458 清初浙東二黃易學研究 李鴻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麋研筆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格爾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繆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總冠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66

優秀視覺設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0026 美容技能實作乙級圖典 簡美綢, 王季香, 楊宗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50033 美容技能實作乙級圖典 簡美綢, 王季香, 楊宗翰編著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2421 彌勒皇道行. 十九部曲, 皇邪之心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438 彌勒皇道行. 二十部曲, 黑暗年代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6598 死地に活路を開く: 許添盛医師の体心魂がン治療法許添盛口述; 張雅真執筆; 張郁琦訳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611 賽能力: 人類心靈力量探索故事 楊惠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628 早期課 Jane Roberts著; 彭君蓉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436635 尋找內在的桃花源 許添盛口述; 齊世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843231 追憶似水年華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 李恒基, 徐繼曾等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43866 重尋胡適歷程: 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余英時著 增訂二版 平裝 2

9789570844597 長安七四五年 梅心怡, 趙家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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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44214 三才劍: 天.地.人 徐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849 三才劍: 天.地.人 徐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4856 藏區祕行 李江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9789570844863 陶希聖日記 陶晉生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44894 讀書放浪: 藏書記憶與裝幀物語 李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17 中國文學理論 興膳宏著; 蕭燕婉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24 回歸圓滿 陳曜裕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48 綠色沙漠 蔡適任, 黃奕瀠, 石麗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31 超越國界與階級的計謀全書: 戰國策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55 喝法國葡萄酒搭臺灣美食 唐一安著; 孫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62 拐杖狗 李如青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4979 共善: 引導經濟走向社群、環境、永續發展的未來Herman E. Daly, John B. Cobb, Jr著; 溫秀英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86 中外金融大辭典 季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993 太陽花之後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006 貪心貓打了個大噴嚏 Joy Cowley著; Robyn Belton繪圖; 李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5013 貪心貓參加學校寵物秀 Joy Cowley著; Robyn Belton繪圖; 李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5020 貪心貓遇上小金魚 Joy Cowley著; Robyn Belton繪圖; 李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5037 人生如果是一個( ),你想填入什麼? 彭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044 別搞混 Herve Tullet著.繪圖; 余佳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051 霧中的腳步 Margaret Mahy著; Gavin Bishop繪圖; 黃筱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068 覺察力: 哈佛商學院教你察覺別人遺漏的訊息,掌握行動先機!Max H. Bazerman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075 最後的帝國軍人: 蔣介石與白團 野島剛著; 蘆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082 發光體 Eleanor Catton著; 黃佳瑜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45099 123到臺灣 陳盈帆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105 過度纖細的身體 Juli Zeh著; 唐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112 大番薯的小綠芽: 臺灣月曆的故事 鄭宗弦著; 陳維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136 中國大陸外貿銀行跨境業務: 涉外授信.跨境擔保.上海自貿區富蘭德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143 找回光的男孩 Joy Cowley著; 黃瑋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150 逆風之島: 歷史臺灣浮世繪 林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167 臺灣喫茶 吳德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174 小健的蔬菜 金盛恩著; 朴志勳繪圖; 唐忠勤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5181 亂七八糟女巫的城堡 車保錦著; 洪成志繪圖; 劉芸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5198 時間的故事 申惠恩著; 趙藝貞繪圖; 唐忠勤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5204 建築武者修行 光嶋裕介(Koshima Yusuke)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211 彩排 Eleanor Catto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228 另一個空間: 哈金詩集 哈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235 當我們瘋在一起!: 無可救藥的韋斯特家族 Joy Cowley著; 王慧娟, 呂佳宜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0845242 當我們瘋在一起!: 無可救藥的韋斯特家族 Joy Cowley著; 王慧娟, 呂佳宜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0845259 當我們瘋在一起!: 無可救藥的韋斯特家族 Joy Cowley著; 王慧娟, 呂佳宜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0845266 喵星人搖錢樹: 只要按按滑鼠,你也能躺著靠貓賺大錢Patricia Carlin著; 殷麗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273 中外文學關係論稿 李奭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280 別人沒教,但你必須知道的60首唐詩宋詞 周汝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2235 非學不可的超強開運妙招 陳冠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358 為什麼賺不到錢 陳冠宇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365 為什麼留不住錢 陳冠宇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372 轉運萬事通 陳冠宇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396 大家來轉運 陳冠宇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02 快樂轉運讚 陳冠宇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19 風水聖經. 二0一四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26 打小人行大運 陳冠宇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64 風水聖經. 2015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71 祈福招財農民曆. 2015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488 四季發財黃曆. 2015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優蓓仕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8

鴻運知識科技



9789868744417 ABC Mate 王婉媚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44424 ABC Mate 王婉媚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744431 ABC Mate 王婉媚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744448 My grammar journey. book 1, magic world 王婉媚等著 平裝 1

9789868744455 My grammar journey. book 2, treasure hunt 王婉媚等著 平裝 1

9789868744486 Abc mate 王婉媚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744493 Abc mate 王婉媚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859906 Abc mate 王婉媚著 第一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8859913 Abc mate 王婉媚著 第一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8859937 Abc mate 王婉媚著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8859920 Abc mate 王婉媚著 其他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924 輕鬆學會如何簡單拍出好照片 陳峻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109 絲竹傳藝. I 陳翼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2329 社交媒體與新聞業 羅世宏, 童靜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影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1

戴維克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9906 免試入學之數學銜接教材 李國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0257 地に這うもの(滾地郎) 張文環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53325 惡魔預知死亡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顧效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332 一長串的死者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林大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905 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 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馬歇爾.羅比森(Marcel Robischon)著; 林欣怡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001 開運大預言+錦羊開泰開運招財農民曆. 2015年 雨揚居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025 感動會議術: 開會不能只有結論,還要讓人去執行!3原則.3步驟.65個要領,從引起共鳴到促使他人行動的技術寺澤俊哉著; 緣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032 背影的記憶 長島有里枝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049 第二聲鈴響 哈蘭.科本(Harlan Coben)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056 雪夜裡的偵探盛宴 米歇爾.柯柏(Michael kober), 佛格.克魯佛(Volker Klupfel)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063 悠悠哉哉 谷口治郎作;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070 沒有您,就沒有我們: 一個真空國度、270名權貴之子,北韓精英學生的真實故事金淑姬著; 莊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087 數湯匙的的賊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易萃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094 喚醒你與生俱來的數學力: 重整邏輯思考系統,激發數理分析潛能的七個關鍵概念永野裕之著; 劉格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100 不可思議的「3行日記」健康法 小林弘幸著; 邱麗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117 淬鍊的完美: 班尼迪克.康柏拜區 喬安娜.貝內克(Joanna Benecke)著; 黃亦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124 巴士四點見 高野文子作;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131 理由 宮部美幸著; 陳寶蓮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4148 逃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155 100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約翰.巴羅(John D. Barrow)著; 吳玉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儒堂



9789862354179 改變歷史的元素之王: 碳 佐藤健太郎著; 楊雨樵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209 暗殺教典 羅伯特.貝爾(Robert B. Baer)著; 朱品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230 情報局長的布穀鳥情人 查爾斯.康明(Charles Cumming)著; 林立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247 無魂者艾莉西亞 蓋兒.卡瑞格(Gail Carriger)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54308 無魂者艾莉西亞 蓋兒.卡瑞格(Gail Carriger)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54278 社區設計: 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山崎亮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285 心跳率,你最好的運動教練: 解讀最佳體能指標,找到自己的專屬運動方式與進步關鍵羅伊.班森(Roy Benson), 狄克蘭.康諾利(Declan Connolly)著; 王比利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292 歐文字體. 1: 基礎知識與活用方法 小林章作; 葉忠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315 守護妳 邁可.洛勃森(Michael Robotham)著; 陳靜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322 獵人俱樂部 史蒂芬.雅各森(Steffen Jacobsen)著; 陳思華, 林亦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12642 唯獨基督 呂沛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58845 The good little witch: reading step. 2 平裝 1

9789867658852 My pet dragon: reading step. 2 平裝 1

9789867658883 Gorky's thanksgiving: reading step. 2 平裝 1

9789867658890 Let's welcome Toby: reading step. 2 平裝 1

9789867658906 Ingrid's wonderful weekend Mark Saunders Rosemond[作] 平裝 1

9789867658913 The lost wand Mark Saunders Rosemond[作] 平裝 1

9789867658920 KK symbols made easy 1st ed. 平裝 1

9789867658937 GEPT Success全民英檢模擬試題本中級聽力與閱讀 1st ed. 平裝 1

9789867658944 Math fun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658951 Math fun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歸正



9789867658968 Math fun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658975 The cheesecake mystery 平裝 1

9789867658982 The missing brioche Mark Saunders Rosemond[文] 平裝 1

9789867658999 GEPT success全民英檢模擬試題本. 初級, 寫作口說測驗 平裝 1

9789865750008 The crepe contest 平裝 1

9789865750015 GEPT success全民英檢模擬試題本. 中級, 寫作口說測驗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50022 The princess anastasia 平裝 1

9789865750039 Math fun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50046 Math fun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50053 Math fun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50060 Anastasia and the pirates 平裝 1

9789865750077 Anastasia bites back 平裝 1

9789865750084 Gift from the heart 平裝 1

9789865750091 Winning the chore war Lara Toews 平裝 1

9789865750114 Mr. perfect's new glasses Lara Toews[文] 平裝 1

9789865750121 Fantastic mr. perfect's Lara Toews[文] 平裝 1

9789865750138 The mole family saves the day 平裝 1

9789865750145 Molly and the Most Marvelous Gift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404 藍衫樂舞二十年 林松生, 王金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5793 翱翔在祖國的天空: 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之子金信回憶錄金信著; 程哲國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0903 翱翔在祖國的天空: 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之子金信回憶錄金信著; 程哲國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8

藍衫樂舞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2456 良人無妾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52463 良人無妾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52470 爺的心頭寵 荀茉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487 爺的心頭寵 荀茉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494 爺的心頭寵 荀茉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52500 爺的心頭寵 荀茉香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52517 爺的心頭寵 荀茉香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52524 靠著廚技傍神醫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52531 靠著廚技傍神醫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52548 靠著廚技傍神醫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52555 靠著廚技傍神醫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52562 妻旺家宅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579 妻旺家宅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586 妻奴錦衣衛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593 步步入夫網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609 步步入夫網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616 步步入夫網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52623 步步入夫網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52630 烏鴉掉毛變鳳凰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647 烏鴉掉毛變鳳凰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654 烏鴉掉毛變鳳凰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52661 烏鴉掉毛變鳳凰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52678 烏鴉掉毛變鳳凰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52685 下堂虎妻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692 下堂虎妻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製作



9789865652708 娘子逼造反 清風佛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715 娘子逼造反 清風佛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722 娘子逼造反 清風佛面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6865 五十自述 牟宗三編著 再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08066 我是職場英語王 Stephanic Morris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08073 全民英檢初級口說測驗 郭慧敏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6508080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測驗 郭慧敏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508097 英檢最前線: 中級全真測驗 朱森元, 朱森榮, 洪宏齡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508103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測驗 郭慧敏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508110 我如何成為英語天才: 10000小時密集訓練法 朴正原著; 李佩諭譯 一版 平裝 2

9789866508127 征服全民英檢: 中級全真測驗 郭慧敏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508134 征服全民英檢: 初級全真測驗 郭慧敏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508158 全民英檢初級全真試題 郭慧敏著 平裝 1

9789866508165 全民英檢中級全真測驗 郭慧敏等著 其他 1

9789866508172 英文笑話輕鬆學 Gene-Michael Higney著; 陳夏民, 陳菁蕙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08196 ICRT language links: 歡樂英文詞彙Show ICRT編著 一版 其他 第2冊 2

9789866508202 英文這樣說才正: 68個關鍵用法 Quinn Cash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8

鵝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8099 行銷管理: 創新與挑戰 張國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8105 基礎統計分析: R程式在社會科學之應用 蔡佳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112 社會工作實習: 學生指引手冊 Cynthia L. Garthwait著; 高迪理, 尤幸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129 教育論文格式 潘慧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143 當代社區工作: 計畫與發展實務 李易駿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9863 Let's play for K1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749870 Let's play for K1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749887 Let's play for K2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749894 Let's play for K2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807228 Let's color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8807242 Dice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8807266 Fun baseball games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8895621 Snacks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8895638 A basketball 簡樹勳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8622708 救星(幼兒版) 簡樹勳, Charlie Jack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2746 鱷魚與松鼠(幼兒版) 簡樹勳, Charlie Jack編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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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2600 寶貝浩比: 誰吃了我的房子? 吳盈盈作; 蔡旻芳繪 精裝 1

9789869152617 冒險少年浩平: 改造No1.偉大的哈迪斯號百慕達篇莊正旺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雙影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簡愛語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03799 實用英語單字大全: 靈活運用英語必備的15,000單字(MP3革新版)王琪作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829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每日一句). 談情說愛篇 出口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836 實用英語單字大全mini book 王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3843 日本語肉麻情話大全 出口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850 日本語熱血勵志語錄 出口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867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每日一句). 生氣吐槽篇 出口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874 實用英語會話大全: 靈活運用英語必備的6000句會話王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881 實用英語會話大全mini book 王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3898 實用日語單字大全: 靈活運用日語必備的7500單字鷲津京子,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03904 實用日語單字大全(mini book)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31826 普通高級中學: 藝術生活. 視覺應用藝術篇 戴岳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484550 基本實驗操作技術 林哲彥, 謝秀月, 洪碧霞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038 閱讀與書寫 黃聖松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85625 教育變革中的學習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748 井字格取名法的創意寫作 謝明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85755 最新選粹國文閱讀測驗.一, 中國經典名著篇 陳明義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762 最新選粹國文閱讀測驗.二, 成語篇 張達雅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786 眉批論語 陳光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793 創意性工程設計 周志榮等合著; 徐祥禎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文文化

檸檬樹



9789577485878 近代海洋文明與日本文化發展: 兼論中日兩國海洋意識與甲午戰爭王重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09 易經姓名諮詢師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16 易經命理諮商師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23 易經信息管理師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30 易經生涯規劃師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47 易經人相諮詢師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7485854 易經風水管理師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61 易經人文通識基本訓練教材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885 秘密 鄭如安著; 王建萱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7485892 薩爾河岸 蘿莎莉亞.德.卡絲特蘿著; 陳麗鈴, 劉碧交, 貝羅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939 高等技職舞蹈教育的反思 戴君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946 男性肌肉檢查行為: 肌肉上癮、體型知覺與體型焦慮的論證張志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953 環境美學理論與課程實踐 李雅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7006 畢業校友餐廳旅館創業刊 林玥秀, 劉聰仁, 謝金龍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4623 鳳囚金宮 端木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34722 青之驅魔師最終研究: 被青之火焰圍繞的人與惡魔默示錄青驅惡魔調查研究會編著; 廖婉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46 13億人都在吃の對症養生湯粥 賈學亮, 書香悅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760 航海王最終研究.新世界之謎.2, 從「偉大的大伏筆」引導出來的新世界之謎航海王新世界研究會編著;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807 詭案組 求無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814 目睹殯儀館之詭異事件 李非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34821 百變豆漿機 小廚娘Olivia, 樂活廚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藝美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繪虹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4721 愛上拼布生活手作 江晏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738 編織可愛的寶寶小物 何今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745 簡單好玩的立體造形卡片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752 玩鋁線做雜貨 柚子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6527 馬雲內部講話. II 阿里巴巴集團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301 Lico Dino 曾麗風編 第三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40012 醫檢師專技高考臨床血清免疫學與臨床病毒學試題詳解. 103年何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029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解剖學、神經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 103年胡明一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036 醫檢師專技高考生物化學與臨床生化學試題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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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爆笑文化傳播



9789862821077 油畫技法哲學 龎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21084 釉藥學 薛瑞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091 臺灣水墨畫 張繼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69 圖說臺灣美術史. II, 渡臺讚歌(荷西.明清篇) 蕭瓊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21176 風花雪月話古今: 戴忠仁的國寶檔案 戴忠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83 藝術行動: 黃光男藝術評述文集 黃光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90 新媒體藝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06 瓊斯: 美國普普藝術大師 吳虹霏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13 印象派優雅女畫家: 莫莉索 何政廣主編; 鄧聿檠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20 呼吸軌: 藝術與策展之交互脈動 劉永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37 如何欣賞書法: 書法的風格與格式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44 相忘: 肖全/子璇/十三年: 肖全攝影集 北京春秋潤道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51 波特羅: 魔幻寫實藝術大師 何政廣主編; 曾長生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68 歐洲名窯陶瓷鑑賞 吳曉芳著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2821275 畫禪 林谷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21282 中國風: 貿易風動.千帆東來 張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299 現代臺灣藝術: 臺灣藝術家工作室訪問錄 <>雜誌策劃專訪; 李鳳鳴採訪.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05 夏賽里奧Chasséria 何政廣主編; 李依依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12 名畫饗宴100: 藝術中的樹景 謝汝萱, 王庭玫撰著; 藝術家出版社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29 妮姬: 法國新寫實藝術家 何政廣主編; 李依依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36 西域美術: 大英博物館斯坦因收集品: 敦煌繪畫. 1羅德瑞克.韋陀(Roderick Whitefield)編集.解說; 林保堯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43 倚窗細吟建築 漢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50 陳澄波全集. 第八卷, 收藏 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367 藏高仰止: 張秋台川藏風土系列水彩畫輯 張秋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74 花間旅人 蔡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381 英國當代藝術 陳永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411 珍錫茗緣 池宗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428 遊美國.加拿大: 發現美術館 劉昌漢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723865 藝域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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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1604 林煒鎮素描.速寫選集 林煒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9367 臺灣百家.珠寶設計年鑑. 2015 寶之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4906 腰痛名醫の靠腰健康操 銅冶英雄作 平裝 1

9789866444913 一週跳3天,2週瘦1圈!: 驚人の燃脂跳繩減肥操: 1個動作,腰腹臀腿全瘦到,跳出「瘦子體質」從此不復胖!呂紹達作 其他 1

9789866444920 驚人の棉棒點穴反射自癒療法: 30秒打通氣結! 羅明宇, 市野小織著 平裝 1

9789866444937 超效輕瑜伽!不發胖!不疲累!驚人の體幹箱子操 中村勝美作 平裝 1

9789866444944 吃出天生燃脂力: 成功減重20公斤!: 日本實證派美女營養師「零肥胖」秘技大公開!伊達友美作; 王淳蕙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006 Guide to writing Audrey Wang, Janice Chien[編]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寶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游小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之藝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8

藝術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6881 人渣文本: 給「露出世代」的特急件 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898 惡水上的少年 亨利.鮑思高(Henri bosco)作; 張靜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04 走路讓我重生: 動、綠、奶: 孫正春的奇蹟三部曲陳芸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11 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阿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28 死亡如此靠近 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35 在我離去之前: 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 楊育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42 我家就是大學: 不靠學校,也能教出卓越孩子的終極祕訣吉普.哈定(Kip Harding), 蒙娜.麗莎.哈定(Mona Lisa Harding)作; 李弘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59 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 羅毓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66 小天使艾絲梅拉達 唐.德里羅(Don DeLillo)作;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73 天堂計劃: 陪父親走向安樂死的一段路 艾曼紐.貝爾南(Emmanuele Bernheim)作; 黃琪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80 爸媽忘記教我的事?: 愛朋友也愛自己,教孩子受用一生的人際力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997 寶爺.org 梁嘉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09 好好照顧您: 臺大老年醫學專家,教你照護父母,不可不知的10大迷思與14項困擾詹鼎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16 沒有聲音的愛 薇若妮卡.布蘭(Véronique Poulain)作;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0329 優秀女子舉重選手抓舉動作技術之研究 蔣明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267244 新中級日本語 謝逸朗主編 初版2刷 其他 1

9789578267282 現代基礎日語 謝逸朗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8267299 這種句型日文怎麼說 謝逸朗著 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花村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競進



9789578267305 現代日本語. 基礎篇 謝逸朗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0173 外套與彼得堡故事: 果戈里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著; 何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0180 外套與彼得堡故事: 果戈里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著; 何瑄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3333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基礎篇 仲依, 天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340 民法概要: 不動產經紀人考前速成系列 蔡志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357 這是一本公司法解題書 楊耀, 明白, 朱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364 這是一本刑法解題書. 進階篇 夜冶鳴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371 羅文國考公民最新歷屆試題詳解 羅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395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薏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449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456 行政法爭點地圖 李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463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基礎篇 千早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1738 碎夢大道 臥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1776 大動物園 何曼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40 沒有城堡的人 野澤尚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57 破碎的洋娃娃 詹姆斯.卡羅(James Carol)作; 狄芬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1264 明天還是好朋友?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作; 詹文碩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讀癮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櫻桃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9088 素顏革命 陳美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9095 瘋胸365問 莊家榮著 平裝 1

9789868893313 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2013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作 初版 平裝 4

9789868893320 臺灣菁英名廚. 2013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50位菁英名廚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93344 變美,做對一次不如一次做對 林立荃作 平裝 1

9789868893351 愛麗絲,私密日記 愛麗絲, 劉學軒合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4491 我的野蠻哥哥 小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07 我不是仙姑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14 好看好學的簡筆畫. 1, 打怪收妖篇 姚念廣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21 為什麼是我? 易小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38 牛哥虎妹特訓營 小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45 倔強的流浪妹妹 維他命熙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52 誰的新娘禮服? 徐瑞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569 千金小姐落難記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576 冰雪精靈闖大禍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583 歡喜冤家對對碰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590 衰事一籮筐 維他命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06 要命的口頭禪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613 落入凡間的天使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體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驛站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8208 臺灣七年級新詩金典 謝三進, 廖亮羽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8215 臺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黃崇凱, 朱宥勳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8222 臺灣七年級散文金典 甘炤文, 陳建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8239 桃花紅 李花白 鹿憶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8253 自說自話 朵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8260 柴室小品. 甲集 盧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8277 情無限.思無邪: 蕭蕭詩集 蕭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98284 半閒歲月半閒情 薛素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8291 踏歌行: 夏眉小說集 夏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016 與你散步落花林中 傅詩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023 文學博士「踹共」大學的生命體驗 謝明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030 瘋人教育日記: 私校教師的真情告白 鄭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5047 柴室小品. 乙集 盧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054 仰視一朵花開 孫長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061 微風拂過窗前 王前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085 背包客日記: 流浪歐洲九國省錢大作戰之旅 方柏華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95092 塑膠子彈 秦巴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108 怒海驚魂30日 心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139 桐花祭: 呂仁推理小說集 呂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146 廢墟漫步指南 洪書勤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177 河洛話一千零一頁: 一分鐘悅讀河洛話 林仙龍作 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095429 火宅 徐培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504 關於貓的詩. 二: 貓,有好玩的權利 林煥彰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573 麻雀情及其他: 趙迺定散文集早期作品. 二 趙迺定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627 繁華滄桑大武漢. 歷史文化篇 胡榴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672 裸舞: 蔡益懷小說選 蔡益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689 人文江蘇山水情 凌鼎年著 一版 平裝 1

釀出版



9789866095696 完美的番紅花: 昆布閱讀筆記 昆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76279 屬於遺忘 古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666 見鬼: 聊齋新撰 范遷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71987 魔鬼樹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96245 我們,創愛的業: 30位臺灣社會企業創業家的理想與堅持林芳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06 馬華文學板塊觀察 溫任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37 巴爾幹半島自助21日遊 曹嘉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82 黃金時代: 電影原創劇本 李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382 黃金時代: 電影原創劇本 李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74 想望的地方 林文寶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481 金秋: 凌珊原創小說 凌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28 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 冰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35 草原之歌 藍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42 大肩膀城市芝加哥 非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59 父親的遺物: 陳長慶散文集 陳長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59 父親的遺物: 陳長慶散文集 陳長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66 愛情限時批 雨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73 凝望時光: 琹川詩集 琹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73 凝望時光: 琹川詩集 琹川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696580 寶島閃爍: 世界華文作家看臺灣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597 辜卡兵的禮物: 翻閱童年 冰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03 那一傘的圓: 尹玲散文選 尹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10 譚嗣同的家春秋 劉運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27 遙遠的莫家店: 短篇小說集 李安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34 蟬與學士帽 棕色果作 一版 平裝 2

9789865696641 地獄不再沉默: 念賁長篇小說 念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65 夢境以北: 失敗主義者手記 敬文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72 絲路,你好!: 3個女生30天的自助旅行絲路線 粟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72 絲路,你好!: 3個女生30天的自助旅行絲路線 粟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89 春花與春樹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96 一生都在跑龍套: 人生散文選 任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02 第一次真好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02 第一次真好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19 民初旅行見聞: 20位名人的旅行記 趙君豪採訪;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26 老樹春深更著花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33 午後的冥想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40 荒漠里的人: 無名氏長篇小說 無名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57 心靈漫步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64 張岱的明末生活記憶: <>與<>合刊 (明)張岱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71 心底微波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01 去年紅葉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18 無言歌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8108 德語發音與短句 陳昇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0136 賓州大道935 湯姆.羅伯.史密斯(Tom Rob Smith)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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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4314 雷害對策設計指南 雷害對策設計がイド委員會原著編集; 劉昌文, 莊漢檜編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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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驫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71

觀光德語教室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488

送存種數共計：9423

送存冊數共計：11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