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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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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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6179 升等助理教授主著作: 體育教師人員專業角色認同、工作倦怠之相關影響: 以學生學習態度為中介變數陳有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0705 童話公主夢幻派對 林佳妮[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50712 水果娃娃總動員 張雅雯[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50729 黏土捏趣: A-Z動物樂園 Natpharin Sudaphorn作; 曹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736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拔罐保健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743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艾灸保健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750 吃對食物,顧好腸胃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767 大自然的美勞課 Chalerm Akkapoo作;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774 小小砂畫家 Tinakorn Bourpul文.圖;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8467 快來找找看!世界尋奇! Benjamin Bécue, Paku, Tiago Americo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0781 快來找找看!仙境尋奇! Benjamin Bécue, Annabelle Mége, Didier Balicevic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0798 用紙做黏土 Phuchong Kaewmuengthong文.圖; 璟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204 李志剛教授的App影音兒童穴位保健書 李志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211 Love Baby小爬爬日記 陳艾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228 典藏寶貝的美好生活 陳艾竹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5235 Love Mommy幸福媽咪懷孕週記 陳艾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259 名著大家讀: 伊索寓言25篇 西本雞介, 大石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266 恐龍世界冒險之旅 張雅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5273 甜點娃娃魔法廚房 鄭寶珠[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送存日期範圍：1040401~10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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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憙田企業



9789869189415 百萬媽媽都說讚的影音坐月子書: 產後護理200道月子餐&運動塑身操孟斐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2316 Bubble Land 趙永惠文字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4085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ducation,society and psychology 平裝 1

9789865654092 Proceedings of seou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5654108 Proceedings of seou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SICSSAM) 平裝 1

978986565411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平裝 1

9789865654122 Proceedings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平裝 1

978986565413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5654146 Proceedings of bangko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565415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ety,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平裝 1

9789865654160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5654177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平裝 1

9789865654184 Proceedings of asian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g natural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5654191 Proceedings of seou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s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SICLSB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70210 失去洞穴 韓麗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227 蕭夏博士生理時鐘基因療法 蕭夏博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234 魚 黃錦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272 哀眠 張怡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067 月光落在左手上: 余秀華詩選 余秀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401 臺灣學運報告. 1945-1949 藍博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Higher Education Forum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Bench 886 studio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83597 蕭碧燕教你不失敗的理財好習慣 蕭碧燕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7283603 Excel這麼簡單: 超活用22招搞定大小事 魯肉丸子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4656 看電影的人 詹正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663 晚安晚安 陸穎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670 夜未央 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劉霽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0537 理趣三昧法則 懷海圓智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1071 達摩祖師論集淺釋血脈論 圓暘法師作 再版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4197 一代明師道範講記 林榮澤講述; 書院編輯室整理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04364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2冊 1

9789865904371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3冊 1

9789865904388 生活易經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395 一貫道藏.祖師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5904401 醒世指南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9261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編 初版 精裝 第34冊 1

9789868659285 道統史紀: 東方後十八代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切智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真講堂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一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806 談<> 蜀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3763 金澤.北陸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770 熊本.阿蘇.湯布院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陳孟平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787 沖繩.那霸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賴惠鈴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794 客機大百科 Ikaros Publication CO., LTD.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800 輕井澤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鄧宜欣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817 倉敷.尾道: 瀨戶內海諸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王凱洵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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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64579 彩色圖解生理學實驗 林靜茹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10124 關鍵食療小百科: 吃對食物就不生病 飯塚律子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6457 令人頓悟的愛情殘酷箴言 陳默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4367 家味人生：自家廚房的故事與私房食譜 莫莉.懷森伯格(Molly Wizenberg)著; 曾志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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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力大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8

八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9615 自由: 12個關鍵決策 吳淑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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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47262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7279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7286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7293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817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8184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8191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820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8214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7460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477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7484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8269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8276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7590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7606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8122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4813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8146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8153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8160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7583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7668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675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7873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力和博原創坊



978986334768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769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4770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771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810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811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7842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347859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347866 神鬼特警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34805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806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903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904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807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34808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34809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34905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34906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34907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348368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8375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8382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48399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48405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8696 靈器王 黑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841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870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8429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843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48719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4872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4844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4845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8467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4873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874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8672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847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848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8665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849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863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864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865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8511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8528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8535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8542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855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8757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8764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8771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8856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348863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8870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9563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9570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34958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49594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48887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8894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9242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9259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9266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48931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8948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954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955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908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960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909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49105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49617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49624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49631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49648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49150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9167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9174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918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4965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4966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9679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49365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49372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938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0168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0175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0182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019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49358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942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9433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9440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9457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0205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021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022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023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49501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4951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952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4953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0960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0977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4983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34984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34985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34986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54027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54028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54029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54030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54031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349884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0489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0496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349891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990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098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099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4992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045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046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047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4991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49938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349945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1004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1011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349952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49969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0922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0939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49976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4998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34999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0946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095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0007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001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056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0571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0120 破天至尊 大雪崩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0588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0595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0601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0618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0625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0731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0748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0755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0762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077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1158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1165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078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079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148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149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150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151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0830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0847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0854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088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089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086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0878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0908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0915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1028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1035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104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105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123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1240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125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1066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1073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1080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1097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1219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1226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110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111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112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152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153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154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155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126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54127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54216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542179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354218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354219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354128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129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130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220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2216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2223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1325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134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513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2520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2537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2544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133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135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1363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2476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2483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1370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1387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2490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2506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1561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1578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1585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264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265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2667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1639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1646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1653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1660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260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261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2629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2636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1677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1684 悍戚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1813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1820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2414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2421 真武 西北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1837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1844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2735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274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1851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1868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1875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2674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2681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2698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2704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188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1899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2759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272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190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191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2711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1967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1974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2766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199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2001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201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2025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2063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032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2049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2056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2070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2087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2452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2469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279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80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295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296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297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298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299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277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278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406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281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282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2834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2841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2858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2865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4036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4043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405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2872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2889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2896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2902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291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292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2933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2940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3053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306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307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308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309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454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455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456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457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3206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3213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3220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3237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3244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413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414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4159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4166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325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3543268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543275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3543282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354434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354435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354436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354329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3305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3312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332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4586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4593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3381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3398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3404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3411 將夜 貓膩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3435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3442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3879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4470 夢幻泡影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3459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3466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3473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4654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4661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3527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4609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353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354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3558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452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453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3565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3572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358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3596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3602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417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4180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4197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420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361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362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3633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3640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3657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461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4623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4630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4647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366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367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368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469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470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471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3701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443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444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3695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371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445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4463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3749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3756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3763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3770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3787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4722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4739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4746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4753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3800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4401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441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442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3817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3824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3831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4494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450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4517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3893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3909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3916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3923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393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492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493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4944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4951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3992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4005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4012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4029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5255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5262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5279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5286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476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477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478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479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508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509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510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511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512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4807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481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5064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5071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5057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4821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4838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4845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5033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5040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485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486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487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501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502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6030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489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490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491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529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5309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531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532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513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5149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6023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624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6252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5156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6221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6238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533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534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5354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5361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5378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6504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6511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6528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6535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538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539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5408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541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542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6467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6474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648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6498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543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5446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545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5460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5477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642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6436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644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6450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563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5644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604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6054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6665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667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668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5651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5668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5675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6139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6146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6153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6160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568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569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570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571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572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662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663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664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665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4573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354574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354575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354658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354659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354660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354661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3545767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5774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5781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5798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6566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6573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5804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5811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654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655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6771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582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583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5842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5859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5866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5873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6740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6757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676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5880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5897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6177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6184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6191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5903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5910 獸武雙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593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594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6788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6795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5958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6733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597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598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599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600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601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669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670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671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672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607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608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609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610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611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612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6832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6849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7068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7198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7204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7211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685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6863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6870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709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7105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711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6894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6900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6917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7419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7426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7433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7440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6887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6948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6955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726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727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728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7297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6924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6931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698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699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700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701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758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759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760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7020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7037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7044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705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7556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7563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7570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7075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7488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7495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7501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708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730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7310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732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7334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7129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7136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8560 異世劍君 九曜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7143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8768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8775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715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7167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7174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7181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8485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8492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8508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8515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7228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7235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7242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7259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8430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8447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8454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846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7341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7358 誰與爭鋒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737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47389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47396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354740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548720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548737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548744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54875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547457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3547464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3547471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3548690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3548706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3548713 絕世唐門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3547518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7525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753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754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866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867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868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7754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7761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7778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7785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839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840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8416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842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7860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7877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8072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896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8973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8980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4788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789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8904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8911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7907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791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8874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8881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889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880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881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882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792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793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794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795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796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7976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8928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8935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8942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8959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7983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7990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858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859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8607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8003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8010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8027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8782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879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8089 捨我其誰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8195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817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48188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48218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8225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8232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824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8478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9314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9321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9338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9345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8522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8539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48546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48553 鬼醫聖手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861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862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863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864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4953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4954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4955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4956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957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883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884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885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48867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49017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49024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49031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9475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49482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49222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9239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549246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549253 風流醫聖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549260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9277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9284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9291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9307 紈褲仙醫 步征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935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9369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49376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49383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939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9406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9413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4942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943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944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945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4946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49499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950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49512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49529 戰器至尊 蘭州拉麵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49581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49598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49604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49611 無量真仙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4962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963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964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965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4966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9673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9680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9741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49758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49765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49772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49789 高手下山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4979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49802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49819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549826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49833 無敵喚靈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54985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9864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9871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9888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9895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9901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549918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549925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549932 傲劍蒼穹 小刀鋒利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54994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49956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4996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4997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0026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0033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0040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0057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006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0071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008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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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90620 家餐廳: 一個人好/不寂寞 小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12 大嬸的寫生壯遊: 甩開日常瑣事,勇敢追夢的現在進行式孫傳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36 書.城.旅.人 李亞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77844 魯迅與托洛茨基: <>在中國 長堀祐造著; 王俊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66

送存冊數共計：829

二魚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5199 Life of py賈寶玉、林黛玉與薛寶釵的奇幻飄流: 浮生八記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42437 糖、脂肪、鹽: 食品工業誘人上癮的三詭計 邁可.摩斯(Michael Moss)著; 盧秋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444 惡女力: 後女性主義的流行電影解剖學 施舜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42475 野心時代: 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與信仰 歐逸文(Evan Osnos)著; 潘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482 拒絕誘惑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它臣服: 王爾德妙語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張家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42499 成為黃種人: 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奇邁可(Michael Keevak)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512 偶像的陰影 許如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529 帝國落日: 大日本帝國的衰亡. 1936-1945 約翰.托蘭(John Toland)著; 吳潤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49903 腹帖 徐禎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934 雅舍文選 梁實秋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9325 國家考試土木、結構類科試題詳解. 103 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137572 好寶寶故事: 友情分享 王玲等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逵商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22570 公主與怪物的指揮者 米休.歐斯洛(Michel Ocelot)著;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587 少年水手和他的貓 米休.歐斯洛(Michel Ocelot)著;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594 敲鼓男孩 米休.歐斯洛(Michel Ocelot)著;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600 狼人與姐妹 米休.歐斯洛(Michel Ocelot)著;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617 提忠與無人知曉的美人 米休.歐斯洛(Michel Ocelot)著;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792 海洋!基本概念 瓊安.巴肯(Joanne Barkan)文; 喬.布朗(Jo Brown)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808 北極!學相反詞 洛麗.胡洛博(Lori C. Froeb)文; 喬.布朗(Jo Brown)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2757 電腦資訊英文 葉子玄撰 平裝 1

9789869052764 論世界文學與藝術 林麗容撰 平裝 1

9789869052771 愚齋治學集 葉泉宏撰 平裝 1

9789869052788 21世紀觀光西班牙語 林麗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4145 黑象與白象 大衛.麥基文.圖; 劉清彥翻譯 精裝 1

9789865664152 不要一直催我啦! 益田米莉文; 平澤一平圖; 米雅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0454 王力群機械操盤法: 不必瞎猜的穩賺絕技 王力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459417 非營利組織管理 林淑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608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歷史 古偉瀛, 王世宗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立文創企業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上大聯合



9789571459622 普通高級中學新高中英文自學手冊 王靖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59646 經濟學原理 李志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46691 普通高級中學英文(乙版)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56355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歷史自學手冊 林怡慧, 季子欽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59905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 梅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943 紀錄片: 歷史、美學、製作、倫理 李道明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967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吳庚著 增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974 行政學 林淑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998 紐西蘭史: 白雲仙境.世外桃源 李龍華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000 俄羅斯史: 謎樣的國度 周雪舫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024 成語典 三民書局成語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031 漢宮秋 馬致遠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055 新譯辛棄疾詞選 聶安福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178 成本與管理會計 王怡心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185 古代天文學中的幾何方法 張海潮, 沈貽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192 新譯逸周書 牛鴻恩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208 刑法各論 甘添貴著 修訂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0215 梧桐雨 白樸撰; 王星琦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07685 水滸傳(木刻大字本) 施耐庵著,金聖嘆批 再版 平裝 1

9789571407760 西遊記 吳承恩撰,繆天華校訂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07890 鏡花緣 李汝珍撰,尤信雄校訂,繆天華校閱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30553 儒林外史 吳敬梓撰; 繆天華校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43782 Automata您還跑!: Automata及Formal Language導論王立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1107 石點頭 天然癡叟著; 李忠明校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509 新存在主義的自旋風畫集 王以亮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1116 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廿六屆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同大學資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上古國際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50289 我有畫要說. 6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296 我有畫要說. 7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02 我有畫要說. 8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19 我有畫要說. 9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26 我有畫要說. 10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88 我有畫要說. 6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395 我有畫要說. 7 花大叔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712646 北宋儒學與思想 夏長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712653 王安石新學探微 夏長樸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0444 律己典範 陳德輝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451 待人楷模 陳德輝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468 為政榜樣 陳德輝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29 槍林新銳 蘇剛, 李樹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36 機器奇俠 朱如華, 賈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50 鐵騎爭霸 里土, 李朋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67 長劍雄風 李大光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74 碧海稱雄 李杰, 張彤, 郭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581 霹靂驚雷 于守誠, 于海, 于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604 藍天逐鹿 焦國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611 太空新兵 龐之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628 戰炮威武 張軍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635 處事翹楚 陳德輝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羊文化



9789865800826 武則天 果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33 中國的走向. 經濟 王丹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40 中國的走向. 黨的建設 彤新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57 中國的走向. 生態文明 肖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64 中國的走向. 社會 張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71 中國的走向. 政治 陳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888 中國的走向. 文化 占善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10 明朝最後的那些事兒: 1644,帝星升沉 果遲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0027 明朝最後的那些事兒: 1644,帝星升沉 果遲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0034 中國. I, 開天闢地 武力, 王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41 中國. II, 雄關漫道 武力, 王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58 中國. III, 歷史轉折 武力, 王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65 中國. IV, 人間正道 武力, 王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72 中國. V, 科學發展 武力, 王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089 中國. VI, 長風破浪 武力, 王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331 晚清風雲. 第一卷, 英倫涅槃 果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6016 探索樸門: 超越永續的原則與道路 大衛.洪葛蘭(David Holmgren)著; 吳孟儒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8145 隨身名師魏徵數學七年級上學期. 第一章, 數與數線魏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297 以法為師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3604 老僧常譚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大地旅人環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位一體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6714 放下執念,勿強求 陳鵬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721 幸福離你只有一個轉身的距離 張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738 惜福感恩,包容人生的不圓滿 文淑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37 人,原來沒有十全十美 悅瑩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44 生活應用色彩心理學 賴馨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51 生活小確幸,人生大智慧 邱品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68 超犀利的愛情心理測驗 艾莉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899 先相信你自己: 馬雲的價值理念 柯誠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05 卸下狂心,就是菩提 邱品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12 誰的心中沒有荒唐事 章欣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29 成就大業的冒險精神: 馬雲教戰守則 柯誠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36 佛說: 我只不過是一個指導者 鄭巧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43 那些不能告訴男人的事: 只給女人的幸福答案 楊姿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50 心境,心靜 鄭巧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67 青春難為: 負傷翱翔的每一天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74 貴人不一定是好人 何彥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81 深入塔羅牌的神祕能量: 影響一生的塔羅牌學習書林奕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998 幸福提案: 笑談人生 羅奕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001 在不考慮後果下,愛情是殘忍的 俞詠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77615 一個人的放浪日記: 在世界大陸的每一地想著妳,然後旅行茶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7806 心旅行: 在英國撞見古典與愛情 鄭紹成, 高歡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41 微笑的瞬間: 人像攝影實戰寶典 李俊杰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8858 男人就該這麼帥: 變身型男の終極全套攻略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65 Antarctica南極之書: 行旅,到地球最南端 王自磐, 王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72 悠哉小旅in倫敦: 福爾摩斯迷必備☆自助遊情報全攻略玩樂瘋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89 全球最危險的人物: 朱利安.阿桑奇: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改寫全球人民對公權力的信念東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896 越南,人間好時節: 2100公里的單車旅行,重逢溫潤的人情與地景徐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902 日本再生: 311強震後的突破與未來 寺島實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上奇資訊

大拓文化



9789862578926 白銀風暴: 銀色迷霧下的東西方貨幣戰史 永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933 愛上DoReMi: 你不知道的音樂小趣事 郭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107 華爾街的告白: 合法騙局?讀懂世界金融300年興衰史馮少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787 讀懂老闆,問半澤直樹就對了!: 從面試到升遷,老闆才是關鍵!徒步過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824 稱霸21世紀的人民幣: 全球貨幣佈局的大轉移,不能不了解的中國崛起之和平戰略吉承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909 猶太人最自豪的工作術: 安身立命是窮想法,務實逐利才是真主張Jack Rosen著; Dr.初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978 從看不見的手到資訊不對稱: 解讀10位經濟學大師的智慧觀點陳金偉, 寧仁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992 聽見血型的聲音: 徹底瞭解A、B、AB、O型的人格特質李筱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000 媽,你好酷!: 兼顧工作與家庭的A型女子 大晨媽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017 GOOGLE的自由年代: 科技新鮮人最想加入的公司博納德.吉拉德(Bernard Gira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246 冰山.極光.北極熊: 郵藏白色記憶、走訪極地風光的旅遊探險金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253 歐債危機的秘密: 金融風暴中的歐元波折,隱藏不為人知的貨幣佈局大祕辛金聖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69 阿嬤的24節氣養生私房菜: 餐桌就是一畝田,順著時節選食材,吃出健康一整年朱太治, 雙福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76 圖解巴菲特的財富秘密: 渴求財富X理性獲利,要你第一次投資就賺錢!唐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90 啜.飲: 從品種到釀造、選酒、存酒、品酒全方面解析富隆葡萄酒文化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406 小資也能翻身賺千萬! 蔡順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43 看漫畫、拼經濟: 輕鬆學、生活用的99個經濟學常識李金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987 老中醫這樣看病! 翟華強, 程偉, 閆永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21 史上第1本美瞳秘笈: 巧搭虹膜放大片,讓你眼神深邃,晉升電眼美人曹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69 最完整的中國自助旅遊全集. 2015 中國自助遊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83 激勵,驚人的力量: 用對方法,讓部屬甘願為工作兩肋插刀孫科柳, 李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373 「景」收眼底!數位攝影實拍完全手冊 都學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601 最強!全球頂尖投資家的創富秘笈: 匯集33位投資大師智慧,馬上學會比印鈔還要快的賺錢術林啟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663 我們邊吃邊聊: 圍繞電鍋的插畫札記 蜜思工作室編著; 袁小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687 動漫達人修煉術: 萌少女COSPLAY著衣 MCOO動漫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87694 動漫達人修煉術: 奇幻元素表現技法 MCOO動漫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87809 32本管理學名著一次讀: 決策、溝通、領導、作戰,通通卓越!魯賓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048 穴道暖暖按更有效! 櫻月彩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420 好神!看我變魔術: 輕鬆擁有讓人目瞪口呆的小才藝聰明谷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932 關於攝影,真的是你想多了 源形畢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956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莽原作 初版 平裝 第一部 1

9789863750987 大膽揭密: 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 東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10 巷弄裡的墨爾本: 文創X市集X咖啡館 Sky L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496 網站與資料庫程式開發解析: Jave SE8+JSP+SQLServer 2014余顯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1762 貪婪.金錢.騙局: 從華爾街到全世界,300年的暗黑金融史馮少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809 InDesign這樣用就對了: 文件排版、書冊製作、互動電子書一本搞定榮欽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960 令人顫慄的自由童話: 你被監控了嗎? 東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196 明天就辭職: 改行也有SOP! 張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33 質感生活: 這樣收拾,房間大兩倍 韓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40 Windows Apps程式設計全攻略: 使用Javascript Chris Sells, Brandon Satrom作; 戴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271 馬上就會Office 2013商務實作與應用 數位新知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288 網頁之王ASP.net 入門設計138招與實例演練 千展資訊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295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範例應用 潘皇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301 社群遊戲製作不困難: 用Flash設計遊戲真簡單 李長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325 輝瑞,守護健康160年: 用老經驗,探尋新技術 彭劍鋒, 相雪, 薛冬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332 再見,低效能的人生: 說得漂亮,不如做得精采 劉柏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349 經筋美容絕學 黃梓峰, 高榮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387 動畫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 李春雄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2394 解析!網路概論與Internet 陳德來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400 C/C++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417 數位出版瘋設計(PS、AI、ID創意整合: 設計人必學的14堂課)m-plus普生數位科技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2431 開發Android APP使用VB輕鬆學. 資料庫與專題製作篇李春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2448 插畫最前線 周建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455 教您輕鬆用InDesignCC做設計 戴孟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486 私の生活攝影寫真 POCO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493 Linux私有雲社群網路現場實戰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509 Before & After: 解構文宣品設計準則 John McWade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516 Photoshop平面設計的技術精粹 曹猛, 何平, 王平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523 精彩X讚賞!Photoshop的插畫設計 銳藝視覺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530 愛的微管理: 寫給職場媽咪的育兒經 水亦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547 新世代網路概論 簡國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592 忠誠的力量: 90個讓你成為上司眼中優秀人才的小秘訣華春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608 聯邦快遞: 以客戶為尊,使命必達 彭劍鋒, 劉曉雲, 馮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615 燉煮回憶 李妙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622 蝦毀!今天期中考 FEFE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639 電腦新手一本通: DIY樂趣省錢這樣做 李慶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646 jQuery Mobile跨平臺開發寶典 陶國榮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2653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S6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2660 Cocoa設計模式 Erik M. Buck, Donald A. Yackman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677 動漫達人修煉術: 基礎素描技法 袁媛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684 微整形: 微調妳的專屬完美 摩天文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691 管理就像放風箏: 拿捏力道,恰如其分的傾聽、對話、讚美、批評孫科柳, 王瑞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07 人民幣的歷史機遇,終結美國金融霸權: 一場攸關全球金融的幣值博奕吉承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14 「歡迎光臨」之後呢?: 11個六字箴言,104種銷售技巧,菜鳥也能拿大單楊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21 家事達人到你家: 100個小訣竅, 打造無毒居家生活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38 久坐,危險!寫給辦公室OL的舒緩操 摩天文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45 寄情廚房: 迷戀廚中食材的生活絮語 妖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52 拆牆: 全媒體時代,如何把你的品牌推向中國? 李光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69 緩慢深刻: 歐洲文化為何如此迷人. 人文篇 張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76 鍵盤狙擊手: 不見硝煙的網路戰爭,殺傷力卻更為驚人!東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783 今天飛香港: 好玩、好買、好好味,最HOT香江情報谷聲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806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吳燦銘, 榮欽科技, 王震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813 超級實用Unity密技50招: 讓你輕鬆學會製作專業級互動設計遊戲劉為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837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 John Cruise, Kelly Kordes Anton著; 戴孟宗, 吳宏信, 詹絜雲譯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2844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初學者的16堂課 榮欽科技著 平裝 1

9789863752912 PhoneGap跨平臺Web應用程式開發 饒俠, 張堅, 趙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929 Photoshop平面廣告精品案例大製作 銳藝視覺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2936 用色鉛筆慢畫&漫活: 服裝飾品24色步驟式繪法教學涂涂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974 版型設計之外: 配色的重要 銳拓設計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2998 Premiere CS6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嚴清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001 跟Adobe徹底研究Adobe Photoshop CC Andrew Faulkner, Brie Gyncil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3018 Light, Gesture, and Color與光影、姿態和色彩共舞Maisel, Ja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025 3ds Max動畫大師 呂瑞城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032 OpenNMS網路管理實務 鄭進興, 翁嘉誠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3124 iWork無限玩: Keynote、Pages、Numbers結合iCloud蔡學欣, 張嘉鳴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3261 jQuery使用手札 Jay Blanchar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14 Hadoop實戰分析 陸嘉恒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3421 AfterEffects CC電影特效大師 張家盛著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07

送存冊數共計：107

凡亞藝術空間



9789868830479 編織: 天生的生活藝術家 陳邱澄玉 陳邱澄玉作 平裝 1

9789868830493 X-7聯盟. 2015 廖本生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0693 世界紛爭現代史 日本經濟新聞社著; 鄭舜瓏譯 平裝 1

9789865770730 像Shopping一樣選股,三萬輕鬆變千萬 石偉明著; 簡國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47 閒聊中的套話技術: 五角大廈在用的訊問技巧,讓他不知不覺什麼情報都說了詹姆斯.派勒(James O. Pyle), 瑪莉安.卡琳琪(Maryann Karinch)作; 李宛蓉, 陳琇玲譯平裝 1

9789865770754 我買ETF，一年花30分鐘淨賺千萬: 從完全不懂到下單成功，最詳盡圖解。再破天荒報你17檔好標的!周錦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61 讓人開心為你效勞的順耳指令 山岸和實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78 跟青春期孩子如何對話?他肯聽、你不氣!: 父母「好意」的一句話，孩子會因此成長……或反而偏差。姜琴珠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85 看中醫,我該怎麼問問題: 中醫不說明或說不清楚的「風、寒、暑、溼、燥、火」症狀,怎麼醫、怎麼吃才有效?根本幸夫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792 沉默的銷售之神: 用下巴、呼吸,不開口業績就翻五倍!松橋良紀著; 游心薇譯 平裝 1

9789865770808 美食教母岸朝子的北海道.東北五星級伴手禮 岸朝子作;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5770815 美食教母岸朝子的東京.關東五星級伴手禮 岸朝子作;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5770815 美食教母岸朝子的東京.關東五星級伴手禮 岸朝子作;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6037238 三小時完全吸收,看懂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何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822 資源革命: 如何抓住一百年來最大商機 史蒂芬.海克(Stefan Hack), 麥特.羅傑斯(Matt Rogers)作; 黃庭敏譯平裝 1

9789865770839 京都.關西五星級伴手禮 岸朝子監修;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5770846 九州.沖繩五星級伴手禮 岸朝子監修;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5770860 我25歲,有30間房收租 羅右宸著 平裝 1

9789865770877 我靠捨棄式讀書法上東大: 為什麼不擅長的科目,不要天天讀?東大家庭教師之友協會著; 羅淑惠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09545 體適能活動設計躍動系列. 趣味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583 體適能活動設計躍動系列. 套環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552 體適能活動設計躍動系列. 滾輪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569 體適能活動設計躍動系列. 韻律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576 體適能活動設計躍動系列. 伸縮繩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606 體適能活動設計遊戲系列. 感官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613 體適能活動設計遊戲系列. 律動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紅文化



9789867109620 體適能活動設計遊戲系列. 平衡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9228 押花達人經典創作誌 王玉鳴, 井迎兆, 許美慧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4901 海絲茶烟: 南洋出土早清宜興茶具 蔡格森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9877 異鄉人. 2, 琥珀蜻蜓 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著;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79884 異鄉人. 2, 琥珀蜻蜓 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作; 徐嘉妍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79907 永續的一餐: 簡樸、靈活與惜食的烹飪手札 塔瑪.艾德勒(Tamar Adler)著; 徐嘉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914 這就是當代攝影 夏洛蒂.柯頓(Charlotte Cotton)著; 張世倫, 賴予婕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179945 視覺講義: 二十四個全球青年藝術家的圖像敘事陳吉寶, 陳狐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14782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智力2-3歲(大全集)(簡體字版)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4799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智力5-6歲(大全集)(簡體字版)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805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智力4-5歲 (大全集)(簡體字版)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812 幼兒多元智能開發智力3-4歲 (大全集)(簡體字版)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843 海洋生物: 解開好奇心(簡體字版) 楊顯慧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4867 動物奧秘:解開好奇心(簡體字版) 楊顯慧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4881 植物自然: 解開好奇心(簡體字版) 黃健琪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4898 鳥類昆蟲: 解開好奇心(簡體字版) 楊顯慧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5031 星星的魔法書. 星座血型篇 流時娜作; 李海那繪; 石文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093 123 Dot-to-Dot(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衍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高工作室



9789863015109 ABC Dot-to-Dot(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3015178 戴晨志老師說故事: 四指鋼琴天使(簡體字版) 戴晨志作 平裝 1

9789863015185 飛鳥的秘密: 自然大驚奇(簡體字版) 洋洋兔作 平裝 1

9789863015192 危險動植物: 自然大驚奇(簡體字版) 洋洋兔作 平裝 1

9789863015208 好神經(簡體字版) 謝鴻文文; 林鴻堯圖 平裝 1

9789863015215 施公探案之真假黃天霸(簡體字版) 管家琪文; 艾雷迪圖 平裝 1

9789863015222 施公探案之大破關家堡(簡體字版) 管家琪文; 艾雷迪圖 平裝 1

9789863015239 施公探案之深夜訪客(簡體字版) 管家琪文; 艾雷迪圖 平裝 1

9789863015246 Excel一本通!工作效率翻倍术 恒盛杰著 其他 1

9789863015277 滄龍大對決 陳紹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307 做對這些事,糖尿病好控制(簡體字版) 游能俊作 平裝 1

9789863015321 做對這些事,痛風好控制(簡體字版) 余家利著 平裝 1

9789863015338 史上最完整專屬女人營養學(簡體字版) 李馥, 曹麗燕著 平裝 1

9789863015376 暴龍大逃殺 李國靖, 阿比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437 小公主心想事成許願魔法(簡體字版) 張育甄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 平裝 1

9789863015444 劍齒虎大獵殺 李國靖, 阿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451 安氏中獸大激戰 陳紹霖, 阿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475 嬰幼兒這樣吃健康100分(簡體字版) 鄭碧君著 平裝 1

9789863015482 教養從餐桌上開始: 營養師媽媽教你培養健康、自信、體貼、有禮貌的孩子白小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5499 殺手,末日花開的美夢(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5505 200個超神必勝學習法 池末翔太, 野中祥平著 平裝 1

9789863015512 给自己10樣人生禮物(簡體字版) 褚士瑩著 平裝 1

9789863015529 父母爆炸前必備!家庭笑能魔法書(簡體字版) 南台北家扶中心策劃; 李威龍文字 平裝 1

9789863015536 膽小存錢,不如勇敢賺錢(簡體字版) 陳斐娟著 平裝 1

9789863015543 下班後賺更多(簡體字版) 艾爾文著 平裝 1

9789863015567 五斗米靠腰: 職場這麼活(簡體字版) 馬克圖.文 平裝 1

9789863015574 吃對順序,7天肚子一定瘦(簡體字版) 李婉萍著 平裝 1

9789863015611 異願洛恩斯. 9, 存續(簡體字版) 水泉著 平裝 1

9789863015628 喬志先生愛情診斷室(簡體字版) 張兆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9875 望診遵經: 氣色中的生死經 汪宏作 初版 平裝 上卷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大堯文創



9789866579882 新百家樂入門 Bruce Che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7348 史上最強哲學入門: 從柏拉圖、尼采到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31位西方哲人飲茶作;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355 走進我的交易室: 股市贏家交易全攻略 亞歷山大.艾爾德[著]; 羅耀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362 財富、戰爭與智慧: 二戰投資啟示錄,失序時代的投資智慧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79 野生教育論: 鬥志是最強的人生武器,職棒傳奇教頭一流生存法則野村克也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86 交易的藝術: 投資的理智與邏輯,王力群的股市啟示錄王力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393 超越祖魯法則: 瞄準成長股的超人利潤,散戶選股策略經典吉姆.史萊特作; 陳鴻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409 人體素描聖經: 素描就是觀看,畫出傳神寫照的12堂課安德魯.路米斯(Andrew Loomis)著; 林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8433 慈惠通識專業期刊. 第5期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495 全臺通識暨專業期刊. 第1期 高雄市全臺大專通識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91610 文寫天地間 彩筆情更濃: 高燈立水彩畫作品集 高燈立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9773 向小提琴大師致敬: 走過小提琴藝術的三百年風華謝士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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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1516 關於設計,物想說的是 劉美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雅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土雲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58608 英文搶分題庫 德芬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1336 行銷學(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1817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八. 103年度 陳培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2043 海巡勤務(含概要) 蔡玉荷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2098 英文焦點速成 劉似蓉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2135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章庠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2142 地方自治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朱華聆編著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2159 英文: 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2166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駱英, 歐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2173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合輯(含進出口外匯及國外匯兌業務)白文傑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2180 公民焦點速成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742197 最新題型國文: 測驗精鍊(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楊仁志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2203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5829 公民高分好簡單: 84個關鍵主題立即搶分 蔡先容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6796 國文: 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 鍾裕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7304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8424 100問答國考必達: 上榜生偷吃步 蔡朝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210 行政程序法(含概要)(海巡版) 任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2227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234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742241 主題式會計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章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2258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含概要)精析 陳正祥, 成傑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2265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葉紫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2272 不動產經紀人超強合輯(焦點速成+嚴選題庫+歷年試題)弼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2289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猜題及歷屆試題 龍田編著 第十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2296 搶救初考五等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302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2319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公民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232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張玉玲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333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教戰手冊 林翠華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742340 一次考上校長主任: 80道經典必修題精解 林翠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3742357 校長主任甄試完全守則: 從觀念入手到實戰演練陳鴻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371 記帳士超強合輯(重點統理+模擬考+歷年試題) 李守柔, 黃素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388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亭宣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395 一次就考上銀行. 2015: 銀行共同科題庫(103年度國文+英文)超級無敵詳解紫彤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401 不動產估價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葉紫光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2418 工業安全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2425 主題式銀行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成在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432 一次考上銀行. 2015: 銀行專業科題庫. 二, 超級無敵詳解歐欣亞, 亭宣, 成在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449 農產運銷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2456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括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陳忠孝, 江秀敏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2463 高分標竿: 準備國考的第一堂公民課: 看這本就夠了蔡綸, 朱曦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470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2487 公務員法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494 主題式機械原理(含概要、常識)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2500 國文搶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2517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2524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蔡穎, 茆政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2531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2548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陳忠孝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555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大意 楊銘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2562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579 一次考上銀行 國文 李宜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586 法學緒論高分題庫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2593 導遊實務. 二,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林俐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2609 領隊實務. 二, 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林俐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742616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江秀敏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623 戶籍法規大意: 一定要讀這本 翊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630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葉紫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2647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考前速成 歐欣亞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2654 機械原理(含概要與大意)奪分寶典 祝裕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2661 物理講義 張正頌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678 主題式機械製造(含識圖)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2685 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高明, 尚榜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692 國小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2708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742715 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2722 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2753 主題式票據法搶分題庫 亭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760 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742777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實戰題庫 陳忠孝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42784 工程力學(含靜力學、材料力學、動力學) 祝裕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2791 經濟學(臺電.中油) 王志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2807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法(含概要) 成在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814 領隊導遊英文(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742838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技能檢定術科考試分類實作秘笈李秋燕, 羅鈺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845 絕對上榜導遊證照輕鬆考(含導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2852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考試分類高分題庫李秋燕, 吳秋玫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869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總複習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742876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2883 超級犯規!郵政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4289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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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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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3435 異境: 跨越世代與地域的藝術對話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35 異境: 跨越世代與地域的藝術對話 鍾經新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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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4443 乖乖小惡魔 海文.歐瑞(Hiawyn Oram)文; 幾米圖; 彭倩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136 一筆畫: 五個概念加一支筆,信手畫出好作品 吳霈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204 生死迷藏: 3, 紅色的小行李箱 黃勝堅,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醫療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303 經典少年遊小說系列. 壹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35358 經典少年遊小說系列. 貳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4

大象藝術空間



9789862135617 孤兒與食人魔 珍.奇瑪曼(Jean Zimmerm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952 物理治療師教你自助擺平痠痛 曹昭懿, 陳昭瑩, 臺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969 三郎 吳茗秀作;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976 倦怠社會 韓炳哲(Byung-chul Han)著; 莊雅慈, 管中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983 提靈女王: 真命女王的崛起 艾瑞卡.喬翰森(Erika Johansen)著; 鄧嘉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35990 蹲在掌紋峽谷的男人: 川貝母短篇故事集 川貝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003 2的力量: 探索雙人搭檔創新力 喬書亞.沃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著; 李芳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010 32℃警戒,小心熱傷害、中暑 朱柏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027 民歌四十: 再唱一段思想起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6034 忘記親一下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041 忘記親一下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058 藍石頭 幾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6072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幾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36096 3個小承諾,預約更好的自己: 用一點一滴的小舉動,每天實踐3個小承諾: 遠離垃圾循環,進入承諾循環大衛.波萊(David J. Pollay)著; 鍾玉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102 我從很遠的地方來看你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119 女力時代: 改寫全球社會面貌的女性新興階級 艾莉森.沃爾夫(Alison Wolf)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608 大道之行. 廿四期 玄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2810 日本語能力試験N4.N5対応快速掌握漢字.語彙必背1800食品さや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696 生活日本語教室. 初級3 宿谷和子, 天坊千明, 森桂子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740 日本語訓練<> 松浦真理子等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771 新日本語敬語運用表達 金子広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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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8502 挑房follow me!好宅應該內外兼具: 戴雲發教你挑選安全耐震的好宅戴雲發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傳媒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大道之行雜誌



9789869098519 愛的覺醒與療癒: 完形心理治療 覺察/頓悟/統整手冊蔡淑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4939 圓滿心要 力空金剛上師開示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33610 食農小學堂 陳怡如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3531 勇敢的消防車 戶田和代作; 西川修繪; 鄧吉兒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548 親手為孩子量身做衣服 朝井牧子作; 苡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562 燭火小精靈 賴曉珍文; 鄭潔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63579 鬥牛犬賈思登 凱莉.狄普喬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圖; 彭維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586 吉歐吉歐的皇冠 岸田衿子作; 中谷千代子繪; 艾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593 小熊威力: 小熊威力和他的朋友 安石榴文; 吳奕萱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34499 羅浮宮守護者 谷口治郎(Jiro Taniguchi)著; 喬一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505 80年代事件簿 小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34512 80年代事件簿 小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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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2463 大臺灣旅遊購物誌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圓覺弘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258 經營之聖的絕學 山田昭男著;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3265 股票投資必知的67個技巧,讓你總是可以獲利勝出: 基礎知識+實際演練,感覺迷惘時就看這一本足立武志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133272 35歲開始,有比減肥更重要的事: 緊實力: 一週臀部提升2.5cm、大腿減少3.5cm!從運動、穿衣、美容、飲食,全方位解決鬆弛問題日經健康編;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133289 一張表格,讓老的鳥的員工動起來 見波利幸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3296 管理的藝術 麥可.沃德(Michael Ward)著; 廖文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7315 超賣點心理學: 不起眼的東西,如何搞到大家搶著要廣瀨知砂子著; 石玉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322 K線日記: 7大絕學,讓我的資產多一倍 鑽石社編輯部著; 呂理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353 我偷學投資大師大賺10倍的選股絕學: 他用32年操盤經驗,精煉出3套獲利心法鈴木一之(Suzuki Kazuyuki)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14827 我的寶貝蛋 艾蜜莉.葛拉菲特文.圖; 郭恩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145 猜一猜,在哪裡? G.V.傑納頓文.圖;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52 猜一猜,這是誰? G.V.傑納頓文.圖;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69 猜一猜,是什麼? G.V.傑納頓文.圖;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76 長大! 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83 我是藝術家 瑪塔.艾德絲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190 媽媽看我 圓香奈奈美文; 宮西達也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206 一起來騎腳踏車 嚴凱信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213 搭飛機去旅行 皮耶.溫德斯文, 坦妮卡.麥林克圖; 潘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237 雨傘 太田大八作.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244 動物奧運會 文鍾勳文.圖; 林玗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268 因為媽咪愛你 安德魯.克萊門斯文; R. W.艾利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275 原來天氣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文; 手塚明美圖; 邱承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282 宇宙最後一本書 羅德曼.菲布利克(Rodman Philbrick)作; 林靜華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5305 媽媽,猜猜看! 末吉曉子文; 林明子圖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12 叩叩叩,是誰呀? 莎莉.葛林德列文; 安東尼.布朗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29 花貓與黑貓 宮西達也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43 橘色的馬 劉旭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374 星空動物園 山鷹作; 黃郁嵐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小魯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9789862115398 大鬼小鬼圖書館 幸佳慧文; 楊宛靜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625588 海馬先生: 立體遊戲書 艾瑞.卡爾(Eric Carle)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632 微生物的小小世界 尼可拉斯.戴維斯文; 艾蜜莉.薩頓圖;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2

9789577625663 陸.海.空: 交通工具遊戲書 安娜蘇菲.包曼文; 迪迪耶.巴力席維圖; 上誼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670 咩咩羊的聰明藥丸 馬克.薩默塞特文; 蘿文.薩默塞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298 彩色點點 赫威.托雷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5724 晴天、雨天、美好的一天 朵琳.克羅寧文; 雷娜塔.麗斯卡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005 放不下?那就挑起來吧 釋本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012 法王論 梵智長老(Phra Brahmapundit)著; 釋阿難, 釋悟性, 陳彥玲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5745 白面者 羅展鵬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7651 Delightful gifts in parchment craft Amanda, Ching-Hsiang Y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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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7310 寫給男孩的探險書. 1, 非洲草原求生術 王連華, 王連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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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靜子紙蕾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上趣創意延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上誼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5367 大震撼!失智症有救了: 正確預防與逆轉失智症(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漸凍人)、多發性硬化症、及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布魯斯.菲佛(Bruce Fife)作; 楊致遠, 王碧如, 姜愛玲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919878 世界行政全圖 劉斐青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577919885 世界行政全圖 劉斐青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577919892 一生必拜臺灣神廟 環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577919922 臺南市高雄市全圖 其他 1

9789577919960 彰化縣南投縣全圖 其他 1

9789577919984 新北市桃園市全圖 其他 1

9789577919991 悠遊達人: 宜花東外島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006 大桃園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013 大輿農民曆. 2015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020 吃喝玩樂遊臺灣. 2015 大輿出版社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037 臺北市.新北市公車捷運指南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411 星相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天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404 星相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天易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88473 校長的野餐約會 林韋達文.圖 第一版 精裝 2

9789570388480 刺蝟的帽子 康健雜誌作者群文; 林韋達繪 第一版 精裝 2

9789570388497 黑熊的勝利V領巾 康健雜誌作者群文; 林韋達繪 第一版 精裝 2

9789570388503 唉呀!小象跌倒了! 珍珠媽(林貞岑), 小珍珠(楊昀蓁)文; 林韋達繪 第一版 精裝 2

9789570388510 校長,可不可以不要打針? 陳秋華文; 林韋達繪 第一版 精裝 2

9789570388527 我不要吃青菜! 楊心怡文; 林韋達繪 第一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太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生活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輿



9789570388541 擊退癌疲憊: 醫師該告訴你的癌後養生術 陳駿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558 聰明買對健康險: 一次搞懂32種投保迷思 李雪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565 完全跑步聖經: 輕鬆持久跑,運動傷害OUT 維杰.費德(Vijay Vad), 戴夫.艾倫(Dave Allen)作; 李依蓉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980025 我長大了: 幫你的小恐龍洗澡 珍.克拉克文; 喬治雅.博琪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032 我長大了: 帶你的小鱷魚刷牙 珍.克拉克文; 喬治雅.博琪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049 我長大了: 哄你的小獅子睡覺 珍.克拉克文; 喬治雅.博琪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056 我長大了: 餵你的小猴子吃香蕉 珍.克拉克文; 喬治雅.博琪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216 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 2, 勇闖黑森林 陳沛慈文; 金角銀角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78 給中學生的情緒管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情緒調適力,現在開始學習!楊俐容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85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資料統整力,現在開始學習!石美倫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308 真是太過分了! 派特.湯姆森文; 強納森.艾倫圖; 黃聿君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0315 珍妮小霸王 艾莉克斯.歐尼爾文; 蘿拉.胡莉絲卡.貝絲圖; 游馥嘉譯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980322 班班愛漢堡 艾倫.都蘭文; 松岡芽衣圖; 蔡忠琦譯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3980339 圓筒型愛迪生留聲機 日本學研編輯部作; 李建銓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346 在家也能蒙特梭利 提姆.沙丁(Tim Seldin)作; 許妍飛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0353 小熊媽的經典英語繪本101+ 張美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407 小小救援隊,出動! 竹下文子文; 鈴木守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445 熊啊 星野道夫文.攝影; 林真美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0452 從山裡逃出來: 垃圾,丟啊! 田島征三文.圖; 林真美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0469 冬芽合唱團 長新太文; 富成忠夫, 茂木透攝影; 林真美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0476 貝雷的新衣 艾莎.貝斯寇文.圖; 林真美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0483 愛還是錯愛: 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 顏擇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490 寫給未來的日記 潔西.柯比(Jessi Kirby)作; 黃意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06 小壁虎頑皮故事集. 2, 翻天覆地的小壁虎 岑澎維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44 翻轉過動人生,訪臺紀念版. 2015 陶德.羅斯(L. Todd Rose)著; 江坤山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0551 (自)學.思(考).(表)達: 張輝誠的翻轉實踐 張輝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68 為未來而教: 葉丙成的BTS教育新思維 葉丙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75 你比想像更聰明: 用對方法,開啟你的多元智能 湯瑪士.阿姆斯壯(Thomas Armstrong)作; 王淑玫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582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史帝夫.安東尼(Steve Antony)文.圖; 柯倩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599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記錄: 158道寶寶超愛的當令食譜,過敏兒這樣吃也沒問題!小雨麻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5

天下雜誌



9789863980629 3個問號偵探團. 9, 鼴鼠任務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636 3個問號偵探團. 10, 外星疑雲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93 生氣王子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650 怪傑佐羅力和神祕魔法屋 原裕作;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0681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尤塔.鮑爾(Jutta Bauer)文.圖; 賓靜蓀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84593 好萊塢A咖教你說愛: 電影英文: EZ TALK總編嚴選電影特刊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6262 白白捨去: 在恩典被剝奪的世界中繼續給予,繼續饒恕米洛斯拉夫.沃弗(Miroslav Volf)著; 李文英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8636279 如何讀創世記 川普.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著; 戴宜真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6631 鉄格子越しの風景: 嘉義旧刑務所及びその周辺江寶釵等作; 吳亦昕譯 平裝 1

9789868962002 穿越市街的時光 鍾文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9193 麵包機新手的第一本書: Carol 150道健康無添加的不失敗麵包機食譜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403 美麗時光,台灣。: 在世界放光芒!25個美妝品牌傳奇與動人故事盧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410 Tomoの廚房生活手記: 70道不失敗超簡單的美味料理創意提案Tom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427 找回健康,全圖解瑜珈飲食自我療癒法: 1000張照片完整圖解54種瑜珈體位法、9種呼吸法與70道瑜珈食譜康烈旭(Nilesh Karmaka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26434 自己做!網友最愛,秒殺團購名點&伴手禮Top100: 全台最Hot,100款新手也不會失敗的美味配方，1000張照片完全圖解!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441 Mr. Paco’s 100道完全自製手工義大利麵全書: 1300張照片完全圖解10種麵糰＋12種醬料＋千變萬化義大利麵料理Paco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水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日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9433 周醫師助眠神頂功 周景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4414 三浦紫苑人生小劇場 三浦紫苑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21 裝作沒看到 梅田俊作, 梅田佳子作.繪;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42157 流痕記 蕭人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232 十九世紀小號演奏風格研究 鄧詩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48 三世姻緣: 書畫芳香幾世情 陳福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09 書香滿懷 落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47 羅福萇生平及其學術述論 王旭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61 科學、科學哲學與人類 杜松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78 共舞身心靈: 身、心、靈三個層面工作的理論、意義、應用、與技術鄭錠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85 方子丹詩詮釋 章台華詮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317 新詩韻味濃 徐世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22 山居歲月 林明理著; 吳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39 夢機集外詩 張夢機遺稿; 賴欣陽等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46 呂寶霖自傳 呂寶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53 古詩十九首析評 楊鴻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60 佛門孝經: <>滿文譯本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584 倒帶 楊子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7094 史學與人文的探索 李顯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186 國家安全情報監督之研究 王政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史哲

今日軒文化



9789860308815 楊聯陞與近代中國史學 李顯裕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0355130 爭辯中的新疆問題與中國國家安全: 典範的對立與民族宗教、維穩反恐工作的糾結董立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193 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會: 資訊治理與警察服務論文集. 2015年第18屆林曾祥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8667 超圖解!完美孕程養護 池下育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16 調味料便利冊 羅幼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23 乾薑排寒 石原新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730 拋開過去,做你喜歡的自己: 阿德勒的「勇氣」心理學岸見一郎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4284 室內設計圖解 Francis D.K. Ching, Corky Binggeli原著; 呂以寧, 范振湘, 張聖陶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924291 家具結構模型之設計與製作 林東陽, 楊明津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3605 再造公共空間: 環境、行為與治理 邱啟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612 再造公共空間: 環境、行為與治理 邱啟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164458 電子學引導式筆記 林瑜惠, 陳以熙, 陳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69187 基本電學引導式筆記(解析版). I 鄧登木, 鄭才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232852 圓運動的古中醫學 彭子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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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六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方舟文化



9789869089883 荷生 ㊣純愛系搞笑藝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89890 荷生 ㊣純愛系搞笑藝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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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9025 活用你的本質力: 跟誰做事、溝通都能無往不利中村泰彥作;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9032 問話絕技: 問話能力,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松本幸夫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1405 洞見,臺灣新未來: 立足苗栗,剖析臺灣競爭力 劉政池內文口述; 柯朱亮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7119 蔡阿嘎瘋環島 蔡阿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26 靠自己翻倍獲利: 6條致勝法則聰明放大你的錢 大衛.梅肯(David Meckin)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33 郭木生織出誠信人生 黃曉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140 誰偷走你的獲利? 陳志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601 廚娘知味 吳僖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1703 耕無吾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10 初心之耕性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27 初心之竟應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34 道天性 無有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性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日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奇文創工作室



9789869071741 相無以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58 性道天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65 炁無有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72 竟唯一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89 問醫不藥而痊癒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071796 無有傳奇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129206 慧無以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129213 真無為 無有著 平裝 2

9789869129220 德無以 無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5663 Grammar,context and curriculum: From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 contextuailzed pedagogical practice洪淑秋著 平裝 1

9789865955687 從中央武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黃熾霖作 平裝 1

9789865955700 Kirgizistan'da dil durumu kirgizcanin ihyasi 吳世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17 明師就在燈火闌珊處 張念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24 蘋果語意學: 公民語意素養入門 關紹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31 阿達蕾特.阿歐路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與問題研究(土耳其文)李珮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48 尋找一個受教的人 張念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55 口腔動物試驗暨硬組織實驗手冊 李玉婷, 楊曙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62 楊簡「心善意害說」考察研究 張念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779 熊十力、印順儒佛論爭的本質問題 張念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30824 幸福給了誰 朱家棣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831 記得要幸福 孫中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30848 財富的秘密 高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855 馬雲: 東方的商業傳奇 廖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862 做事就是做細 沈國慶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879 情商訓練的10堂課 孫絡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886 越玩越進步的600個思維遊戲 邵碧玉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6

天空數位圖書



9789863530893 開心也要有心計 毛譚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09 亡秦者 張正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16 大宋王朝 劉健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23 大明王朝 王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30 大唐女王 閻海燕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47 大唐英雄 馮波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54 大唐風華 吳凱松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61 民國女子 管山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78 民國男子 畢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85 民國來了 李連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992 奸雄曹操 柴晉寧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05 有趣的歷史 郭洪波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12 壯哉!東漢 梁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29 良相諸葛亮 代星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36 長安的黃昏 鄭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43 青樓如煙 覃金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50 帝王家 蘇雲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67 春秋戰國策 曹苗個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74 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全集 楊吉弟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81 宮廷劫: 歷史上不可不知的55位女性 向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098 清朝那些人 范小海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11 清朝那些年 單小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28 這才是歷史 王若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35 落花流水說漢朝 秦餘真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42 詩經的風流 楊雪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59 漢朝那些人 溫羽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66 細說三國風流人物 王雲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73 細說明朝風流人物 楊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80 歷史的細節 杜千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197 聲聲慢 祈超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1203 蘇東坡 李強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五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13140 武林寶鑑 王鳳亭著 平裝 1

9789576013157 花木果病蟲害防治 廖健雄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164 中藥大辭典 盧宏民新編 平裝 1

9789576013171 盆栽葡萄 鮑榮洲, 金華巖合編 平裝 1

9789576013188 果樹栽培學 劉昌揚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195 淡水魚養殖手冊 薛夢廣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90251 曾國藩的經世思想及其實踐 徐亞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49699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1A(解說版) 尹宏明編寫 其他 1

9789577349705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1B(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12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2A(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29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2B(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36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3A(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43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3B(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50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4A(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67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4B(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74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5A(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577349781 貝多芬快樂古典名曲 5B(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168142 人事行政學: 論現行考銓制度 蔡良文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70596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之科技輔具應用論文集 李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79 塑膠射出成形模具設計與分析 陳炤彰, 李瑞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420 中餐創意料理 曹舜為, 廖昱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音國際



9789571176734 Meta分析實作: 使用Excel與CMA程式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7212 老師,你可以這樣帶班 張民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7298 法律文書翻譯 董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7694 出埃及: 歷史還是神話? 李雅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8059 數位邏輯(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97新課綱) 王允上, 范文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066 數位邏輯實習(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97新課綱)王允上, 范文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523 電視新聞感官主義 王泰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8967 西方詮釋學史 潘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63 教育實習新論 賴清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063 教育實習新論 賴清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162 社會正義與社區參與 詹火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09 材料學概論 田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09 材料學概論 田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47 產品管理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9261 教育選擇權研究 秦夢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278 自然保育 張長義等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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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79490 熱處理檢定: 丙級證照學術科秘笈 吳忠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13 電影與視覺文化: 閱讀臺灣經典電影 謝世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44 不在籍投票制度: 臺灣的可行性及評析 林政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51 臺灣涉外關係史概說 林呈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51 臺灣涉外關係史概說 林呈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75 商用日語 何純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75 商用日語 何純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82 圖解韓國史 王永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582 圖解韓國史 王永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36 非讀不可: 古文閱讀教學的有效策略 潘麗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36 非讀不可: 古文閱讀教學的有效策略 潘麗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50 圖解教育學 蔡啟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67 三國笑史. 1, 賣鞋郎劉備出運了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67 三國笑史. 1, 賣鞋郎劉備出運了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74 三國笑史. 2, 關東主袁紹大進擊!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74 三國笑史. 2, 關東主袁紹大進擊!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98 圖解基本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98 圖解基本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04 人類思想史後篇: 衝擊權威與平行真理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 姜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04 人類思想史後篇: 衝擊權威與平行真理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 姜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11 玩樂老臺灣: 不插電的78轉聲音旅行: 我們100歲了!林太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9728 女王的教室. 2: 行動圖書館女孩逆轉勝! 陳怡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28 女王的教室. 2: 行動圖書館女孩逆轉勝! 陳怡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59 技術高級中學: 餐旅服務 游達榮, 高淑品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79759 技術高級中學: 餐旅服務 游達榮, 高淑品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79773 詩與詩學 杜松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780 圖解金融行銷 張福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80 圖解金融行銷 張福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797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9797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9803 圖解行政法 王保鍵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9803 圖解行政法 王保鍵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9810 音樂治療 蔡幸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810 音樂治療 蔡幸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834 快樂幸福學.幸福學快樂 黃有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834 快樂幸福學.幸福學快樂 黃有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858 在地球的彼端: 拉丁美洲 何國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858 在地球的彼端: 拉丁美洲 何國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889 孫子 孫武作; 周亨祥譯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9889 孫子 孫武作; 周亨祥譯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9926 著作權法論 蕭雄淋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79926 著作權法論 蕭雄淋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79933 進階西班牙語文法速成 王鶴巘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933 進階西班牙語文法速成 王鶴巘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964 超譯詩經: 千年的歌謠 鄭玉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71 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李錦楓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971 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李錦楓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9988 圖解數學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88 圖解數學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95 Excel在工程上的應用: 數值方法 謝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995 Excel在工程上的應用: 數值方法 謝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14 保險行銷: 兩岸實務與個案 范姜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14 保險行銷: 兩岸實務與個案 范姜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38 最適樣本數: 考驗力、精準度與實務性的權衡 Patrick Dattalo著; 王國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38 最適樣本數: 考驗力、精準度與實務性的權衡 Patrick Dattalo著; 王國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45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83 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 黃光雄,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083 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 黃光雄,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106 科大經典文學. 特色篇 霍晉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106 科大經典文學. 特色篇 霍晉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05 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 何義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43 英文E-mail寫作溝通的第一本書 葉乃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43 英文E-mail寫作溝通的第一本書 葉乃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50 大學國文二重奏 洪英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50 大學國文二重奏 洪英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335 觀光資源 鍾任榮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0335 觀光資源 鍾任榮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0342 日本經濟概論 陳志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373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 李智平作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80373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 李智平作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80427 神話: 從盤古到大禹 袁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458 曼德拉: 與自己對話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著; 王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489 圖解產科護理學 方宜珊, 高湘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588 設計你的夢想: 衣鳴驚人吳季剛 許慧貞, 胡芳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595 東施妹妹愛搞怪: 成語故事模擬PISA實戰版 陳淑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01 紅樓夢與曹雪芹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32 個人行動裝置核心解析 林修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49 解讀德國文學名著 賴麗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656 基礎西班牙語文法速成 王鶴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80694 牙周病照顧 賴志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00 醫護統計與SPSS: 分析方法與應用 楊秋月, 陳耀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0717 化學感測器 施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48 傻瓜也會寫論文(量化+質化增訂版): 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顏志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823 電腦繪圖與專利研發 魏廣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22 生涯規劃 陳澤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939 Minitab與統計分析 陳正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53 夢想、責任與祝福: 給新進律師的50封信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417 職務著作之理論與實務 蕭雄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297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第十三屆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327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團體作者作 初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303 美東咚隆咚 吳巧梵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6259 工程專業服務學習之成果導向教學與評量: 以電機工程為例(課程籌劃與學習認證之教師手冊)李俊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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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學電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117

中原大學室設系



9789865796204 遊.藝 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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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0934 用塔羅開啟創意寫作之路 柯琳.肯納(Corrine Kenner)著; 亞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58 律師教你能攻能守的回話術: 遇到棘手、尷尬問題的六種回話技巧木山泰嗣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72 使命曲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989 女鼓手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湯新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996 好賊 漢娜.汀婷(Hannah Tinti)著; 盧秋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009 在痛苦中看見人生最重要的8件事: 心理治療師教你化解煩惱的八大人生練習諸富祥彥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16 加州走台步 吳柳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23 提問與討論的教育奇蹟: 每天對話10分鐘,激發思考力和創造力的猶太教育法全聲洙著; 葉美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30 原來,住好設計不用花大錢! 甄健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47 拉筋伸展解剖全書 克雷格.蘭姆齊(Craig Ramsay)著; 賴孟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54 戰火摧毀不了的童真：一個女記者戰地找尋失去的純真和希望山本美香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61 鋼珠筆和色鉛筆,畫出療癒系水彩畫感! 阿彬叔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78 劊子手偵探. 4 奧利佛.普茨(Oliver Potzsch)著; 張詠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085 生活在餐桌: 一位美食家的每日書 詹姆斯.索特(James Salter), 凱伊.索特(Kay Salter)著; 呂玉嬋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092 逃避自由: 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劉宗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08 魔法翻糖蛋糕: 34種賣萌度破表翻糖＋4種濃郁磅蛋糕Coc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15 你的大腦真的只發揮了10%嗎?: 窺見大腦運作的21次科學漫步柯博利(Michael Corballis)著; 許雅淑, 李宗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22 弘一大師的七部人生禪 弘一大師著; 舒硯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39 不必補習,也能寫好作文: 南一中教你高分作文這樣寫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46 完美的間諜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李靜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153 固有瑕疵 湯瑪斯.品瓊(Thomas Pynchon)著; 但漢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60 其實你不必為了別人改變自己: 一定可以實現的阿德勒勇氣心理學岸見一郎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177 用畫畫激發孩子的潛能: 提升孩子的語言力、閱讀力、數學力、科學力、作文力夢娜.布魯克絲(Mona Brookes)著; 賴孟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191 0-7歲華德福教育: 培育懂得愛、欣賞美、愛閱讀、身心健康的快樂孩子吳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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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9789865709563 飲食、營養與健康老化研討會輯要 朱瑩悅, 徐如音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57 中華文化人文精神教材 中華文化人文精神教材編委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471 我國教師工作權組織與程序保障之研究 王等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488 高水準排球競技技術表現對勝負影響之探討 余清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495 江漢、伍錚錚捐贈文物百錄 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09587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15 阮素芬, 熊同銓, 潘明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9711 元音老人論著系列佛法修證心要問答集 元音老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70645 土地經濟學: 活用圖形解析 鍾麗娜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2970782 刑法分則解析 陳仟萬著 修訂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970805 土地登記: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鍾麗娜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2970812 全方位會計學 蔡瑞祥, 黃慧中編著 修訂六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2970829 環保行政學 林健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836 廢棄物處理 林健三編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2970843 土木施工學 林金面編著 修訂第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園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密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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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9789862970850 施工估價 林金面編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2970867 電磁波理論 程雋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2970881 專案及營建管理學 管博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898 憲法概要 謝瑞智著 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970911 工程數學學習要訣 劉明昌編著 修訂14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70928 工程數學學習要訣 劉明昌編著 修訂14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70935 解說土壤力學 歐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942 稅務會計(含稅務法令及實務) 吳家驥, 陳崑山, 饒月琴編著 修訂第38版 平裝 1

9789862970966 營建管理學 林金面編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2970973 詳解初級日語語法 林錦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980 環境規劃與管理 林健三編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2970997 解說土壤力學 歐陽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71017 本土化不動產估價 林伯宜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2971024 解說鋼筋混凝土 歐陽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2971031 解說基礎工程 歐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1048 線性代數學習要訣 劉明昌編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804 百孝經.弟子規.三字經.孝經(簡體字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2649 口琴天堂: 標準複音口琴教本 梁景豪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082656 口琴天堂: 口琴樂團合奏教本 梁景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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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1355 Fight!贏得生命中的重要戰役 克雷格.葛洛契爾著; 黃欣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1362 心靈解毒: 保有屬神的純淨心靈 克雷格.葛洛契爾著; 顧美芬, 林韡勻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堂郵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中國現代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22201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蘇昭銘, 卓裕仁等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06426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2, 約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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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62575 緩慢與快速: 後現代之後的集體焦慮: 洪明爵創作論述洪明爵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3491 意教的藝教: 李仲生的創作及其教學 李仲生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507 新美術導師: 廖繼春絢麗和諧的繪畫風格及影響廖繼春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0018 法治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 朱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49 15分鐘玩轉基金 王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56 大學生領導力提升 邊慧敏, 馮衛東, 劉偉林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63 管理信息系統實驗VFP 涂智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70 企業財務報表分析實訓 韋秀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87 價值與倫理: 關於性和諧的本體分析 胡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094 營業員基礎知識 阮成, 梁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17 倫理與金融 徐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24 投資理財綜合實訓 唐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48 企業核心競爭力研究: 基於江蘇沿江企業實證分析的報告喬均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氏文化



9789865650155 成本管理會計學習指導 胡國強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62 信用的博弈演化研究 龍游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79 資產價格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 基於股價和房價的實證分析余元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86 關係型融資研究 童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193 ERP實物與電子沙盤實訓教程 曾廷敏, 陳高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09 廣告原理與策劃 陳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16 新編大學英語閱讀教程 張嘯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23 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與公司治理研究 羅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30 實變函數論 朱文莉主編 初本 平裝 1

9789865650247 統計學基礎實驗(SPSS) 李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54 探索與改革 周小其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61 企業全面預算管理實務 肖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78 市場營銷學 李文同, 王富祥, 史建軍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85 企業經營管理 彎紅地, 李潔, 張新艷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292 人力資源管理 王春勝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08 資料分析深度專項 李永新, 鄧湘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15 餐飲管理 王瑛, 王向東, 孟悅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22 電子商務概論 王悅, 馬法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39 市場營銷 劉厚鈞, 張曉明, 張琳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46 導遊實訓課程 李興榮, 馮明義, 余志勇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53 國際金融發展軌跡 董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60 青少年法律普及 羅燕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77 青少年禮儀教育 穆曉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84 青少年身心健康 施亞, 穆曉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391 青少年心理輔導 穆曉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07 大學生科技創新教育 鄭曉燕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14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文學、科學素質培養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21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智力開發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38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優良習慣培養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45 網路校園文學四季青春之冬: 溫馨祝福 孫志鵬, 宋淑均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52 好故事伴我成長之親情篇: 愛的訴說 張玉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69 做個小巴菲特 李曉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76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社會教育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83 成功創辦小企業 張炫, 馮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490 中國經濟學家的小故事 何旺兵, 王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06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心理健康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13 書包中的經濟學 李毅, 劉金石, 劉袁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20 好故事伴我成長之合作篇: 團結就是力量 範孝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37 家庭糾紛解決指南 陳曉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44 金融市場學 王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51 保險小常識 龐玨嗣, 張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68 網路校園文學四季青春之夏: 至理名言 孫志鵬, 宋淑均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75 我愛和人交朋友 劉一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82 輕鬆管出好課堂 唐勁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599 好故事伴我成長之親情篇: 人人誇我心靈美 張玉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05 大學生安全知識讀本 尹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12 理財小故事 張明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29 兒童生存能力培養叢書: 我是生活小能人 李祥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36 青少年仁義禮智信釋讀: 禮 黃惠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43 防災避險我來學 王若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67 散戶解套技巧 羅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74 行銷策劃實務 孫在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81 技術性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設計及實務操作 石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698 隱喻的謀篇機制研究 張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04 網絡外部性環境下的企業研發行為 黃波, 熊德章, 皮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11 以人為本的中國金融全面協調與可待續發展研究何澤榮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28 上市公司流動性影響因素研究 陳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35 會計師事務所合併整合研究 呂先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42 體驗消費論論綱 張恩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59 公司財務治理: 基礎理論與實證檢驗 衣龍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66 利率衍生產品發展: 條件分析與機制設計 王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73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機制的投資者保護功能研究 藍文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80 會計倫理學導論 許艷芳, 裘益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797 形成、發展與轉型: 清代社會變遷中的資源型城市劉呂紅, 闕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03 企業會計政策選擇若干問題研究 陳繼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10 人口預測模型研究及應用 李曉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27 科學處理種子 楊曉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34 大眾投資理財指南 沙舒城, 李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41 怎樣避免違法行為 侯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58 科學杜絕灌溉污染 呂煥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72 基於競爭決策的動態戰略成本管理系統 田冠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89 企業財務信息管理研究 吉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896 旅遊管理專業學生必讀 馮明義, 諸丹, 邱雲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02 組合生產方式的理論與實踐 劉潤葵, 陳學明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19 廣告學 艾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26 個人理財規劃 郭秀蘭, 王冬吾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33 保險精算基礎教程 李恒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40 網路校園文學四季青春之春: 激情勵志 孫志鵬, 宋淑均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57 中外企業家成長環境、激勵與制約機制比較研究朱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64 餐飲服務與管理 馬建偉, 袁愛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71 廣告學 覃彥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88 初級會計學: 案例與實訓教程 張玉紅, 孫志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0995 成本管理會計 胡國強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06 管理心理學 江永眾, 王德平, 朱伏平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13 公司治理與戰略控制 程新生, 羅艷梅, 李海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20 市場營銷學 黃浩, 鐘大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37 品牌營銷學 郭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44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評價與對策 姜鑫, 羅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51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治理結構研究 何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68 行銷心理學基礎 李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75 資訊法研究 王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82 管理資訊成本論 符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099 EPP校地合作實踐教學模式的探索 張小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05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經濟學研究 王松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12 企業經營決策與管理綜合實訓 黃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29 我國投資者保護機制研究: 會計準則替代視角 趙文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36 中國貿易失衡問題: 基於跨時貿易理論的研究 熊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43 上海經濟發展的區域效應研究 何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50 高層次金融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究 劉燦主持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67 現代應用文寫作 周小其, 劉勇, 周媛媛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74 世界遺產旅遊可持續發展研究: 以九寨溝為例 章小平, 任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81 校園安全糾紛法律適用指南 楊愛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198 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管理實務 杜世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04 保險學概論 段文軍, 韓寶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11 高技術企業業績評價問題研究 姚正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28 股東特質與企業財務行為研究 干勝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35 企業技術創新網路治理機制研究 孫曉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42 零售業連鎖超市管理與運作 張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59 基於實現企業組織和諧的治理研究 吳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66 資源節約社會監測評價研究 朱孔來, 王如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73 評論與反思: 發現保險法的精神 梁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80 資源環境約束下的鋼鐵產業整合研究 王建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297 產業集群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 翁智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03 公司治理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研究 董紅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10 財務管理專業建設與教學研究 阮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95 城鄉經濟互動機制及其政策研究 張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27 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財務行為的治理效應研究 萬立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34 經濟法 卓武揚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41 連鎖超市促銷傷害危機對消費者品牌忠誠的影響研究花海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58 中美銀行的較量: 中美銀行經營管理比較 林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65 民營企業內部控制建構研究 謝振蓮, 和麗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72 中國農業保險制度演化研究 費友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89 企業與農戶共生論: 供應鏈管理視角 彭建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396 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企業績效關係研究 柴玉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02 會計風險與控制 徐黎, 熊新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19 手把手教你查帳 王福利, 江春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26 家政小常識 張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33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個人金融研究 周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40 修煉你的獨到之處: 大學會計,應該怎樣學 韋新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57 回鄉創業100例 馮偉, 張明星, 王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64 動畫片裡的點滴智慧 段勝, 黃惠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71 家族企業治理模式轉變研究 畢艷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488 優秀運動員訓練行為控制理論研究 葉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01 鄉村旅遊經營寶典 蔡小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18 手把手教你會計核算 付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25 民法文化與中國民法法典化 王明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32 消費心理學 周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49 財產與責任保險 蘭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56 國際市場行銷學 鐘大輝, 黃桂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63 管理溝通實務 楊序琴, 魏燕茹, 邵祥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70 統籌城鄉發展的理論與方法 蔣華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87 推銷實務 劉軼花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594 管理溝通 宋劍濤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600 商務禮儀 付秀彬, 李紅英, 趙永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617 勘驗、檢查筆錄研究 袁志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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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0655 觀察與思考: 走進經濟學 李萍, 吳開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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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0679 經濟法 彭禮坤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686 電子商務物流 陳雪梅, 魏中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693 市場行銷策劃 李幸, 謝廖斌主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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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0716 商品學基礎 呂莉克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723 模擬導遊 梁心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730 國際商務談判 李清, 孫東升, 孟繁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747 國際貿易實務 張雲鋼, 倪彩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754 電子商務安全 魏中華, 陳雪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761 電子商務基礎 鐘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778 小企業融資創新研究 邱龍廣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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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0792 經濟新聞實務 方琦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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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0815 廣告學 艾進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22 職業經理人的管理學思維 任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39 對外貿易概論 崔常艷,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46 保險學原理 孫蓉, 蘭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53 國際貿易業務 郭影帆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60 商品學基礎 申海波, 張亞佩, 張春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77 電子商務案例分析 劉冰玉, 孫麗梅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84 管理信息系統 張躍勝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891 從童年看財商 馮曠, 馮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07 新編人力資源管理 張建國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14 趨利避害話早戀 汪翠琴, 郭翠霞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21 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 樊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38 現代企業集團財務戰略研究 周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45 大學生人際交往心理學 桑作銀, 汪小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52 高效管理7堂課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69 中國旅遊文化 王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76 企業集群持續成長論 牟紹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83 大學生職業道德教育研究 陳文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0990 企業倫理新論 王昆來, 杜國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03 ERP原理與實施 白曉松, 樂承毅, 陳曉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10 稅收效應下的旅遊企業納稅研究 廖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27 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關係研究 李浩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34 基於資產價格的金融安全研究 劉中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41 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研究: 計量經濟模型方法及應用李南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58 現金流量信息含量與操縱 李志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65 巨災風險管理與保險制度創新研究 卓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72 銀行監管的未來 劉暢, 郭敏, 張橋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89 國際服務外包的就業效應研究: 基於承接國視角魏君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096 探索與發展新論 周小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02 樹立正確的金錢觀 張明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19 金融業全面開放下的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研究 殷孟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26 美國教育借鑒力 唐勁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33 財務重述的審計治理研究 曹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40 國際公共視角下的國際經濟組織運作: 以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為例席艷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57 基層財政建設淺說 劉學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64 大型工程項目財務管理的理論與實踐 蘇自力, 沈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71 新貿易壁壘及其應對 趙育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88 如何防治厭學 汪翠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195 匯率變化的貿易收支效應: 基於匯率傳導與貿易彈性的研究楊碧雲, 陳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01 控股股東會計行為異化研究 高景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18 創新與發展 周小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25 董事會結構的決定因素及其運行效率研究 謝香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32 投資小常識 鹿馨方, 劉振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49 股權分置改革的制度視角 杜偉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56 懲罰與獎勵尺度 汪翠琴, 郭翠霞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63 好故事伴我成長之親情篇: 永遠不認輸 張玉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70 企業生命週期、應計特徵與會計穩健性研究 陳旭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87 消費力經濟學 尹世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294 虛擬企業財務控制研究 和麗芬, 張旭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00 如何有效清除食品殘存有害物質 蘇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17 東亞新興企業債券市場研究 周孝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24 外國經濟學家的小故事 何旺兵, 王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31 讓課堂充滿幽默 唐勁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48 小故事中的大智慧 段勝, 黃惠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55 導遊基礎知識 李興榮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62 導遊基礎知識 周海燕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79 父子對話話財經 馮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86 小學生最想知道的100個怎麼辦 武偉, 王海燕, 黃惠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393 歷史的光點 張天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09 網路校園文學四季青春之秋: 年華似水 孫志鵬, 宋淑均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16 跬步人生 王連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23 兒童生存能力培養叢書: 野外生存我不怕 秦小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30 如何識別安全食品 王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47 理財小知識 杜萌娜, 舒慧娟, 蔣秀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54 小成本金牌創業案例 馮偉, 宋裕遠, 張明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61 如何烹製安全食品 李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78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安全成長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85 小鬼當家,用好壓歲錢 馮偉, 彭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492 兒童家庭教育系列. 才藝塑造篇 劉麗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508 科學使用農藥 李曉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515 信馬由韁 李軍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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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1560 中國養老模式選擇研究: 基於老年生活品質視角劉金華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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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1584 旅行社經營管理實務 賈玉銘, 余昕, 羅小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1591 鄉鎮財政管理指南 江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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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3649 決定你命運的人生三法: 活法 幹法 做法 張宏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656 20幾歲決定女人的一生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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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933762 1-3歲聰明寶寶左右腦開發大寶典 高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779 0～3歲,孩子最佳的培養期: 三歲看到老 徐玉環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786 讀懂人心,做好事情 才永發, 趙海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793 聰明女人,自愈有道 盧晟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09 三十而礪 尤嶺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16 給心理洗個澡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23 用心管理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30 投資前必須讀懂宏觀經濟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47 每天學點投資學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54 求職不如謀職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61 這樣賣一定有人買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78 公司喜歡這樣的員工 郭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85 習慣正能量 肖建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892 睡好就好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08 吃對食物健康來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15 Money小姐的日記 桑斬龍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22 大道無形: 徹底學會經絡養生 馬福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39 炒基金其實很簡單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46 小禮物大學問 潘鴻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53 20~30歲從青澀到而立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60 輕鬆賺錢: 實用有效的近百種理財小妙招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77 最好的健康給父母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84 頂尖財富密碼: 解密溫州人的投資理財智慧 才永發, 趙寶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3991 性格正能量 肖建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04 不生病的養生細節 才永發,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11 用心工作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28 幸福源於心態 劉丙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35 高血壓飲食密碼 劉慶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42 銷售溝通術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59 卓越員工素質修煉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66 節能養生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73 左手寬心,右手捨得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80 玩轉職場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097 12歲前,媽媽改變孩子的一生 羅烈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03 如何應對中層危機 郭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10 把你的孩子培養成紳士與淑女 查斯特菲爾德, 趙建, 鄒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27 Q版語文 無事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34 感謝折磨你的人(精華版) 人間菩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41 傑克.韋爾奇全傳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58 銷售精英是這樣煉成的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65 老年人的養生智慧 王坤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72 聰明女人不可不知的說話技巧與處世智慧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89 遇見未知的自己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196 更年期女人要讀的美麗健康書 趙翊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02 盡職盡責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19 態度決定成敗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26 魅力口才是怎樣練成的 侯楠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33 你可以更搶手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40 銷售為王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57 職場博弈論的詭計 李高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64 幸福就在當下 張玲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71 女人不可不知的色彩心理學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88 星雲大師的智慧人生 一塵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295 聰明女人必知的心理操縱術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01 上班族的理財經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18 培養聰明寶寶就這樣簡單 高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25 女人要懂的人生哲理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32 停止抱怨,快樂生活 羅烈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49 拯救睡眠 高紅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56 廚房裏的養生經 吳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63 品格教育的99個細節 卡爾.威特, 趙建, 鄒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70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莎士比亞著; 田偉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87 在孩子面前,請別說...... 恩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394 孩子成績差的99個解決辦法 趙建, 鄒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00 影響女人一生的8堂人生必修課 謝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17 易經時辰養生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24 女性職場潛伏心理學 張玲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31 成就大事的83個性格要素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48 老中醫運動養生經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55 卡爾威特教育的99個方法 卡爾.威特著; 趙建, 鄒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62 成就大事的70個好習慣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79 20~30歲職場中的那些人和事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86 教育寶寶的第一本理財書 李圓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493 這樣複習最有效 趙明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09 帶隊伍: 中基層管理者統馭力法則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16 說話要有心眼 辦事要有手腕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23 這樣做人做事最給力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30 總經理: 就是企業形象代言人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47 好女人塑造成功男人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54 這樣說話辦事最給力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61 說話的藝術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78 幸福女人的小詭計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85 女人一輩子就那些事兒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592 這樣銷售最給力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08 帶隊伍的第一課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15 中層革命: 如何成為最優秀的中層領導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22 恩愛夫妻理財經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39 處世的藝術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46 會說話也要懂禮儀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53 淡定: 幸福人生的修心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60 幸福女人的身心修養大全集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77 女人如何掌控自己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84 圈裡圈外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691 我浪跡在職場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07 給你的生活減減肥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14 站在公司的角度考慮問題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21 我的高考我的分 姚俊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38 在哈佛聽到的12堂幸福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45 告訴你一個居里夫人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52 告訴你一個安徒生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69 把吃出來的病喝回去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76 20幾歲我想要的能力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83 稻盛和夫的經營法寶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790 告訴你一個卓別林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06 德魯克的管理秘訣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13 告訴你一個華盛頓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20 孩子,你要懂得保護自己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37 善待自己的工作 鄭天語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44 告訴你一個佛蘭克林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51 創業有道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68 別讓小事誤了孩子未來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75 教出會生活懂生命的孩子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82 大道無形: 121種內外保養法 劉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899 30不怕40不悔50不憾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05 告訴你一個亨利.福特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12 楊力細說經絡按摩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29 朱俊青打罵教不出好孩子 朱俊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36 7天養好你自己 羅芬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43 財富背後的傳奇 劉寶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50 培養非常規的領導力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67 甩手掌櫃的用人哲學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74 卡內基寫給年輕人的14堂人生智慧課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81 你可以不浮躁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4998 聰明女人要懂點話語操縱術 謝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01 找對方法做對事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18 做最棒的自己 餘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25 做人的手腕 任學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32 普希金經典詩歌 普希金編著; 田偉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49 瞬間打動人心 侯楠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56 慢下來,與生命對話 賈雲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63 溝通的藝術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70 思維風暴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87 做最優秀的員工 吳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094 越理債 越有錢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00 責任勝於能力 劉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17 沒煩惱的活法 大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24 最愛人間的四月天: 林徽因詩文導讀 趙明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31 誰趕走了優秀員工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48 世界商道智慧 任學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55 學會和客戶說話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62 小生意賺大錢: 最賺錢的98個小生意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79 同孩子處好關係的100妙招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86 銷售勝經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193 早期教育成就一生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09 學會和領導相處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16 不節食輕鬆減肥 羽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23 沒有不可能: 西點軍校給員工的22堂課 楊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30 隨身帶上15個習慣 袁麗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47 女人要懂得的理財知識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54 如是心態如是禪 羅烈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61 這樣領導最給力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78 養生先養經: 人體經絡實用手冊 蕭言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85 怎樣當好基層管理者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292 不打不罵養出100%的好孩子 馮德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08 做人的心眼活一點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15 這樣學習最高效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22 黃帝內經養生智慧手冊 王坤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39 30年後,成為快樂富足的人 韋秀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46 寬心的智慧 一塵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53 聰明女人要懂點識人術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60 1分鐘看透對方心理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77 你所不知道的中醫養生智慧 王坤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84 知足常樂 蕭言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391 20幾歲女人要懂得的人情世故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07 蘇青經典散文 蘇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14 做最好的副手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21 教育獨生子女的99個細節 趙建, 鄒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38 人生究竟有何不同: 聆聽叔本華的人生智慧 尼采羅烈文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45 一本書讀懂人間詞話 王國維, 趙建注評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52 工薪階層理財經 才永發, 高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69 生命的菩提 於仲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76 因為健康 所以幸福 袁麗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83 商人也要懂點哲學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490 這樣工作最給力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06 銷售員的28堂效率提升課 張雷冰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13 「野心」比信心更重要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20 這樣記憶最高效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37 銷售冠軍是怎樣煉成的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44 商人也要學點國學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51 商人也要知道點歷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68 紅樓夢中的養生秘密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75 電話銷售28堂實戰訓練課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82 男人養生養肝腎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599 高效工作健康生活 趙紅, 張雪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05 父母教給孩子的人生第一堂課: 女孩篇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12 跟哲學家談幸福 羅芬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29 精明人買精彩車: 教你買到最稱心如意的愛車 李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36 1秒鐘改變世界 田由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43 女性的品味與格調 張雅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50 父母教給孩子的人生第一堂課: 男孩篇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67 老爸老媽理財經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74 你的職業我的經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81 好品牌自己會說話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698 教室外的經濟學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04 女人養生養脾胃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11 婚姻的經營比選擇更重要 劉海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28 同病不同醫 楊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35 改變一生的健康習慣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42 你想贏嗎 馬銀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59 人性的優點 田由申, 梁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66 會喝水,才健康 沈文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73 可愛寶貝理財經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80 一切成就,從心開始 王櫻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797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中醫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03 健康生活常識: 優生優育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10 陰陽平衡,養生祛病 蕭言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27 健康生活常識: 女性四季健康美麗常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34 歧途佳人 蘇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41 健康生活常識: 夫妻健康生活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58 健康生活常識: 營養健康菜肴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65 識人謀略的9種法則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72 人活著究竟為什麼: 聆聽尼采的生存智慧 尼采羅烈文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89 星雲大師的人生哲學課 淨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896 影響世界的中國元素: 東方文學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02 選對思路做對事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19 科學養殖常識: 奶牛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0 1

9789863935926 斯特娜夫人自然教育法 周雲煒, 趙寶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33 中產階層理財經 才永發, 郭麗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40 學國學,用國學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57 健康生活常識: 綠色食物食療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64 科學養殖常識: 鹿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71 時間決定成敗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88 健康生活常識: 健康生活小竅門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5995 美麗俏佳人的養生養顏經 于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08 用對時間做對事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15 小方藥,大健康 盧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22 斯賓塞快樂教育法 才永發, 王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39 思路決定成敗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46 健康生活常識: 家庭醫生小百科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53 中國商道智慧 任學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60 食聊: 餐桌上的營養經 盧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77 我的情緒誰做主 餘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84 老年人經絡養生經 蕭言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091 科學養殖常識: 野豬養殖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07 年輕人要懂得的88個處世智慧 餘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14 擺對心態做對事 吳學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21 方法決定成敗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38 單身貴族理財經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45 看這本書,快速記憶有竅門 金躍軍, 楊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52 女人氣場修習術 劉海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69 一本書讀懂潛規則 趙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76 聰明女人要懂得的博弈論 沈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83 看這本書,能幫你玩轉英語 才永發, 崔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190 塵煙如夢花事了: 李清照經典詩詞賞析 霍洪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06 魅力口才是怎樣練成的: 受益一生的當眾講話技巧楊堂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13 健康生活常識: 蔬菜養生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20 猶太人的13條財富密碼 才永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37 其實你可以活得不累 齊惠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44 告訴你一個邱吉爾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51 告訴你一個佛洛德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68 這種事不必老闆交代 楊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75 杜拉克的管理秘訣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82 女人的人脈投資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299 孩子不生病的智慧 蕭言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05 做一個懂得感恩的員工 楊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12 如何謀得好職位 鄭一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29 一生必讀的50篇山水遊記 易磊, 李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36 一生必讀的50篇經典小說 易磊, 李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43 好心態決定好工作 楊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50 讀禪學領導 王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67 氣血不虧,駐顏有方 劉麗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74 影響女人一生的人性弱點 梅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81 一生必讀的50篇抒情詩歌 易磊, 李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398 調氣養血: 女人養生一點通 毛海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04 黃金誘惑 王學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11 風中的日記 杜凱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28 健康生活常識: 食物相克知識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35 告訴你一個林肯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42 實用技術常識: 電磁爐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59 實用技術常識: 手機原理和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66 實用技術常識: 實用音響組裝與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73 實用技術常識: 電動自行車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80 實用技術常識: 冰箱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497 實用技術常識: 汽車養護和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03 實用技術常識: 電視機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10 告訴你一個拿破崙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27 實用技術常識: 船舶修造知識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34 實用技術常識: 農機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41 實用技術常識: 縫紉機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58 實用技術常識: 挖掘機操作和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65 告訴你一個畢卡索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72 告訴你一個杜甫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89 實用技術常識: 田間作業實用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596 實用技術常識: 沼氣實用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02 實用技術常識: 暖氣和鍋爐安裝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19 告訴你一個托爾斯泰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26 文化娛樂常識: 圍棋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33 文化娛樂常識: 音樂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40 實用技術常識: 拖拉機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57 實用技術常識: 電力電網操作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64 告訴你一個愛迪生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71 實用技術常識: 摩托車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88 告訴你一個秦始皇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695 文化娛樂常識: 象棋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01 實用技術常識: 太陽能安裝和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18 告訴你一個愛因斯坦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25 實用技術常識: 電腦組裝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32 實用技術常識: 實用電腦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49 文化娛樂常識: 剪紙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56 實用技術常識: 電動機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63 實用技術常識: 初級焊工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70 文化娛樂常識: 話劇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87 實用技術常識: 微波爐維修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794 告訴你一個甘地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00 文化娛樂常識: 雕塑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17 文化娛樂常識: 茶文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24 實用技術常識: 中級焊工新技術 劉國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31 文化娛樂常識: 舞蹈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48 文化娛樂常識: 繪畫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55 文化娛樂常識: 相聲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62 文化娛樂常識: 皮影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79 文化娛樂常識: 電視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86 文化娛樂常識: 電影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893 文化娛樂常識: 漫畫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09 文化娛樂常識: 民歌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16 文化娛樂常識: 木偶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23 文化娛樂常識: 曲藝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30 文化娛樂常識: 收藏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47 文化娛樂常識: 戲曲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54 文化娛樂常識: 工藝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61 文化娛樂常識: 山歌對唱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78 文化娛樂常識: 對聯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85 文化娛樂常識: 五子棋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6992 文化娛樂常識: 書法 劉利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05 告訴你一個馬克思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12 告訴你一個韓信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29 告訴你一個諾貝爾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36 告訴你一個羅斯福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43 告訴你一個達芬奇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50 告訴你一個貝多芬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7067 告訴你一個莎士比亞的故事 王志豔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53874 靈魂暗夜: 行過生命幽谷的真實故事與靈訊 潘蜜拉.克里柏(Pamela Kribbe)著; 艾琦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881 跳離現狀,讓生命更生動!: 追求翻轉人生的小步指南南西.拉文(Nancy Levi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898 三大思考工具,輕鬆徹底解決各種問題: 以色列物理學家驚豔全球的思考法岸良裕司, 岸良真由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904 囤積解密: 用愛減量,告別雜亂人生 Phyll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04 囤積解密: 用愛減量,告別雜亂人生 Phyllis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13

送存冊數共計：613

方智



9789861753911 解讀政府公告,薪水族也能買地創富 許恆, 馬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911 解讀政府公告,薪水族也能買地創富 許恆, 馬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4204 民生電子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2年 許永和, 陳政裕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700 國際行銷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9139717 兩岸經貿商務暨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主編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0521 建築技術規則. 104年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1056 促參爭議問題與實務 劉漢廷總編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2269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 李瑞烈講述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2403 音樂教育的新視野-素養 表現 賞析 創造: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吳舜文主編 平裝 1

9789868912410 開展音樂的學習力: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吳舜文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音樂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民生電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銷企業協進會



9789868912427 音樂教育的傳承與創新論文集: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 2013吳舜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933 保險經營論壇. 第二輯 廖述源, 呂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933 保險經營論壇. 第二輯 廖述源, 呂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1534 臺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15 陳芳萍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913 專題郵刊暨本會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蕭士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30014 海峽兩岸植物病理學術研討會. 2015年 詹富智, 鍾文鑫, 王智立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2245 無言的天空 彭怡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6656 臺陽美展畫集. 第七十八屆 吳隆榮等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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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植物病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骨質疏鬆症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4460 鋼結構銲接之符號及常用詞彙手冊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臺灣銲接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8321 臺灣觀光工廠年鑑. 2013-2014 柯智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7941 專利布局智財分析海報比賽論文集. 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903 臺灣ERP產業報告. 2015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企業資源規劃實驗室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910 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論文集. 2015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927 企業E化知識競賽. 2015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934 國際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5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546 毓老師講論語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陳絅筆記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936553 毓老師講莊子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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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5421 休閒與高齡化: 理論與實踐 Heather J. Gibson, Jerome F. Singleton作; 吳亭主譯; 解志強修訂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生醫科技應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鋼結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觀光工廠促進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1129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一, 正覺的財富觀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36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二, 正覺的認識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43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三, 正覺的生涯規劃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67 正覺人生的規劃與落實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74 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81 淨土真義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1198 突破困難的智慧與方法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600 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 隨佛禪師講述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65617 七覺分統貫佛陀一代聖教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624 原始佛教之界定 隨佛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3380 千字文唐詩草書 蔡松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5340 海峽兩岸「海上安全暨船舶交通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丁肇麟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5299 引體功法. 一, 螳螂捕蟬 張良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502 引體功法. 二, 旋臂轉脊 張良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519 引體功法. 三, 延脊划臂 張良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526 引體功法. 四, 甩手踢腿 張良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533 引體功法. 五, 大鵬展翅 張良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540 引體功法. 六, 螺旋旋轉 張良維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海洋事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氣機導引文化研究會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華書法美術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4407 嘆為觀止: 中華紙藝創作協會建國百年紙藝展 林筠, 徐秀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902 3D列印創客自學入門 中華國際三維電腦輔助設計研究發展協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3754 中華郵聯會刊. 第十九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5431 陳明邦感恩畫集: 明心世界 陳明邦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601872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仁川亞洲運動會報告書. 2014年第17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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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4122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5139 全球經濟展望. 2015: 全球經濟再平衡下,臺灣面臨的挑戰與契機劉孟俊, 吳佳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智慧資產經營管理協會

中華紙藝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三維電腦輔助設計研究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5196 新約綜覽研讀手冊 魏立健編著 二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355202 代代相傳: 教牧協談中家族理論之應用 費艾德(Edwin H. Friedman)著; 林耕宇等譯 二版2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1319 水肺潛水員教材 中華潛水推廣協會教練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24299 2013 TOP5000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綜合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05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3,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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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24329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3, 製造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36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2年版, 資訊科技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43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2年版, 金融證券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50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2年版, 紡織/塑化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67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2,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74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2, 綜合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381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2, 製造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411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1,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435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1, 綜合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2101 中國民俗文化叢書. 婚嫁卷 董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18 中國民俗文化叢書. 民居卷 董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25 中國民俗文化叢書. 節慶卷 董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32 中國民俗文化叢書. 飲食卷 董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華聯創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潛水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9789865682149 中國民俗文化叢書. 喪葬卷 童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56 二月二 張士閃, 李生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63 三月三 田阡, 石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70 春節 田阡, 石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87 清明節 田阡, 石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194 藏曆年 宋黎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00 牡丹節 彭新良, 譚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17 壯族螞[]節 廖明君, 楊丹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24 彝族賽裝節 張躍, 王勤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31 苗族姊妹節 吳一文, 熊克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48 元宵節 張躍, 王曉艷, 李如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55 風雅田園徽州區.徽州風光 胡順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62 民風淳厚徽州區.徽州民俗 吳曉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79 人文薈萃徽州區.徽州文藝 葉國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86 古建長廊徽州區.徽州古建 胡順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293 魂牽夢繞徽州區.徽州詠讚 吳之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09 物華天寶徽州區.徽州物產 吳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16 鐘靈毓秀徽州區.徽州人物 吳之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23 徽商故里徽州區.徽州商人 胡清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30 十二生肖: 終極一戰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47 十二生肖: 貓鼠結怨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54 十二生肖: 生肖排序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61 十二生肖: 生肖受難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78 十二生肖: 召集同伴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85 十二生肖: 勸服公雞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392 十二生肖: 解救羊兔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08 十二生肖: 猴子出山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15 十二生肖: 水靈尋仇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22 十二生肖: 勇鬥水靈 安徽電影製作有限責任公司, 安徽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555880 都市更新制度模式與法理分析 方瑋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元照



9789862555903 多元鑲嵌的臺灣日治時期家族法: 從日治法院判決探討國家法律對臺灣人之家及女性法律地位之改造沈靜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5910 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仇恨性言論之管制: 以跨國網路為核心林煜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5927 臺灣與英國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比較法研究: 以有效性判斷標準與代償措施之研究為中心王曼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5934 論多元文化主義下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法正當性基礎: 以臺灣原住民學生高等教育升學優待措施為中心涂予尹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37353 我的幸福編織時光: 毛線球牧場的30堂習作 Osmi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360 一甲子的未亡人: 王培五與她的6個子女 呂培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377 跟著護理師媽媽輕鬆育嬰 張道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384 開關人生 林錫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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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96769 蔡頌德創作日誌. 2008-2012 蔡頌德著 平裝 1

9789868096776 創意.修辭: 視覺修辭與創意傳達: 蔡頌德設計作品暨創作報告蔡頌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812 慧深法師人生語錄. 一, 覺.法喜 慧深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38829 觀世音傳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38829 觀世音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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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03795 帶著童書去旅行: 日本X繪本美術館、圖書館之旅謝依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832 朗讀手冊: 大聲為孩子讀書吧! 吉姆.崔利斯作; 沙永玲, 麥奇美, 麥倩宜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月慧山觀音禪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五餅二魚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5410 中華傳統老故事: 半途而廢 賀佳, 李靜潭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496 中華傳統老故事: 負荊請罪 賀佳, 李靜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64 中華傳統老故事: 白蛇傳 賀佳, 李靜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571 中華傳統老故事: 嫦娥奔月 賀佳作; 李靜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49 中華傳統老故事: 七仙女的故事 賀佳, 李靜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63 中華傳統老故事: 鑽木取火 賀佳, 李靜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670 中華傳統老故事: 八仙過海 賀佳, 李靜潭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95943 風景的言說: 卓有瑞 卓有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95943 風景的言說: 卓有瑞 卓有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61631 馬英九為何失天下 黃智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9903 我的藝術行政手札 林麗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000 贏在卓越領導力: 願景、行動、實踐力的修煉 游淑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76810 漢語量詞歷史辭典 陳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藝維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月臨畫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600312 日本新中產階級 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作; 鄧伯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350 沒有上帝的宗教 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350 沒有上帝的宗教 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374 大師與門徒: 哈佛諾頓講座 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著; 邱振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381 柳橙園 拉里.特倫布萊(Larry Tremb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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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38431 三字經漫畫堂 許庭瑋編著; 林傳宗繪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938448 三字經漫畫堂 許庭瑋編著; 林傳宗繪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938455 三字經漫畫堂 許庭瑋編著; 林傳宗繪圖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938479 三字經漫畫堂 許庭瑋編著; 林傳宗繪圖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1938462 三字經漫畫堂 許庭瑋編著; 林傳宗繪圖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1938721 新編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六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1938783 水滸傳 世一編輯部編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1938820 聊齋 世一編輯部編 修訂四版 精裝 1

9789861938837 封神榜 世一編輯部編 修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1938851 三國演義 世一編輯部編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1939018 新編辭海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094 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八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1939124 國小專用造詞造句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131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193 Champion袖珍英漢字典 英漢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09 漫話機器人 趙英善文; 李英鎬繪;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16 漫話恐龍 李恆善文; 宋晦錫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23 漫話大便 許順鳳文; 宋晦錫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30 漫話南北極 李光雄文; GaJaeBal繪;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47 漫話有毒生物 鄭秀恩文; 宋會碩繪;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54 漫話化石 李廣榮文; 宋會碩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世一



9789861939278 漫話幽浮 李光雄文; 宋會碩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85 漫話化學 趙英善文; 李英鎬圖;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92 漫話發明與發現 金明載文.圖;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315 實用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四版 精裝 1

9789861939322 速查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339 第一筆速查國語辭典 戚義貞主編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353 新編辭海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360 漫話交通工具 李儀貞文; 孫永木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377 漫話水世界 金南碩文; 安洙容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384 漫話植物 李廣雄文; 金炳哲繪; 劉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391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修訂大字版)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五十八版 其他 1

9789861939407 漫話鳥類 南春子文; 崔意奎繪; 劉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414 漫話星河 Papyrus文; 李斗源繪; 溫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421 漫話自然災害 全芝恩文; Papyrus繪; 蘇世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438 漫話人類 李光雄文; 繪馬車繪;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452 最新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六版 精裝 1

9789861939476 新編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七版 精裝 1

9789861939483 你真的吃對蔬菜了嗎? 張志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506 爆笑西遊記. 1, 大鬧海龍宮 吳承恩原著; 高章欽改編.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513 漫話兩棲爬蟲 紙莎草文; 李斗元繪; 蘇世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520 漫話魚類 金南吉文; 宋會碩繪; 劉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537 漫話太空梭 黃根基文; 李英浩繪; 蘇世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544 漫話甲蟲 南春子文; 崔明九圖; 蘇世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551 點點要挑戰大象 黃慧敏文; 雨谷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575 成語漫畫堂 彭大爺繪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939568 成語漫畫堂 彭大爺繪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939698 成語漫畫堂 彭大爺繪圖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939704 成語漫畫堂 彭大爺繪圖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939711 成語漫畫堂 彭大爺繪圖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1939582 超級怪客在我家 張小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599 男孩的逆轉勝 邱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05 幸福總鋪師 王力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12 召喚月媽咪 于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29 烈火下的隱形妹妹 張小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36 好麻吉的時光寶盒 楊瑞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43 豬頭手掌與鐵血老師 楊瑞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50 只要公主不要病 洛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67 心願支票 楊瑞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74 下一站的奇蹟 張雅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681 恐龍小百科 葉家雯, 陳維瑩編著; 李文斌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728 原來可以這樣畫 陳俐妤編著; 徐千薇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735 怎麼畫都可愛: 手繪塗鴉書 陳俐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742 國旗小百科 陳俐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759 70道蔥薑蒜料理: 20分鐘美味上桌 高淳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766 70道四季時蔬料理: 20分鐘美味上桌 高淳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773 70道蕃茄百菇料理: 20分鐘美味上桌 高淳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780 網路票選60道: 最愛的醬汁好味道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797 網路票選60道: 最愛的美味家常菜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03 網路票選60道: 最愛的媽媽拿手菜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10 網路票選60道: 最愛的阿嬤私房菜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27 看懂寶貝畫中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34 Smart Baby認知啟蒙有聲書 日光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41 Smart Baby生活啟蒙有聲書 日光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58 節奏拍拍鼓 中文 林淑貞總編輯; 日光路, 黃瀅潔, 顏銘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65 節奏拍拍鼓 英文 林淑貞總編輯; 日光路, 黃瀅潔, 顏銘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72 恐龍圖鑑 葉家雯, 陳維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889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896 宇宙小百科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902 最新英漢字典 外文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926 汽車小百科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933 鳥類小百科 曹毓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940 船艦小百科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000 中醫師陳峙嘉的時尚養生帖: 歐洲花草與中藥的完美搭配陳峙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017 火車小百科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024 動物小百科 曹毓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031 飛機小百科 樊毓翰, 陳維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048 閱讀飛行船. II 洛琳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0055 閱讀飛行船. I 張小語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0062 創新實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2418 回眸A Glance黃志超個展 黃志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41058 故鄉的太陽花: 王明理詩集 王明理著; 陳麗君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065 環遊世界五大洲 劉宗銘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0118 國相爺神算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125 國相爺神算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132 國相爺神算 耳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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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8799 心靈瀑布 鄧韻梅著 平裝 1

9789869176507 心靈觸鬚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6514 縱橫時空的張力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6521 人間只有相思分 鄧韻梅著 平裝 1

9789869176538 春雲暮水帶輕霞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6552 狂風暴雨後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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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1962 煙波江上使人愁: 兩岸間的認同探索與家國幻滅魯子青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90

加力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9789868851979 民航法規之人事時地物 郭兆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8006 HOLD住你的微型旅宿 黃偉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308 教室外的最後一堂課 大衛.蒙納許(David Menasche), 喬蒂.利佩爾(Jodi Lipper)作;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53 跳海不成的創業人生 楊濟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60 自在力: 斷捨離人生改造篇 山下英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77 化不可能為可能: 李昌鈺的鑑識人生 李昌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84 背光的所在 李雲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391 顧好子宮,女人才美麗: 跟著日本食養專家若杉奶奶這樣吃,解決所有婦科疾病,打造好孕體質!若杉友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07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曲家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14 王明勇的健康廚房 王明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21 帝國崛起: 一起歷史的思辨之旅. 2 呂世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38 斷捨離流改變人生的整理魔法 山下英子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45 不要想藍色大象: 德國讀心大師教你史上最強思考術!托爾斯登.哈芬納, 米歇爾.許匹茲巴特作; 姬建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76 我知道你在說謊: 4個步驟,讓謊言無所遁形,從此不再被騙!莉莉安.格拉斯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83 這樣按摩,懷孕好容易! 山田光敏作;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90 這樣按摩,生產好順利! 山田光敏作;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06 這樣按摩,寶寶好健康! 山田光敏作;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20 為什麼老闆不選你當主管?光努力沒有用!先搞懂老闆最重視的88件事小山昇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37 家有失控妹 麥可.福萊.多迪雷特(Michael Frey Dodille)著; 賴雅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44 堅持: K老師給我的人生禮物 裘安.利普曼(Joanne Lipman), 梅蘭妮.庫普欽斯基(Melanie Kupchynsky)作; 林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51 這樣吃,就不需要看醫生: 醫院不會告訴你的正確飲食方法若杉友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2024 古佛降世的背後(簡體字版) 宏雷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禾年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石微型旅宿管理顧問工作室



9789868982031 古佛降世的背後 宏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0502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978006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978013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8800519 末日教父 蕪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78037 全球論劍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8800526 全球論劍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978020 全球論劍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8800533 城堡之心 慎獨行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800588 城堡之心 慎獨行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800595 城堡之心 慎獨行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800540 劍祖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00557 劍祖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00564 劍祖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00571 劍祖 十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78051 冒牌賢婿 血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78068 冒牌賢婿 血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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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7178 當金龜車尬上MINI: 英德交流三百年 菲利浦.歐爾特曼(Philip Oltermann)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85 救救正常人 艾倫.法蘭西斯作; 黃思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92 打造新世界: 費城會議與<> 楊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08 羽的奇蹟 索爾.漢森(Thor Hanson)著; 吳建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650 土地的掙扎: 張家的故事. 2015 張玉治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玉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可米購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6

左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853 跨越時空的璀璨莎士比亞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77 別讓憂慮謀殺你自己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6884 語言的藝術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03 說話教室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10 卡耐基人生箴言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27 流浪者的鄉愁: 赫塞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34 巴菲特給子女的10個投資忠告 林汶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241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投資年報 林汶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9256 天使療癒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270 為人生帶來奇蹟の魔法書: 圖解25個靈性智慧精華山川紘矢, 山川亞希子著; 黃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287 奧修談親密: 學習信任自己與他人 奧修(Osho)著; 陳明堯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39294 靈性魔法廚房 丹妮絲.琳(Denis Linn), 麥朵.琳(Meadow Linn)著; 王芳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300 遇見神奇獨角獸 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著; 黃愛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317 來自長島靈媒的療癒訊息: 與已逝親人相遇的精采故事特蕾莎.卡普托(Theresa Caputo), 克莉絲汀娜.葛麗仕(Kristina Grish)著; 非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324 日之島: 印加醫藥之輪的操練 阿貝托.維洛多(Alberto Villoldo), 艾瑞克.簡卓森(Erik Jendresen)作; 周莉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331 托爾特克智慧之書: 你是愛的大師: 關係藝術的實用指南唐.米格爾.魯伊茲(don Miguel Ruiz)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348 靈氣與人體七大脈輪 理查.艾理斯(Richard Ellis)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355 沒有改善不了的視力 馬汀.布洛夫曼(Martin Brofman)著; 林瑞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362 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 約翰.葛瑞(John Gray)作; 蘇晴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39386 神奇獨角獸神諭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培欣, 王芳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80831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TERA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3207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手繪圖項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張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拉格文創



9789863084228 邏輯設計實驗 蕭敏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228 邏輯設計實驗 蕭敏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4310 旅遊實務. II 劉碧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482 丙級西餐烹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侯冠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703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重點整理與題庫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840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蕭柱惠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901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圖項學科題庫分類解析張淑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963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All Pass解答本. 2015最新版易鼎工作室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3087342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歷屆試題(專一.專二)含解析本郭庭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7366 IRA智慧型機器人中級學科研讀攻略(含初級學科): Arduino與Innovati雙版本林家德, ITM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7366 IRA智慧型機器人中級學科研讀攻略(含初級學科): Arduino與Innovati雙版本林家德, ITM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7731 升科大四技國文閱讀測驗含寫作引導 附閱讀瞭望台楊國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7847 VHDL數位邏輯設計入門實務 黃慶璋, 蔡忠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7847 VHDL數位邏輯設計入門實務 黃慶璋, 蔡忠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233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快攻祕笈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8622 職場倫理: 邁向WE企業倫理認證 楊政學, 楊百川, 陳勁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622 職場倫理: 邁向WE企業倫理認證 楊政學, 楊百川, 陳勁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738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XP+Word 2003版)佳彥資訊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3088769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易鼎工作室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88783 電子學. I 徐慶堂,黃天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783 電子學. I 徐慶堂,黃天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806 8051單晶片原理與應用: 使用Keil C(USB介面) 黃嘉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820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844 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黃其聰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8851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黃其聰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868 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8882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機電整合學術科解析) 曾偉智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9025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通關寶典 台科大食品檢驗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9032 丙級電器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聖峯, 詹宓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9230 丙級會計事務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杜宜樺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261 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瑋倫, 林謙育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261 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瑋倫, 林謙育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9322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Frontpage 2002/2003+PhotoImpact 10/11/12版)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3089384 單一級保母人員學術科通關寶典 童年工作坊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3089391 Arduino微電腦應用實習(含AMA中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術科試題)施士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9452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平裝 1

9789863089476 Word 2010實例演練: 含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學評系統與學科題庫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87443 丙級中餐烹調學術科通關祕笈 羅明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7559 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羅明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7597 丙級飲料調製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台科大飲料調製研究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7641 丙級烘焙食品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顏耀焜, 顏文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8855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指南(Windows 7+Word 2010)附贈學評系統(Word 2010)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88815 穀類加工與實習 蕭淯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8914 乙級數位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掌舵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9140 專題製作. 創意化工篇 洪鼎惟, 沈信良, WonDer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9164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9171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9379 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郭昭英, 孫和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89515 數位邏輯 蕭柱惠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389614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電繪項術科快攻祕笈 翁美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9669 PVQC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89676 BAP 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通關寶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89775 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0152 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必勝寶典 陳晋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459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重點整理與題庫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0763 英文學測與指考單字題卜書(Tips)7000字級 許雅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1128 乙級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漿皮類)學術科必勝寶典蕭淯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1265 輕鬆學基礎英文法 林俊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2101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450 耶穌就是福音: 在盧雲著作中與基督同行 盧雲著; 傅湘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467 刀尖上的中國: 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61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在我家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818 我的京都: 京都導航 黃思華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9036825 學習力: 幫助孩子開啟能力的大門 陳俊湰, 胡裕成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605105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ancient China. Volume 2(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605174 群書治要360(中法對照版)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181 走進最有意思的中國畫 金銖, 孫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198 做孩子一生的貴人 蔡禮旭撰;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編修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04 群書治要十講 劉余莉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5211 群書治要360(中西對照版)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 林淑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28 學記師說勸學解(漢語拼音版) 因緣生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235 學記師說勸學解(注音版) 因緣生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0607 沙鯤煙月: 白砂崙與萬福宮的往事追憶 蘇清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21176 非營利部門: 組織與運作 蕭新煌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53959 師妹愛害羞 衣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3966 美味俏佳人 夏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093 戒不掉喜歡你 古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09 相愛不難 紅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47 守護當飯吃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白砂崙萬福宮



9789863354154 喵大人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61 孔雀先生的挑戰 吉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185 我在古代養總裁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15 毒舌當糖咬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222 願嫁紙老虎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3855 楞嚴咒: 常用經咒合刊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33862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佛說孝子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後漢)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8733879 佛遺教經; 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33886 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33893 大法鼓經(注音版) 其他 1

9789868834736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041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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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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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4140 兩個世界的味道 李炳南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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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4287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詩偈. 一, 修行篇 開松老和尚講述 平裝 1

9789865924294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詩偈. 二, 念佛篇 開松老和尚講述 平裝 1

9789865924300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詩偈. 三, 警策篇.自性篇 開松老和尚講述 平裝 1

9789865924416 中峰繫念法事三時全集 其他 1

9789865924447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詩偈. 四 開松老和尚講述 平裝 1

9789865924454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詩偈. 五 開松老和尚講述 平裝 1

9789865924461 師徒喝茶中鼓勵話: 詩偈.六 開松老和尚講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9162 工程永續與土木防災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179 工程永續與土木防災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正修科大土木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36870 不飽和脂肪酸與慢性病: 追求健康從改變油脂攝取開始劉接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53946 不動產抵押權法律與登記實務DIY 李永然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3953 土地開發與建築法規應用 黃宗源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960 契約書之擬定與範例 李永然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977 非都市土地開發實用指引 羅志賢, 謝長裕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0087 Code Red紅色警戒: 危機下的財富生存之道 John Mauldin, Jonathan Tepper著; 唐祖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81222 1494天: 我的抗癌日誌 徐千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60 老版本: 1906-1949年間的舊書倩影 采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84 你會喜歡金剛經 黃逢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291 半導體乾蝕刻技術 野尻一男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07 玩轉南半球: 智利、祕魯 鄧予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1314 六相圓: 最強幸福召喚術 王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21 艾薇拜倫: 藍眼睛 伊莉莎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345 房屋買賣不能說的祕密 陳恭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20 新版飛行原理概論(含計算題練習) 郭兆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44 幸福跟著來 太陽盛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82 龍樹菩薩傳 陳朝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499 馬利傳奇: 魔術師的秘密 江瑪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生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9789863581505 阿喇寨情殤 田詩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43 The six core elements: the SLT and history of wing chunSergio Pascal Iadarol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550 The six core elements: the SLT and history of wing chunSergio Pascal Iadaro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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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1203 藏傳佛教要義(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431241 廣論三部曲(簡體字版) 郭正益著 平裝 1

9789865655105 楞嚴經講記. 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36 起信論講記. 第一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43 起信論講記. 第二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50 起信論講記. 第三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81 楞嚴經講記.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198 楞嚴經講記.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04 楞嚴經講記.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11 楞嚴經講記.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35 楞嚴經講記. 第十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42 楞嚴經講記. 第九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59 楞嚴經講記. 第十一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66 楞嚴經講記. 第十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73 楞嚴經講記. 第十四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80 楞嚴經講記. 第十五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297 楞嚴經講記. 第十三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303 法華經講義.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303 法華經講義.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310 實相經宗通.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310 實相經宗通.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327 起信論講記.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334 起信論講記.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341 起信論講記.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372 優婆塞戒經講記. 第三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02 阿含正義: 唯識學探源. 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419 實相經宗通. 第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正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3595 電工法規. 2015 洪永哲編著 39版 平裝 1

9789866073595 電工法規. 2015 洪永哲編著 39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749491 玄武門之變 管家琪作; 蔡嘉驊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11 屎來糞多學院 張東君文; 黃麗珍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811 屎來糞多學院 張東君文; 黃麗珍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03 聽說,月亮有一個書房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910 跟著音樂家旅行 佐依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10 跟著音樂家旅行 佐依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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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749941 蔬果養生健康DIY 黃于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41 蔬果養生健康DIY 黃于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58 高效閱讀: 閱讀理解問思教學 許育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65 愛情是怎麼回事?: 17位作家的萌戀大公開 桂文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972 螞蟻撿到一顆蛋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972 螞蟻撿到一顆蛋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989 來畫一棵神奇的樹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989 來畫一棵神奇的樹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035 青春修鍊40堂課 江連君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042 禁區 李如青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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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1304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61311 小氣旅行家必備: 廉價航空全攻略 朱尚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8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7

弘揚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39346 終疆. 2, 異物都城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52 Milly的巴黎日常 Mil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513 Dear dewi 簡廷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707 英國買房聖經 楊建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608 營養師健康廚房 劉純君, 侯淵瑜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42982 天蠍座: 別敷衍,我一眼看穿! 曾千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8443 寶寶CEO: i-13輯: 首部以大腦基因解碼工程探究兒童大腦總裁功能發展之專書連裕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38139 澄明.金剛心 葉靈毅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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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新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養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詮食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道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立詰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017 Adobe Photoshop for the skilled 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024 Adobe Photoshop for newbies 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533 讓琴音源自鬆靜之間: 鋼琴實務教學 陳玉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557 滿級分 大考標準版 樂理模擬試題. 二 莫恆中, 何靜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3571 長笛每日一練 Ned Bennett原著; 江淑君翻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113588 長笛每日一練: 小品演奏曲 Ned Bennett原著; 江淑君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3595 長笛每日一練: 流行演奏曲 Ned Bennett原著; 江淑君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4025 湘淳廚坊: 有機健康蔬食創意食譜 翁湘淳作 二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759 打造二0一三年體制 白樂晴著; 李大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10 破解!撼動全世界的TED祕技 傑瑞米.唐納文(Jeremey Donovan)作;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27 五色的異端 張承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700 女人上床做自己 曾寶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17 好好時光: 給女同志身體、性愛與親密關係的指導呂欣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17 好好時光: 給女同志身體、性愛與親密關係的指導呂欣潔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合一生機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人文化實驗室

北澎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古韻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69076 精緻圍棋初級D講義 陳瑞琳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60748 槍族 白色七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755 天主的劇本Ⅰ 三分微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762 天主的劇本Ⅱ 三分微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779 和菓子的約束 睦月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786 天主的劇本Ⅰ 三分微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793 天主的劇本Ⅱ 三分微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7665 鄭百重.凝碧集翠 鄭百重作 平裝 3

9789869007672 楚戈: 小畫展 楚戈著 平裝 3

9789869007689 水墨格新: 李君毅.創作集 李君毅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039 教養可以這麼自然! 凃翠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60 留下我一個人: 愛的剖析 瑪賽兒.梭維若(Marcelle Sauvageot)著; 歐陽瑞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56723 圖表式社會工作(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0325 觀念式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6853 觀念式稅務法規(含概要) 林曉娟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6860 圖表式社會(工作)研究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名山藝術

名人兒童圍棋



9789862656914 觀念式土地法 張昱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5184 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搶分題庫) 許金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744 圖解制霸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7980 門市服務乙級考照王 林正修, 陳啟仁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997 工程數學的降魔十一掌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031 衛生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048 行政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055 社工師6合1專業加強版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062 立法程序與技術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079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086 絕對制霸立法程序與技術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093 國考狀元滿分作文 蘇廷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109 圖解制霸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116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123 刑事訴訟法圖解與釋義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130 國文(作文與測驗) 蘇廷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147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154 喪禮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術科題庫 楊士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161 中級會計學搶分題庫 齊得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178 機械原理概要(含機械常識)搶分題庫 李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192 速記社會工作大意重點漫話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208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215 圖解制霸行政學大意 高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222 圖解制霸法學大意 彭敍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239 圖解制霸社政法規大意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246 圖解制霸公民 林宥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253 速記行政學大意重點漫話 張簡復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260 圖解制霸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277 會計學概要 陳敏齡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658284 速記經濟學大意重點漫話 陳俊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291 速記統計學大意重點漫話 陳俊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307 專利行政與救濟法規 王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8321 刑事訴訟法申論與測驗綜合題庫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345 速記法學大意重點漫話 彭敍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352 公職萬用英文文法 李翠玉, 李碧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369 新多益文法考試技巧大公開 夏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376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2300 品時尚.創設計學術研討會. 2014 劉宜欣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64193 領悟食物的力量,我從末期癌症重生 高遠智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09 孩子愛上音樂的關鍵在父母: 這樣教出快樂學琴、主動練琴的孩子茅為蕙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16 這樣讀出你的最高分: 圖解 東大榜首教你最有效率的學習法山口真由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23 爆笑不爆肝!輕鬆掌握保肝知識 許金川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230 色彩與光線: 每位創作人、設計人、藝術人都該有的手繪聖經詹姆士.葛爾尼(James Gurney)著;賴妙淨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64247 食安守門人教你聰明擇食,安心飲食 文長安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1252 河貓: 有河book街貓記錄 隱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5254 走進生命花園 提利.勒南(Thierry Lenain)文; 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柯蕾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407 報紙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is)圖; 陳靜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414 馬戲團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is)圖; 謝蕙心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有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9789866006685 成功就是做大家都知道,但都不去做的事!: 一流CEO告訴你職場上出人頭地的祕訣安田正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692 能斷: 金剛經給你強大 索達吉堪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08 中國歷史穿越指南 解愛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715 普丁強權下的俄羅斯真相 班.裘達(Ben Jud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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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51964 LBD science. 1, magnets Patricia Lee[主編] 平裝 1

9789865622015 Happy phonics(黃本)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22 Happy castle: in my neighborhood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39 Happy castle: exercise time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46 Happy castle: let's guess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53 Happy castle: show time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60 Polite polly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77 Sports day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84 Leo goes camping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091 Be calm,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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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5545 蘇琬婷素食月子餐食譜 蘇琬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75010 猶大書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275041 加拉太書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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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3813 立即上手的教導力 吳建宏, 吳佰鴻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艾美普訓練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百香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吉的堡網路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69191 角膜手冊: 從基礎→進階臨床指引 William B. Trattler等著; 洪國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25 內科快速記憶隨身手冊 James D. Bergin原著; 劉佑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32 後天性言語和語言障礙: 從神經解剖與功能性神經學觀點分析Bruce E. Murdoch著; 陳雅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863 器官移植: 發現問題.尋求解答 王水深, 周迺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70 癌症患者一本通: 完整的癌症觀念、充分的營養與不間斷地運動,才是癌症患者的最佳良方施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87 我們為什麼會生病: 揭開生命與疾病之謎 馬曉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94 認識肺動脈高壓 高雄榮民總醫院肺動脈高壓專業治療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00 男性不孕症: 國內第一本探討男性不孕症專書 臺灣男性學醫學會男性不孕症研究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17 頭痛的自然療法: 不吃藥、不打針讓您安心和放心地對抗惱人的頭痛Ramon Rosello, Pepe Landazuri原著; 顏嘉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24 骨密度的檢查與判讀: 檢查原理與臨床案例分析楊榮森, 張賴昇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31 臨床肌動學與解剖 Lynn S. Lippert原著; 伊文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48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0年 黃惠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55 對抗壓力52招: 跨越難處迎向轉機 周國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69962 黃帝內經表解記憶法: 清楚的歸納表格、深入解析、化繁為簡,讓您記憶起來倍感輕鬆喬文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79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臨床醫學. 2013年 鄔至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86 心臟移植照護手冊 臺大醫院心臟移植團隊編著; 王水深, 陳益祥, 曹傳怡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993 Stahl's圖解抗精神病藥物: 抗精神病藥物第一次就上手Stephen M. Stahl, Laurence Mignon原著; 張鎔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00 OSCE臨床技術手冊 Katrina F. Hurley原著; 陳怡行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017 Atlas of small intestinal disorders: integrated case presentationCheng-Tang Chiu, Hsiu-Po Wang, Yang-Yuan Chen 1st ed. 精裝 1

9789863680024 急診醫學超音波隨身指引: 超音波之解剖學及病理學Dunstan Abraham, Cynthia Silkowski, Charles Odwin原著; 黃文成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31 臨床使用抗生素手冊 張進祿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80048 呼吸照護手冊: 輕鬆掌握肺疾病生理數據及公式Robert L. Chatburn, Eduardo Mireles-Cabodevila作; 林蕙鈴, 方瑱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55 生物資訊學: 整合生物學、資訊科學和數學的應用科學T. Charlie Hodgman, Andrew French, David R. Westhead原著; 葛茂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62 針灸學表解記憶法: 清楚的歸納表格、深入解析、化繁為簡,讓您記憶起來倍感輕鬆管宏鐘, 張選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79 華盛頓門診內科學手冊 Thomas M. De Fer執行主編; 李郁慧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86 金匱要略表解記憶法: 清楚的歸納表格、深入解析、化繁為簡,讓您記憶起來倍感輕鬆林潔, 辛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093 貝氏身體檢查指引口袋書 Lynn S. Bickley, Robert A. Hoekelman原著; 邱淑美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109 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原著; 臺灣精神醫學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116 臨床老年醫學: 診斷與評價 岩本俊彥作; 謝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123 中藥學表解記憶法: 清楚的歸納表格、深入解析、化繁為簡,讓您記憶起來倍感輕鬆唐志書, 李敏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合記



9789863680130 臺灣當代眼科發展紀實 許紋銘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0147 Magee骨科物理治療評估 David J. Magee原著; 王子娟, 蔡永裕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80154 生醫法律面面觀: 生醫業必備的法律錦囊 藍彥博, 楊佳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161 解剖學一點通 陳詩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178 職能治療標準作業療法: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岩崎テル子, 山口昇著; 顏維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185 當代顱神經: 解剖位置、病理變化及影像表現 Devin K. Binder, D. Christian Sonne, Nancy J. Fischbein原著; 陳煥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192 實用針灸治療口袋書 郭長青, 劉乃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08 彩色解剖學圖譜 Michael Schuenke, Erik Schulte, Udo Schumacher編著; Anne M. Gilroy, Brain R. MacPherson, Lawrence M. R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0215 考吃: 你該瞭解的50堂課 朱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22 從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興衰看精神醫學新視域 S. Nassir Ghaemi原著; 陳登義主譯; 李世易, 劉時寧, 范家彰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39 焦慮症新知: 診斷、病理機制及治療新趨勢 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46 韋以宗整脊手法圖譜 潘東華, 陳文治, 韋春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0253 社區兒童及家庭的最佳職能治療實務操作 Winnie Dunn作; 李柏森, 劉靖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60 精神科藥物的使用與誤用: 以實證為基礎的評論Joel Paris原著; 黃致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77 方劑學表解記憶法: 清楚的歸納表格、深入解析、化繁為簡,讓您記憶起來倍感輕鬆劉喜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284 Duus氏神經系統病變部位診斷學 Mathias Baehr, Michael Frotscher原著; 董欣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0291 耳鼻喉科診療室: 臨床精要及開業指南 Rogan J. Corbridge原著; 古偉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07 昆蟲學概論 P. J. Gullan, P. S. Cranston原著; 徐堉峰, 林宗岐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680314 兒科快速記憶隨身手冊 Eugene D. McGahren, William G. Wilson原著; 謝明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21 CT攝影技術學 山口功等共編; 林昶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45 透視植牙醫學 Jacques Malet, Francis Mora, Philippe Bouchard原著; 蔡士棹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38 外科心智圖 Pouya Youssefi, Poonch Youssefi, Irving Taylor原著; 葉奕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52 Stahl's圖解情緒穩定劑 Stephen M. Stahl作; 張君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69 男孩程式: 小小探險家 fMichele Lecreux avec Celia Gallais, Clemence Roux de Luze[作]; 黃雪莉編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680376 下背痛教室 王偉全監修; 林宜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83 扭曲的醫學: 醫師、病人與無效醫療 Lawrence J. Schneiderman, Nancy S. Jecker原著; 林欣柔, 張曼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390 醫學蜱蟎學 李朝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406 彩虹氣球: 失智症天空 白明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413 眼神經學疾病之分析與診斷 施永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420 Concise atlas of pediatric surgery Ming-Lun Yeh, Paul C.Y. Chang, Nien-Lu Wang[作]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437 彩色圖解藥理學手冊 Heinz Lullmann, Klaus Mohr, Lutz Hein原著; 林威佑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444 百病取穴圖解速查手冊 段學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451 肌力訓練解剖學 Frederic Delavier原著; 曾國維, 黃健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604 病歷資訊管理學 范碧玉著 二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466114 耶穌會士在中國 賴詒恩(Thomas F. Ryan, S.J.)著; 陶為翼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4334 媽呀: 我的雞飛狗跳育兒日記 拜占庭雲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6012 臺灣30種常用青草藥 林賜福編著整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9984 女人心理學 盧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9991 我不要長大 劉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09 母愛如水 柳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16 成長的疼痛 王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23 有傷的青春 汪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30 兒子終要長大 蘇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47 青春期女孩成長密碼 鄒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54 我的父親 邵雙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61 細說家世 宋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78 人生憂患書 楊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85 那年煙花 李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092 垃圾場 初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08 初一十五 真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15 飛了 金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122 秘陽 曉北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然保健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5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同喜文化



9789863900436 我存在我虛無: 我在印度的心靈療癒之旅 吳蘇媚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21329 憶娘家往事 曾節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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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9462 生命之光 左坤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8559479 請大家告訴大家,彼此代禱 左坤著 第一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8559486 The light of life Moses Tsuo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179918 家庭教育(九十七年課綱) 施如意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0402 通訊系統模擬: System Vue使用入門 錢膺仁, 王勝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0488 營建工程品質管制 林利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0822 基礎圖學 林合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0914 高中數學. 一 楊壬孝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1263 繪畫基礎 馬世聰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1652 造型原理(職業學校設計群) 林美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1751 基礎金融法規: 案例式 陳國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2802 車輛感測器原理與檢測 蕭順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083 雲端運算: 技術、應用、標準和商業模式 周洪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090 國文(九十七年職校課綱) 李心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183175 家政行銷與服務 陳麗珠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2183267 飲料與調酒 葉東璋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3304 專題製作: 餐旅、觀光 林靜仙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3458 模糊理論及其應用 李允中, 王小璠, 蘇木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3496 分析化學實驗 黃潔瑩, 張國樺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3588 無塵室技術-設計、測試及運轉 William Whyte原著; 王輔仁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先進國際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備福音



9789572183618 PowerPoint 2010輕鬆學 全華研究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3632 Word 2010輕鬆學 全華研究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3649 Dreamweaver CS5.5輕鬆學 全華研究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3663 SolidWorks 2012原廠教育訓練手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徐正陽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3748 高中公民與社會優勢參考書. 4 風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755 8051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林銘波, 林姝廷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2183779 投影幾何. II 王照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3786 繪畫基礎. II 馬世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3793 有機化學實驗 詹明興等編著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3809 美髮 王鈺文, 吳采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3816 高中數學優勢參考書. 四 朱綺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830 99版高中選修數學乙課本 楊壬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84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林怡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3854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II 李佳玲, 楊璧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878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物理優勢參考書. (二)B 黃詩淵, 黃詩翔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83908 家庭水電安裝修護DIY 簡詔群, 呂文生, 楊文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3915 機械製造. II 王千億, 王俊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3922 基礎工程數學 沈昭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3946 Access 2010圖解與實務應用 張育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3939 低壓工業配線實習 黃盛豐, 楊慶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3953 工程數學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3960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Access 2010實作李春雄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3977 汽車引擎測試與診斷 張定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004 電工材料 吳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011 歐姆龍可程式控制器CJ/CS/NSJ指令應用大全. 基礎篇臺灣歐姆龍股份有限公司自動化學院編輯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028 日語聽講練習 李宜蓉, 戶川惠美子, 須永賢一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184035 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SQL Sever 2008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4042 完全制霸: 高中生物學測複習講義 李貞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097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99課綱). 2013年版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141 資料庫系統: MTA認證影音教學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4172 感測器 陳福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189 數位攝影: 數位影像教學 趙樹人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84202 Scratch輕鬆學 邱柏翰, 全華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219 C++輕鬆學 黃建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240 生產實務 郭雲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257 世界商標演進1400+ 蔡啟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271 乙級美容術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4301 日文閱讀與翻譯 黃愛玲, 李宜蓉, 葛西洋三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184325 終極解碼生物學測複習. 99版 許偉傑, 李宏孝, 關詠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2184332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4349 計算機概論. A 林志隆, 王麗琴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84356 計算機概論. B 巫嘉倫, 王麗琴編著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184363 計算機概論 許蓮桂, 王麗琴編著 三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184394 基礎工程數學 黃學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4424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2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4455 國文. V(職業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 何堅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479 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陳惠美, 華盛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1096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陳資文, 林明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509 升科大四技: 職校數學總複習講義 鍾憲輝, 李宜邠, 陳重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523 學測特訓數學週複習計畫 羅添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530 製圖實習. II 康鳳梅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554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選修物理課本. 上 楊宗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585 透析高中基礎生物教學講義 陳妙嫻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84653 高中公民與社會透析教學講義 胡舜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184660 電腦軟體應用丙檢術科快速解題技巧 蘇富蘭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84684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楊仁聖, 黎安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721 電子電路 高瑞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4752 表面與薄膜處理技術 柯賢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462 電工機械. I 鮑格成, 廖哲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769 電子學. I 龔萬懋, 蔡文亮, 周國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776 基礎化工. I 蔡永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806 GPS定位原理及應用 安守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844 電腦輔助會圖AutoCAD 2010 王雪娥, 陳進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4851 終極解碼數學學測複習講義 范文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868 數位邏輯 黃慶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875 職業學校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 高敏聰, 范盛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882 升科大四技色彩概論 巫素貞, 宋妍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4912 會計學總複習講義 曹政義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85018 材料力學 毛昭綱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5025 數位邏輯實習(CPLD使用入門) 黃慶璋, 蔡忠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049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林台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070 專題製作: 家政、服裝、美容、幼保、時尚模特兒林靜仙, 黃珮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087 時尚彩妝創意設計 陳惠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100 高等工程數學 Erwin Kreyszig原著; 江大成, 陳常侃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85148 行動通訊與傳輸網路 陳聖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155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 施如意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5162 專題製作: 機械: 點石成金.飆創意. 專題創意設計之實務應用篇楊仁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179 升學追分GO!GO!GO!地球科學學測複習 陳忠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186 終極解碼地球科學學測複習 傅志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193 MSC-51原理與實習: keil C語言版 鍾明政, 陳宏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209 輕鬆學會SolidWorks Professional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216 人力資源管理: 跨時代領航觀點 周瑛琪, 顏炘怡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5230 音響技術 鄭群星, 蔡澄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278 Solid Edge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寶典李瑞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315 智慧型機器人技術與應用 莊謙本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322 電儀表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353 成本與管理會計 陳育成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2185360 科技管理 張昌財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5377 電子學: 汽車科專用 黃進添, 黃榮得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384 電機控制 林懷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407 企業概論 莊立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414 管理學 陳水竹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421 顧客關係管理 徐茂練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5445 高中選修生物 莊雪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85452 微電腦控制: 8051/8052專題實習(C語言) 王振裕, 林純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483 程式設計: 使用C++ 黃建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520 透析高中選修物理教學講義 陳基培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85551 數控工具機 陳進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5582 電腦輔助繪圖AutoCAD 2012 王雪娥, 陳進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599 可靠度工程概論 楊善國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572185605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AutoCAD: 適用AutoCAD 2000-2012版謝文欽, 蕭國崇, 江家宏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5643 終極解碼物理學測複習參考書 戴仁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667 物理 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Jearl Walker原著; 徐力弘, 方淳民, 黃仁偉編譯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2185674 微電腦控制: USB To COMPort監控實習 詹東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698 升科大四技家庭教育 呂巧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5704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A總複習世紀A選(99課綱)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735 空調實習 楊海濤, 沈崇詩, 許明財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5766 Office 2010範例教本 郭欣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5773 進入汽電共生的世界 涂寬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5803 電子學實習(附Pspice試用版光碟) 曾仲熙編著 二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2185834 機電整合實習 張世波, 廖本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841 升科大四技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詹妙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865 透析高中基礎物理教學講義. 二B 陳基培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85957 高中公民與社會優勢參考書. 3 李佳浤, 張威傑, 蔡月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5964 大考對焦公民與社會總複習 張耀輝, 尚笙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008 夢想家帶路: 計概總複習精選學習地圖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015 夢想家帶路: 計概總複習A選學習地圖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2186053 升科大四技: 餐旅群(專一)餐旅概論海量題庫 張朠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060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二)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海量題庫張朠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077 創意表現技法 陸定邦, 楊彩玲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6091 高中基礎生物. 99版 莊雪芳等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86114 國文統測GO!GO!GO!. 語文篇(2013最新版) 曾家麒, 吳韋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121 高中基礎物理課本. 一(普通高級中學) 莊振益等編撰 一版 平裝 1

9789572186138 電子學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6145 數位邏輯實習 蔡朝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152 Visual Fortran程式設計與開發 陳鴻智, 張嘉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169 戰勝N4文法完全攻略 李宜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176 資訊科技概論 劉洲溶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6183 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核心課程 吳彥竹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190 白話閱讀測驗魔法箱 黃政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206 學測特訓物理週複習計畫 黃詩淵, 黃詩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244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一 黃人傑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268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AutoCAD 2010教學講義 許中原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6275 機械材料實驗 雷添壽, 林本源, 溫東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282 管理數學 王妙伶等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572186299 AutoCAD 2013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305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課本. 上 王乾盈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6329 高中公民與社會教學講義. 1 許家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336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化學. 一 施正雄等編撰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6381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選修數學甲. 下 楊壬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398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選修數學乙. 下 楊壬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404 高等工程數學 Erwin Kreyszig原著; 陳常侃, 江大成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86411 程式設計與生活: 使用C語言 邏輯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428 會計學. I 黃麗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473 Office 2007學習手冊 王麗琴等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86480 PIC 18F4520微控制器 林偉政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6503 投影幾何. I 王照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6510 SolidWorks 2010基礎範例應用 許中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534 自動化概論 陳重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6541 奈米材料科技原理與應用 馬振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558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學生實驗活動手冊. 上王乾盈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6602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完全搞定 致勝研究室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2186619 升科大四技飲料與調酒 王彬如, 劉貞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626 升科大四技造形原理重點嚴選 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633 電工法規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6657 國際標準驗證 蔡進明, 施議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664 LED照明手冊 LED照明推進協議會編; 李農, 楊燕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671 美顏. 化妝品與基礎化妝密技篇 王亭權, 謝薏如, 姚家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688 Excel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6695 有機化學實驗. I 詹明興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6701 機械設計大意 吳思達, 林金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6725 Word 2010範例教本 郭欣怡,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749 IMATH教學講義: 高中數學. 三 錢寶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756 重點整理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A(97-101統測試題及解析)夢想家資訊工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770 整體造型設計 洪美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787 最新C程式語言教學範本 蔡明志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86817 升科大四技餐旅服務 吳宜真, 張涵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824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x86/x64微處理器軟體、硬體、界面與系統林銘波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2186831 休閒農業概論 陳昭郎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86848 高中公民與社會優勢參考書. 1 林起孝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855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862 優勢參考書高中選修數學甲. 上 朱綺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916 天線設計: IE3D教學手冊 沈昭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6930 程式設計基本功與實務範例解析: C# 邱宏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961 國文. VI(職業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 王俊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985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優勢參考書. 上 李文禮, 黃玫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6992 數位電子儀表 陳錫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012 普通化學實驗. I 段清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029 C程式語言導論與實例設計 呂慈純, 蔡文輝, 張真誠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7043 優勢高中選修生物參考書. 上冊 洪永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050 RFID概論與應用 陳瑞順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067 高中選修物理優勢參考書. 上 黃詩淵, 黃詩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074 白光發光二極體製作技術: 由晶粒金屬化至封裝劉如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104 薄膜光學概論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111 歷史思維與多元文化 張桓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128 FreeMat程式設計工程與應用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135 電子電路實作與應用 張榮洲, 張宥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142 Word 2010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7173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學科歷屆試題解析 陳碧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234 健康管理 方郁文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7241 電子學實習 曾仲熙編著 二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2187289 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 魯明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319 高中應用生物 莊雪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333 單晶片C程式設計實習. 8051篇 李宜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364 Excel 2010輕鬆學 全華研究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7371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學科重點暨題庫總整理 蕭盈璋, 張維漢, 林朝金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7388 乙級數位電子術科秘笈(使用VHDL/Verilog-HDL)Daniel Chia, 王炳聰, 林彥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395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數學. 二 楊壬孝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87401 學測特訓化學週複習計畫 張荊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418 學測易點靈自然考科. 99版 周志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432 普通高級中學高中選修物理. 下 楊宗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449 學測特訓生物週複習計畫16週速成精華 莊雪芳, 蔡欣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463 會計學總複習講義 曹政義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87517 升科大四技基礎生物C(含B版) 李彥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531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析 王溢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548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A總複習世紀A選(99課綱)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579 現代柴油引擎新科技裝置 賴瑞海, 黃靖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609 遊戲與商業應用程式設計. 專題製作實作篇 李保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616 Altium Designer電腦輔助電路設計(拼經濟版) 張義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623 數位邏輯設計: 使用Verilog 劉紹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647 銲接學 陳志鵬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661 衛星導航 莊智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678 透析教學講義高中數學. 第二冊 吳新吉, 鍾祺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685 美髮. II 王鈺文, 吳采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708 介面設計與實習: 使用Visual Basic 2010 許永和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7715 TEMI單晶片專業級專家級能力認證教戰秘笈 鍾啟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739 Abaqus實物入門引導 士盟瑞其CAE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760 普通化學. II 鄭新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777 PowerPoint 2010範例教本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784 科技寫作與表達: 校園和職場的祕笈 羅欽煌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87791 企業倫理: 倫理教育與社會責任 楊政學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781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化學. 下 林萬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821 高中應用生物(全)透析教學講義 施芳斳, 陳逸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845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解析 岦陽資訊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7869 高中選修生物. 下冊 莊雪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876 汽車學. II, 底盤篇 賴瑞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7883 汽車學. IV, 柴油引擎篇 賴瑞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890 電子學. II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906 戰勝N4語彙完全攻略 李宜蓉, 李幸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7982 汽車材料 尤新來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019 工業設計思潮: 設計思潮與產品造型系列 林銘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057 機械製造. I 林英明, 徐文法, 林彥伶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064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一 賴澤涵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071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二 邱炫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088 透析高中基礎物理教學講義. 二B 陳基培, 吳建毅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88095 再生能源發電 洪志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101 揭開飛行的奧秘 王懷柱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8118 電子學. II 龔萬懋, 蔡文亮, 周國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125 西餐烹調實習. II 劉碧珠, 黃上鳳, 柯淑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132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二 黃人傑, 紀俊臣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149 Visual Basic .NET實力應用教材 楊錫凱, 陳世宏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8170 基本電學. II 陳加山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187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SQL Server實作 李春雄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8194 動畫圖解資料庫程式設計 李春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8200 電子學實習(97年課綱). II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224 循序學習AutoCAD 2012 詹世良, 許榮添, 康鳳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8231 戰勝N5文法完全攻略 李宜蓉, 李幸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248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術科秘笈(使用MAX+Plus II)劉國棋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88255 商業現代化 王貳瑞, 侯君溥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88262 透析高中選修物理教學講義. 下 陳基培、王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8293 專題製作: 餐旅、觀光科 陸泳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309 電工機械. II 鮑格成, 廖哲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316 高中公民與社會透析教學講義. 2 方妍淇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330 實用人因工程學 李開偉著 四版 精裝 1

9789572188347 科技管理: 基礎策略與實務 傅兆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483 使用後門赫序函數的自我驗證簽章技術 楊伏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03597 會展概論與實務個案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8072 作聖之本: 白水聖帝慈悲囑語簡註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8157 修辦津要 崇德學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8232 論語(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49 老子莊子(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56 孟子(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63 學庸孝經(光慧經典大字漢語拼音讀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317 桃園明聖經(越文版) 關聖帝君作; 朱德雄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4

送存冊數共計：274

吉遠



9789865768331 心經的深入淺出: 260個字的人生大道理 廖玉琬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8348 經典印證道真理真天命真 吳進雄作 平裝 1

9789865768355 光明的智慧. 7, 大學白話聖訓選輯. 二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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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3843 音樂腳註: 我用腳,改變法國號世界! 菲力斯.克立澤(Felix Klieser), 席琳.勞爾(Celine Lauer)作; 駱俊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2333 江濟陽堂祭祀公業江大宗族誌 江啟助主編.策劃 平裝 1

9789868932326 江濟陽堂祭祀公業江大宗族誌 江啟助主編.策劃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35656 海硯會書畫雙年展. 5, 厄臨藝遏 楊旭堂等著 平裝 1

9789868235663 劉冠意書畫印集 劉冠意著 平裝 1

9789868235670 施伯松書法篆刻集 施伯松著 平裝 1

9789868235687 情思化境: 黃伯思書藝精選集 黃伯思著 平裝 1

9789868235694 識時不惑: 蕭一凡書法作品集 蕭一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42498 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 政大超人氣通識課「從漫畫看日本」蔡增家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504 砍掉重練: 30歲開始也不遲的工作術 陳昭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511 看懂,然後知輕重: 「互聯網+」的10堂必修課 黃俊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528 文創大觀. 2, 臺灣品牌來時路 陳郁秀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江濟陽堂祭祀公業江大宗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安廬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有樂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6535 視覺傳達丙級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育才圖書編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8771 民間風景: 臺灣傳說故事的地方敘述 簡齊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01 紅樓夢何夢: 小說的自我敘事與治療 林素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18 晚清海外遊記的物質文化 陳室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25 戰國策之語用與說服 陳致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32 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 李嘉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49 孟子與象山心性學之詮釋意涵 黃信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56 認識客家文化: 美濃祠堂走一走 許秀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863 王佩璋與紅樓夢: 一代才女研紅遺珍 劉廣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70 康德的批判哲學: 理性啟蒙與哲學重建 盧雪崑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178887 文學詮釋新視野 賴芳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894 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張高評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900 科舉制度在臺灣 陳益源, 鄭大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023 千里風雲會: 兩岸八校師生崑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洪惟助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6687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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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7777 人間佛教: 思想研究 程恭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7784 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中英文版) 蔡孟樺主編; 星雲大師總監修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成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志心講演中心

育才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210388 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一上(九十七年課綱) 文蜀陵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0395 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一下(九十七年課綱) 文蜀陵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0401 國中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三上(九十七年課綱)紀南施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0418 國中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三下(九十七年課綱)范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0425 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 三下(97年課綱) 段世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0432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三上(97年課綱) 段世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0449 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 一上 宋威德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210456 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 一下 宋威德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85979 犯罪偵查(概要) 王皓強, 王竣, 彭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341 國民營特考: 計算機概論混合式歷屆題庫Q&A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130 銀行考試: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147 記帳士考試: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154 會計學大意 陳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178 公民 林茵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1288208 銀行法(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陳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88222 貨幣銀行學概要 紀大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253 教育法規大意(初五等考試)專用 羅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260 考銓制度申論&測驗綜合題庫(含公務員法大意&人事行政大意)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277 考銓制度申論&測驗綜合題庫(含公務員法大意&人事行政大意)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284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1288291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1288307 法學大意(含緒論) 程譯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314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1288321 教育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高分全解 程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8338 票據法 孟成, 高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8192 社會學混合式題庫關鍵解析 畢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1288239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 蘇允成, 蘇仁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8246 公民歷屆試題精解 林茵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5512 畫趣生活: 張家龍書法/繪畫/工藝作品 張永智文; 張家龍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2456 茶道入門 林瑞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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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4700 陶笛異想樂團: 六孔陶笛入門教材 游學志, 江志敏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76671 看MLB、NBA學英語 王啟恩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01 全民英檢中級英語寫作實戰手冊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輯; 陳豫弘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718 TLC互動英語: 蛋糕天王教你說英語 沛馨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25 上班族不能不會的辦公室場景必用英語單字 義守大學語文中心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32 上班族不能不會的商業+辦公室英語會話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06928 STEP BY STEP聽懂CNN 陳豫弘, 王琳詔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776756 New TOEIC聽力解題拿分應考對策(點讀擴編版)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763 Reading smart basic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70 我的第一本身體書 王瑄晴美術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87 音準+語調+發音規則: 學會這些英語發音沒問題趙豐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794 生活情境日語圖解大百科(數位學習版) 佐藤生, 虞安壽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824 互動日本語練習本. 基礎1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831 互動日本語. 基礎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776848 New TOEIC閱讀解題.拿分應考對策 Holly Lin, Kathy Chyu教材編撰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862 句型&翻譯: 英語力的關鍵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879 Workplace english: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陳豫弘總編輯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克面設計

送存冊數共計：20

辰宇媒體文化



9789865776886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student's book). 9 Jason Chen[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6909 Listen Up: Improving english proficiency through listening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776916 國中會考英語科模擬試題+解析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961 ABC英語故事袋: 看笑話學英語 賈文欣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6978 互動日本語練習本. 基礎2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6985 互動日本語. 基礎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776992 要你英文閱讀測驗拿滿分. 進階篇 Andrew Crosthwaite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002 Workplace english: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 1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026 經典名著故事選 王琳詔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6861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贏家攻略 湯士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878 勞工衛生管理甲級贏家攻略 湯士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885 勞工安全管理甲級贏家攻略 湯士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892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908 應收帳款承購實務解析: Factoring從業人員入門操作手冊陳冠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915 如何學會資產配置 陳梅萍作 平裝 1

9789865926922 財產保險業務員: (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忠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939 買保險常見的七大荒謬故事 王仁川著 平裝 1

9789865926946 證券分析師: 投資學 余適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953 期貨分析師: 總體經濟學及金融市場 余適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960 期貨分析師: 期貨、選擇權與其他衍生性商品 余適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977 證券分析師: 會計及財務分析 余適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984 期貨分析師: 衍生性商品風險管理 余適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000 期貨分析師: 期貨法規與自律規範 余適安, 黃卓盛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017 證券分析師: 總體經濟學及金融市場 余適安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024 企業內部控制人員速成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031 外匯交易操作年鑑. 2015 徐朗作 平裝 1

9789865644048 土地登記實務: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055 土地稅法規: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062 土地法規: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079 國際貿易談判技巧 戴照煜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宏典文化



9789865644086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093 捷運公司招考系列: 捷運招考題庫五合一完全攻略吳嶽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109 銀行招考題庫共同科目二合一完全攻略(國文+英文). 2015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116 銀行招考題庫完全攻略(綜合科目四合一). 2015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130 銀行法概要: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147 票據法概要: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154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葉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161 細說銀行招考英文: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羅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178 口試內定勝出的秘訣: 試前準備＋實戰題型＋應答技巧邱詩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185 銀行招考經濟學: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王志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192 銀行招考 計算機概論: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黃中生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08 捷運公司招考捷運概述(含捷運系統概述、捷運常識、捷運相關法規、大眾運輸暨運輸學概論)彭國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15 3杯咖啡品增員 劉建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200 豬隻育種研討會. 2015, 母豬篇 夏良宙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3217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3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2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63224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3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2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63231 新知研討會養雞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3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9163248 新知研討會養牛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3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9163255 新知研討會水禽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3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2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1517 為一件大事瘋狂: 不要樣樣平凡,只要一件非凡,天賦就會被看見!菲爾.庫克(Phil Cooke)作; 黃書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24 別被老虎當成下酒菜: 10條幫你戰勝心魔、跨越舒適圈的打虎規則吉姆.勞勒斯(Jim Lawless)著; 盧嘉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31 我以前和你一樣也是個菜鳥,直到我的膝蓋中了一箭: 搞懂6堂職場課x10種必備技,各行各業都要你!王乾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48 聖劍騎士.願望之石 炫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55 其實,你不是沒有時間: 掌握5項活動管理技巧、101個簡單策略,從此擺脫瞎忙鳥日子!馬克.伍茲(Mark Woods), 崔普.伍茲(Trapper Woods)著; 陳圓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62 倒著看人生: 就算沒有雙腳,用手也要追逐自己的夢想周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79 弄花香滿衣: 映月古流花藝大師紀瓊的傳奇人生與臺灣百年的滄桑印記紀瓊口述; 蔡明憲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沐風文化



9789869021586 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 鐘明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93 后現代優雅崛起: 32個名女人傳授給woman的六道心計秘帖遲嫻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06 臺北捷運散步手帖(紅線): 從古老港埠到臺北新地標,一窺(淡水-象山線)的街道風情與歷史風華水瓶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20 為什麼去遠方: 啟程,到別人的生命裡尋找答案 張苡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13 痠痛急救箱: 頂尖物理治療師隨傳隨到,教你如何自我檢測,簡單幾招就能迅速搞定坐立難安的痠痛!蔡忠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44 蛤!這種時候也能做瑜伽?: 不分場合、不分心情都能玩,超可愛隨手瑜伽50招艾瑪.席佛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51 高校制服戀物論 劉揚銘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68 鏡頭下,來不及說的故事 王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39856 極致美味,味蕾覺醒!: 好想吃ㄧ口的幸福果物甜點福田淳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24 香脆.鬆軟.幸福的滋味: 好好吃の格子鬆餅 のむらゆかり作;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31 OLD PAPAER Collection古紙素材集: 設計人&手作人最愛的307張懷舊古紙SE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9948 幸福微手作,送禮包裝超簡單!: 10分鐘剪貼職人級繪本風禮物盒ピポン著; 黃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55 自然風.手作木家具x打造美好空間 NIHON VOGUE-SHA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62 我家女兒不嬌不寵: 家有女兒一定要富養的40招教養術王嘉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79 瘋狂愛上有幸福味の百變司康&比司吉 藤田千秋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86 學作麵包の頂級入門書: 201個Q&A+史上最完整的Step by Step教學+約680張圖解全收錄梶原慶春, 淺田和宏共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9993 超簡單&超有fu!手作古董風雜貨 Wolca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09 法式仿古風&裝飾素材集: 設計人&手作人的法式經典圖集911款Reve Couture吉村, みゆき, deux arbres著; 鄭純綾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724016 Always yummy!來學當令食材作的人氣甜點: 東京.惠比壽の人氣甜點屋: 「步粉」の41款甜點&蛋糕磯谷仁美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23 163道五星級創意甜點: 為全家大小設計的四季點心橫田秀夫著; 夏淑怡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724030 一個中空模型就能作!在家作天然酵母麵包&蛋糕: 酵母麵種DIYx造型可愛x好作不失敗熊崎朋子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47 剪下&摺疊就OK!超簡單の創意課: 自己作收到會開心一笑の立體卡片がなは ようこ著; 徐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54 大人小孩都愛的米蛋糕 杜麗娟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724061 用好油,在家自己作點心: 天天吃無負擔.簡單作又好吃の57款司康.鹹點心.蔬菜點心.蛋糕.塔.醃漬蔬果オズボ一ン未奈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78 爸媽必學!教孩子靠自己闖過去 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85 愛上麵包機: 按一按,超好作の45款土司美味出爐!桑原奈津子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092 Q軟喔!自己輕鬆「養」玄米酵母作好吃の30款麵包小西香奈著; 陳研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08 日常の水彩教室: 清新溫暖的繪本時光 あべまりえ著; 徐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15 從養水果酵母開始,一次學會究極版老麵X法式甜點麵包30款: 沒養過、沒作過,不敗輕鬆學太田幸子著; 林佳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22 創意幾何.紙玩藝: 特別收錄25款實用紙型,蒐集家中的回收紙、包裝紙,輕手作裝飾x收納x包裝!和田恭侑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良品文化館



9789865724139 初學者也OK!自己作職人配方の戚風蛋糕 青井聡子著;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146 麵包機作的唷!微油烘焙38款天然酵母麵包: 「蛋.奶.砂糖」100%無添加濱田美里著;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53 手作文青開展啦! 石川理惠著;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60 「聽話≠乖孩子?」: 26招養出獨立兒! 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77 和風新食感.超人氣白色馬卡龍 向谷地馨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84 從起針開始,一次學會手縫皮革基本功: 超圖解.初學者OK!野谷久仁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191 在家輕鬆作,好食味養生甜點&蛋糕: 鬆.軟.綿.密の自然好味!上原まり子著; 陳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07 好吃不發胖低卡麵包. PART.3, 48道麵包機食譜特集!茨木くみ子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14 活版印刷の書: 凹凸手感的復古魅力 手紙社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21 LABEL!LABEL!LABEL!雜貨風標籤素材集 deux arbres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24238 最詳細の烘焙筆記書. I, 從零開始學餅乾&奶油蛋糕稲田多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45 彩繪糖霜手工餅乾 星野彰子著; 鄭純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52 東京人氣名店VIRONの私房食譜大公開: 自家烘焙5星級法國麵包牛尾則明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69 有烤箱就能作!自家陶土小工房作的杯盤生活器物伊藤珠子等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76 放手之後,看見孩子的能力: 父母必學!窮養男孩的人生訓練課耿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283 最詳細の烘焙筆記書. II, 從零開始學起司蛋糕&瑞士捲稲田多佳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31205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孝順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12 最棒的小海奕 Jennifer Yang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229 少年十五二十時: 中學生作文集 楊秀嬌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0374 母親的呼喚 楊琇雲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343 雨散雲收集 鄒善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4114 <>綱要: 八事七十義講記 釋法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妙音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秀威少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62251 風蕭蕭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62268 風蕭蕭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63135 飛機構造與原理: 圖解式飛航原理簡易入門小百科陳大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59 北學南移: 港臺文史溯源. 文化卷 鮑紹霖,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66 民用航空發動機概論: 圖解式活塞與渦輪噴射發動機入門陳大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73 民航特考求勝秘笈: 飛行原理及空氣動力學考題解析. 102年-103年陳大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80 金山謠: 美國華裔婦女史 令狐萍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197 活塞式飛機的動力裝置: 簡易活塞式發動機與航空螺旋槳技術入門陳大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241 北學南移: 港臺文史溯源. 學人卷 鮑紹霖,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63258 北學南移: 港臺文史溯源. 學人卷 鮑紹霖,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63302 逆光的歷史: 施叔青小說的癥狀式逆讀 何敬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26 中國文學漫論 何錫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40 被發現的兒童: 中國近代兒童文學拓荒史 方麗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57 從「現實」到「寫實」: 一九八〇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裴海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364 島民、新民與國民: 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吳鈺瑾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705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 3, 學會愛的語言、追愛得愛,人見人愛就是你。萊拉.朗德絲(Leil Lowndes)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239 弱者的力量：臺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 簡錫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3540 華盛頓外科學手冊 Mary E. Klingensmith等作; 李丞騏譯 臺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李茲文化



9789868983588 新圖解生物化學 Denise R. Ferrier作; 詹淑秦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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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101367 我夢碎,所以我夢醒 李敖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101398 國民黨員毛澤東 李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01404 雖千萬人,李敖往矣 李敖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101411 李敖風流自傳 李敖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72013 停不下來的人: 強迫症,與迷失在腦海中的真實人生大衛.亞當(David Adam)著; 林步昇, 崔宏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020 情感的48種面貌: 從小說經典場景找回最真切的自我姜信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037 公司不需要不懂簡報的員工: 58個技巧,讓你成為搶手人才車塚元章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239 回返生活視覺: 生活.環境.藝術 陳欽明創作展 陳欽明[作] 平裝 1

9789869112246 夏一夫 看山是水: 山水長卷/冊頁輯 夏一夫[作] 精裝 1

9789869112253 方寸之間 想像之外: 國際袖珍雕塑集 Ariel Moscovici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206 妳的得分是5分: 臺灣女孩與芬蘭大熊的幸福二三事陳煥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213 步由自主: 環遊世界看比賽 陳祖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220 日嚐時光 蘇宇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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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希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究竟



9789865818173 生涯規劃. 乙版 楊璦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043 生涯規劃: 升學大作戰 楊雯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142 蹤旅樹 黃伯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298812 全日語入校 樂大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154 新多益大師指引: 破題速解全攻略 文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185 New TOEIC新多益字彙高分本領書 成重壽, Vicki Glass作;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192 新多益大師指引: 閱讀滿分關鍵 文喬, David Katz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253 New TOEIC新多益聽力高分本領書 松本惠美子作; 陳亦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321 全日語商務出差應急手冊 樂大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352 外商.百大英文面試勝經 薛詠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376 新多益閱讀高分本領書 成重壽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406 外商.百大英文口語勝經 薛詠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413 EMBA通識英文 藤井正嗣, Richard Sheehan作; 戴至中, 陳亦苓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99420 外商.百大英文接待勝經 Brain Green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451 新多益文法高分本領書 安河內哲也著; 洪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499 藍色篝火 穆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505 行銷英文 王建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536 外商.百大英文履歷勝經 David Katz, Mark Hammon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680 多角建構英文字彙 白安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9710 TOP企業要的跟讀.跟說口語力 郭岱宗作 其他 1

9789577299789 多角建構英文片語 白安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127 毗盧遮那大譯師傳 釋迦拉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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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育慈佛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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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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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3683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金永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3690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證券交易法 金永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5007 微積分新論 吳迪編著 最新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015021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公司法 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6015038 高等會計學 蕭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5069 公司法 董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581869 資訊管理及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1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2019 The Geek's restless fantasy Cai Chong 1st.ed 其他 1

9789868892040 Les Fantasmes Sexuels d'un Geek Cai Chong 其他 1

9789868892071 宅男的永恆妄想 蔡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2095 電子書到底搞什麼？ 董福興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90579 我的隱藏版東京旅行 劉靜遠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586 搭地鐵玩倫敦 吳宜家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0593 漂流柯奇航日誌 柯焜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609 奧捷匈玩全指南 陳秀琦,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汪達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育達商業科大資管系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777013 Tree house(textbook). 8 Kyle J. Olsen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7679 Pathways Kyle J. Olsen等[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7754 Pathway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文]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7761 Give me five(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777778 Give me five(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777785 國民小學英語Story.com(student book) 楊貽惠,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777792 國民小學英語Story.com(student book) 楊貽惠,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778058 EFL 3: Reading Keith Beckett[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065 EFL 3: Reading Keith Beckett[文]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102 Journeys Kyle J. Olsen etc.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8119 EFL 4: Reading Keith Beckett[文]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126 EFL 4: Reading Frank Lenlhan,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文]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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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1148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王祥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0243 臺灣董氏針灸真傳秘錄 李國政編著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31131 吳鳳科技大學50週年校慶特刊 楊志遠總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303490 山達基: 思考的原理 L. Ron Hubbard原著; 臺灣海洋機構翻譯社翻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570303490 山達基: 思考的原理 L. Ron Hubbard原著; 臺灣海洋機構翻譯社翻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81826 投資致富的關鍵字X100 我識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930978 職業學校英文(B版)(八課版) 陳美伶等編著;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1931029 英文自學手冊(八課版). B版 張清秀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930220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八課版). III張梅茵等編著;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931036 馬克思 洪鎌德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618 話左話右: 李奇茂書畫創作展 李奇茂著 其他 1

9789869139601 情境馬祖: 李奇茂當代水墨創作集 李奇茂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75762 明日之星舞蹈團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2014第十九屆: 明日之星之梵谷星空舞劇典藏劇冊明日之星國際藝術教育機構圖.文; 蔣政堯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07941 戀曲寫真Your eyes only Enterbrain原作; Nylon作畫; 地區B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365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012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043 巴岡特反英雄譚: 騎士之國的最弱英雄 八街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081 屍姬 赤人義一原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日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我識



9789863560180 極黑的布倫希爾特 岡本倫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197 神氣活現御靈仙 周顯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234 超推腦KEI 水野光博作; 謝政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425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60432 電波教師 東毅原作; 地區B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0463 漫畫家協助製作BL POSE集 志水雪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470 綺糸屋異聞 坂野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500 閃電十一人GO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藪野展也漫畫; 霖之助翻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0517 武勇傳 滿田拓也原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0524 李洛克的青春火力忍傳 平健史原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0715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60739 要聽爸爸的話!遵命,美羽大人! 加藤友緒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760 弒神者 坂本次郎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791 爆跳公主 CRYSTAL洋介作; 麥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807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5, 用數位相機做自由研究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0821 和平捍衛者PEACE MAKER 皆川亮二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0913 百合學園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孝宏漫畫; 逝人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0937 別搶走我的哥哥好嗎!? 恋煩シビト作; niwa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040 後宮騎士: 祕密的新娘與灼熱之楔 仁賀奈作; K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064 鬼靈精事件簿 夏季のたね作; 可倫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088 少女戀愛變異 大月悠祐子原作; 香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101 生活知識大問答 學研教育出版原作; 葉婉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132 醜小鴨 倫敦巴里子原作; 古學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170 迷糊公務員SERVANTxSERVICE 高津カり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200 WxY マド力マチコ原作; 逝人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224 Nobelu: 演 野島伸司原作; 吉田譲作畫; 何硯鈴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262 妖鬼極道傳憤怒雞的夜襲 阿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323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3561330 魔域幽靈: 美術大全 CAPCOM[作];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552 季節的菇菇圖鑑. 雪.戀.花篇 Enterbrain著;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3837 心靈偵探八雲. 6, 失意的盡頭 神永學作; 郭寶雯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3851 心靈偵探八雲. 6, 失意的盡頭 神永學作; 郭寶雯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4964 轉生奇譚 相野仁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350 魔女之家: 艾蓮日記 ふみー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374 異世界超能魔術師 內田健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583 異世界因果的見聞錄 姬ノ木あく作; Sentry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590 我的她中二得讓人困擾 日の原裕光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606 巴岡特反英雄譚. 2, 不哭泣的皇帝與劍聖少女 八街步作; 羅尉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613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620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637 Campione: 弒神者!. XV, 女神之子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644 鋼彈創鬥者炎之鋼彈模型教科書 HOBBY JAPAN編輯部作;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651 貓耳天使與戀愛蘋果 花間燈作; 齊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668 新世紀學園戰區 來生直紀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675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 田尾典丈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682 純白煌王姬與異能魔導小隊 桐生恭丞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699 家裡蹲萬魔殿 壱日千次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705 RAIL WARS!國有鐵道公安隊 豐田巧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712 STEINS; GATE 比翼連理的非戀人 海羽超史郎作; 譚志瑋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729 少女與戰車 GIRLS und PANZER製作委員會原作; ひびき遊作; 陳柏安翻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736 便.當. 10, 戀愛少女製作的情人節特製便當350圓朝浦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743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61750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7, 人體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767 紅鬼不哭了 明坂綴作; 健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774 羅姆尼亞帝國興亡記. I, 翔翼猛虎 舞阪洸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781 戀愛合戰!. 2, 叛逆的武士少女! 瓜亞錠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798 噬神之天機神鎧 草薙ア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804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1811 妮娜與兔子與魔法戰車 兔月龍之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828 WHITE ALBUM2: 白雪交織的旋律 月島雅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835 FINAL FANTASY X-2.5永遠的代價 野島一成作; 卒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61842 理想的小白臉生活 渡辺恒彥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859 學校的暗殺社. 3, 那一天,孤單喬治死了 深見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866 妹妹攻略我的路線.愛情喜劇理論 明月千里作; 齊庭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873 東京聖塔 雨野智晴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880 前門有魔法少女(宅宅?)、後門有守護靈(果然還是沒用)清水文化作; 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897 徬徨神姬的劍使徒 すえばしけん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903 禁忌的轉生術與誓約的公主 鳥村居子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910 翠星上的加爾岡緹亞: 外傳.少年與巨人 海法紀光作; Isen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927 蒼翼默示錄PHASE SHIFT 駒尾真子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934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1941 歡迎光臨佛教學校 わかつきひかる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1958 少女3原則!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1965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1972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 田尾典丈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1989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1996 再生的思考昇華. 3, Ghost.Edge 武葉コウ作; 卒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009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大森藤ノ作; 可倫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016 我的她中二得讓人困擾 日の原裕光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023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62030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047 最新的遊戲太酷炫了吧 浮世草子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054 Campione: 弒神者!. XVI, 英雄們鼓勵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061 瑪莉亞的凝望. vol.35, 我的巢 今野緒雪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078 季節的菇菇圖鑑. 雨.四季篇 Enterbrain著;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5679 AMC親子美語Speak English With Your Kids! Tanya Lin[作] 其他 1

9789865965686 New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 David Vickers等[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65693 Grammar&Reading basic. 1 Tanya Lin, Whitney Zahar[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7451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中華國際墨彩藝術學會. 第十屆2014包容,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18340 文化創意產業與前瞻設計研討會. 2014: 研討會論文集許立杰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89

送存冊數共計：90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5321 APEC typhoon symposium summary report. 2012: typhoon prediction and hazard mitigationBen Jong-Dao JOU[主編] 平裝 1

9789868755338 Annual report. 2012 Jong-Dao Ben Jou[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84614 漂泊三部曲 葉根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24228 漢譯<>之「厭離」研究 張雲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8592 漢語研究論集 李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704 轉型、博弈與政治空間訴求: 1928-1933 年奉系地方政權研究佟德元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711 轉型、博弈與政治空間訴求: 1928-1933 年奉系地方政權研究佟德元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728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 陳美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735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 陳美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742 金文四要素銘文考釋與研究 葉正渤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759 金文四要素銘文考釋與研究 葉正渤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766 古楚語詞彙研究 譚步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780 古楚語詞彙研究 譚步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773 古楚語詞彙研究 譚步雲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9797 漢語字組的語義結構 葉文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803 漢語共同語語法概論 朱英貴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827 漢語共同語語法概論 朱英貴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810 漢語共同語語法概論 朱英貴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3229834 <>正文訓詁研究 鄭莉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841 斯塔羅斯金與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統比較研究 林海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858 <>音韻問題研究 洪梅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865 <>音韻問題研究 洪梅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之寶手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經濟合作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



9789863229872 江西客贛語的特殊音韻現象與結構的演變 彭心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889 <>音韻研究 李柏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902 <>體仁用智義涵在漢魏象數學的呈現 江弘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919 宋代史事易學之義理風華 劉秀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926 宋代史事易學之義理風華 劉秀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933 杭辛齋<>學研究 張青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940 從引詩賦詩到詩本義探求的詮釋轉向: <>詮釋典範轉移中的文化意識、文本觀及存在闡釋的界域翁燕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957 <>祖先崇拜研究 王珮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9964 宋代<>學與理學 陳戰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971 宋代<>學與理學 陳戰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29988 歐陽修<>研究新探: 重估漢宋<>學的轉變與意義陳戰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229995 歐陽修<>研究新探: 重估漢宋<>學的轉變與意義陳戰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001 朱子<><>學義理思想研究 姜龍翔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025 朱子<><>學義理思想研究 姜龍翔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018 朱子<><>學義理思想研究 姜龍翔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0032 王夫之詩學思想研究 崔海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049 宋代<>學研究 張建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056 朱熹禮學思想淵源研究 王云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063 北宋<>學研究 侯步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070 康有為「董氏學」著述之研究 曲洪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087 <>弒君考 陳萱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094 左傳災異研究 陳献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00 大學思想: 荀學進路的詮釋 劉又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17 殷墟卜辭所見之自然神信仰研究 陳儒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24 漢初平城戰役之研究 陳知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31 漢代宗室王侯犯罪研究 彭海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48 曹魏西晉選舉制度、問題與對策之研究 李昭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155 曹魏西晉選舉制度、問題與對策之研究 李昭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162 胡漢風韻: 北朝時期飲食文化研究 王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79 漢唐軍事史論集 張曉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86 唐五代內官制度研究 霍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193 高氏荊南史稿 曾育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209 高氏荊南史稿 曾育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216 宋代廣州知州群體研究 盧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223 宋代廣州知州群體研究 盧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230 宋代官員懲治研究 陳駿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247 制度下的神靈: 兩宋時期政府與民間關於信仰的溝通劉雅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254 宋代民婦的生活情態 陳偉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261 北宋張商英護法研究 程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278 明清以來的萬貴妃形象: 歷史書寫的考察 葉芳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285 清末政治改革的法律路徑: 沈家本法律改革思想研究傅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292 清明節探源: 兼論其發展 傅秀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08 波斯人筆下的中國 孟娜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15 <>、<>修纂之研究 蘇博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22 柯維騏宋史觀發微 孫廣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39 西周至唐宮廷雅樂研究 曹貞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46 楚文化所表現的楚玉特色: 以曾侯乙墓玉器為例梁蘭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53 論元代文人畫之人生意境 楊佳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360 世紀海洋之澳門藍色文明 田若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377 世紀海洋之澳門藍色文明 田若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407 戰國時期道家之宇宙生成論 鄭倩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14 五德終始說研究 藏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21 老莊「自然」觀念的產生和變化 夏紹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38 老子與先秦思想: 以儒墨道法為主的考察 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45 <>真人觀及其理想社會之研究 林瑞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52 從「道術」、「方術」、「心術」觀念看<>與<>間學術觀之繼承與發展張尉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69 游在魏晉士人中的情意顯現 吳沂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76 論莊子「遊」的人生哲學 張慧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483 <>思想新解 林仁政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506 <>思想新解 林仁政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490 <>思想新解 林仁政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0513 從<>寓言論韓非的政治思想 許薌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20 「無」與「空」: 以嵇康與大乘佛教的音樂觀為討論中心韓文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37 嵇康(聲無哀樂論)之玄學思維: 論題架構的思想格局對魏晉思潮之回應張珍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44 干寶生平與學術研究 鄭妹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51 王陽明思想再評價: 以成聖之道為中心的考察 王建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68 王門後學工夫論研究 許珮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75 王船山學術思想研究: 以學術思想的傳承與創新為視角李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82 社會與學術: 黃宗羲與明清學術思想史的轉型 吳保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599 古存則道存: 晚清存古學堂學人的學術思想與經世的追求黃琬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605 晚清諸子學研究 黃佳駿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612 晚清諸子學研究 黃佳駿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629 朱謙之的哲學與哲學史研究 趙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636 錢穆的朱子學研究 石力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643 唐君毅的儒教理論之研究 陳振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650 北宋「文字禪」研究 趙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667 宋代禪宗臨終偈研究 姬天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674 宋代禪宗臨終偈研究 姬天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698 先唐樂器賦研究 林恬慧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704 先唐樂器賦研究 林恬慧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711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與中國佛學 鄒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728 南唐詩史 孫華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735 南唐詩史 孫華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742 宋詞論析 房日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759 宋詞論析 房日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766 北宋詞閨閣書寫之研究: 以柳永、秦觀、李清照為觀察對象張嘉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773 北宋詞閨閣書寫之研究: 以柳永、秦觀、李清照為觀察對象張嘉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780 陸游詞接受史 陳宥伶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797 陸游詞接受史 陳宥伶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803 南都.南疆.南國: 南明(1644-1662)遺民詩中的「南方書寫」吳翊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810 南都.南疆.南國: 南明(1644-1662)遺民詩中的「南方書寫」吳翊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827 范伯子的詩學世界 唐一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44 李文藻之文獻學研究 劉正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25751 仲長統生平著述研究 馬天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841 <>本江蘇佚志研究 崔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858 <>本江蘇佚志研究 崔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865 程瑤田<>考據學研究 焦紅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872 <>考校: 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為對象 郭萬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889 <>考校: 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為對象 郭萬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896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02 <>研究 鄭宇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19 馬王堆帛書<>經傳研究 劉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26 呂氏家塾讀詩記研究 劉炳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33 <>研究 夏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40 清代曆書研究 吳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57 荀子之心性論研究在臺灣 蔡連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64 明代心學編年史 姚文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0971 <>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 鮑遠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0988 <>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 鮑遠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0995 歐陽脩研究新見: 新發現書簡九十六篇 東英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008 明代詩話考述 連文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022 明代詩話考述 連文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015 明代詩話考述 連文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1039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詩詞卷.二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046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詩詞卷.二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053 <>之流傳與影響 葉珠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077 西方漢學家的中國文學觀研究: 一次後殖民理論分析實踐胡淼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084 西方漢學家的中國文學觀研究: 一次後殖民理論分析實踐胡淼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091 <>「文體通變觀」研究 陳秀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107 「審美」與「人間」: 王國維文藝美學現代性研究何金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114 論石崇及「金谷園意象」的形成與衍化 陳婉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121 空間.神話.行旅: 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吳翊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138 南朝門第維持與文體變遷之關係研究: 以詩為主要觀察範圍林童照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145 南朝門第維持與文體變遷之關係研究: 以詩為主要觀察範圍林童照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152 唐代御史與文學 霍志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169 唐代御史與文學 霍志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176 李商隱駢文研究 尹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183 李夢陽研究 郭平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190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 左鵬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213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 左鵬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206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 左鵬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1220 中國古典小說意境論 康建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237 隋唐演義系列小說研究: 以發展演變為論述核心張清發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244 隋唐演義系列小說研究: 以發展演變為論述核心張清發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251 和邦額<>研究 黃佳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268 <>研究 林宜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275 晚清婦女問題小說<>研究 劉怡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282 <>之研究 張凱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299 李伯元<>、<>研究 楊詞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305 明清目連戲初探 廖藤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312 明清目連戲初探 廖藤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329 蔣士銓中年書院時期劇作研究 王春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336 莊子散文「三言」研究 陳德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343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 蘇軾建物記的時空、文體與美學楊柔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350 明前期臺閣體研究 何坤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367 中國民間故事及其技巧研究 徐華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374 中國民間故事及其技巧研究 徐華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398 國家、社會及第三領域: 近代江蘇各級地方自治研究(1905-1937)陳明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404 國家、社會及第三領域: 近代江蘇各級地方自治研究(1905-1937)陳明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411 政制轉型與山西政治秩序重構研究(1911-1928) 張文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428 政制轉型與山西政治秩序重構研究(1911-1928) 張文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435 權力重構與利益抗爭: 國民黨江浙黨部的政治主張及其實踐(1928-1931)何志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442 在政治與學術之間: 錢端升思想研究(1900-1949) 潘惠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466 在政治與學術之間: 錢端升思想研究(1900-1949) 潘惠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459 在政治與學術之間: 錢端升思想研究(1900-1949) 潘惠祥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1473 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立國訴求: 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王尤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480 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立國訴求: 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王尤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497 現代中國語言批評的發生 郭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503 現代中國語言批評的發生 郭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510 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高漲與沈寂: <>與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林建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527 現代中國第三勢力憲政設計研究 葉興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534 孫中山權力制約思想研究 朱仁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541 尋求秩序: 梁漱溟政治思想研究 周朗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558 中韓「安那其主義」運動比較研究 盧壽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565 中國早期民粹主義政治思想研究(1907-1927) 聶長久, 張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572 中國八年抗戰參戰各軍傳略 張良策, 李戍聲, 張依磬編著; 張在廬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589 中國八年抗戰參戰各軍傳略 張良策, 李戍聲, 張依磬編著; 張在廬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596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僑務政策及其實施 陳國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602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僑務政策及其實施 陳國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619 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 周石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626 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 周石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633 國民政府對日戰爭索賠研究: 以「先期拆遷賠償」為中心的考察王東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640 強種救國: 中國近代體育中的身體政治 潘英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657 民國時期中國考試制度的轉型與重構 胡向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664 民國時期中國考試制度的轉型與重構 胡向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671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留學管理研究 王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688 倒戈與統一: 閩系海軍研究(1926-1935) 程玉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695 1927年閻錫山易幟研究 張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718 龍渡滄海: 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 洪健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725 龍渡滄海: 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 洪健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732 從閩南歌謠探討臺灣早期的婦女婚姻生活 黃佳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749 從道場到戰場: 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 以殖民地臺灣為例馮啟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756 現代到後現代: 戰後臺灣現代詩的空間書寫研究沈曼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763 逆寫慈母: 臺灣戰後女性小說的母親書寫. 1950-2000陳靜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770 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 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蔡清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787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 <>研究 陳光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794 洪棄生的旅遊詩歌: <>研究 陳光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800 臺灣布袋戲的口頭文學研究 陳龍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817 臺灣布袋戲的口頭文學研究 陳龍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923 靈殤: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性危機(簡體字版) 劉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930 道在瓦器: 裸露的公共廣場上的呼告: 書評自選集(簡體字版)劉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947 查爾斯.泰勒與世俗化理論(簡體字版) 呂紹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954 黑格爾“辯證法”的真正起點和秘密: 青年時期黑格爾哲學思想的發展(1785年至1800年)(簡體字版)陳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961 啟示與歷史: 潘能伯格系統神學的哲理根基(簡體字版)冷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1978 信仰下的生活與認知: 伊洛地區農村基督教信徒的文化社會心理研究(簡體字版)徐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985 信仰下的生活與認知: 伊洛地區農村基督教信徒的文化社會心理研究(簡體字版)徐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992 谷中百合: 傈僳族與大花苗基督教音樂文化研究(簡體字版)孫晨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005 谷中百合: 傈僳族與大花苗基督教音樂文化研究(簡體字版)孫晨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012 神諭的再造,一個城市天主教群體中的個體信仰和實踐(簡體字版)蔡聖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029 基督徒的內群分化: 分類主客體的互動(簡體字版)孫曉舒, 王修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036 附魔、驅魔與皈信: 鄉村天主教與民間信仰系關係研究(簡體字版)王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043 20世紀50-90年代川滇黔民族地區基督教調適與發展的研究(簡體字版)秦和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050 20世紀50-90年代川滇黔民族地區基督教調適與發展的研究(簡體字版)秦和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067 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罪與救贖思想(簡體字版)侯朝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074 <>的時間觀研究(簡體字版) 余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081 聖約傳統與美國憲政的宗教起源(簡體字版) 汪正飛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091310 撞到笨蛋的天使 小林雛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1310 撞到笨蛋的天使 小林雛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3055 THE INNOCENT 無罪之罪 Avi Arad原作; 高冶星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863172307 禁斷戀華 本村英里作; 冷夏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2888 嵐之花 叢之歌 東冬作; 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2888 嵐之花 叢之歌 東冬作; 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4448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44455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44462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20036 第七女子會徬徨 茅花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0265 幕末男子 加瀨敦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1132 黑街 コースケ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1415 兔之角 睦月のぞみ作; aitsa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740 你已藏在我心底 天童麒麟作; Aitsae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426 半獸人的煩惱 村山慶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3860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6489 幻獸學園 東まゆみ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6526 裝甲惡魔村正. 魔界篇 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銃爺漫畫; 李文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8193 就這樣畫漫畫 平尾アウ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8971 抓鬼天狗幫 木下さくら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9855 夜盜姬 水谷フー力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372271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288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414 鄉下餐廳打工記 藤原ゆう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4053 西瓜皮先生 植田正志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374107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4725 魔界醫生梅菲斯 霜月灰吏漫畫; 菊地秀行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005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69

送存冊數共計：225

東立



9789863375043 你已藏在我心底 天童麒麟作; aitsa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456 3.11我與日本大地震 鈴木Miso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5500 十五少年漂流記 しわすだ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517 十五少年漂流記 しわすだ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6071 殘酷的浪漫 高槻ナギ一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6705 為什麼東堂院聖也16歲還交不到女朋友? 內乃秋也, 茂木完田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7047 現視研: 二代目之五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7054 現視研: 二代目之五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77290 絕對鈍感 宇仁田由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7306 現在開始認識我: 宇仁田由美作品集 宇仁田由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377597 終焉之栞 結城あみの作; スズ厶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7849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77993 大東京玩具箱 UME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8662 我的房客不是人 樋口彰彥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8792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8853 學園爆笑王 森田真法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78907 回家之歌 ふじもとゆうき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8976 滿街都是佛像 蒼木雅彥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983 滿街都是佛像 蒼木雅彥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270 石榴石的搖籃: 月光詠歎調 雲屋ゆきお作; Spica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9294 調律葬交Zyklus;CODE 片桐いくみ作; 二宮愛原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607 烏龍麵之國的金色毛球 篠丸のどか作; 管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614 烏龍麵之國的金色毛球 篠丸のどか作; 管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812 家電女: crazy for home electronics　　 西山優里子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829 家電女: crazy for home electronics　　 西山優里子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898 華戀物語 今井康絵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904 華戀物語 今井康絵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044 災難是戀愛的開始 千葉リョウコ漫畫;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3480051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0068 NG妹大改造 佐藤Zakuri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0129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0136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88冊 1

9789863480143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480266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0303 小林可愛到爆!! 池山田剛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0457 魔法足球 佐久間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480518 1/2王子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平裝 第15集 1

9789863480525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夢馬工作室漫畫 平裝 第12集 1

9789863480532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481072 你和我的午餐時間 慎本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1119 死神姬的再婚: 薔薇園的時計公爵 夏目巧作; 小野上明夜原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126 死神姬的再婚: 薔薇園的時計公爵 夏目巧作; 小野上明夜原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218 吸血鬼同盟之斯萊基漢默的追憶 環望作; 李巧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232 灰色羅曼史 楠木夏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1263 俺是愛麗絲?~男女逆轉~ ビジュアルワークス原作; 狩野アユミ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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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481416 忘却之首與公主 惣司ろう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423 忘却之首與公主 惣司ろう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430 忘却之首與公主 惣司ろう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492 貴族學院的小羊們 本直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508 貴族學院的小羊們 本直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577 向兔堂日記 鷹野久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584 向兔堂日記 鷹野久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607 親吻犬神姬 宮田綋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669 旅人之樹 今市子作; 柯明鈺譯 平裝 1

9789863481683 凡爾賽狂想曲: 愛瑪最愛♥♥ 松苗明美作; 柯明鈺譯 平裝 1

9789863481690 我在麻理體內 押見修造作; 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706 我在麻理體內 押見修造作; 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829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836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843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850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1867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1904 住職系女子 竹內七生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911 住職系女子 竹內七生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1942 死神娃娃 立花梓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481959 學園傳說: 剪刀女 梅野花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481997 OL☆學園祭: BonClair ShowGuts 石井真裕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000 OL☆學園祭: BonClair ShowGuts 石井真裕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024 青色布丁 中河里友作; 張惠真譯 平裝 1

9789863482079 臉紅心跳 真宮綸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2093 尾田栄一郎畫集COLOR WALK 6 GORILLA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482185 鄰座同學是怪咖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2192 赤與燈皆有詭異 七生漫畫; HaccaWorks*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2239 鄰座的怪同學 Robico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482338 Switch girl變身指令 逢田夏波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484905 Switch girl變身指令 逢田夏波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482345 銀之匙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2369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鍋島雅治, 橋本光男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482383 妖怪連絡簿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482390 LAST GAME: 青春角力賽 天乃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2406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 JULIETTA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482529 馴漢記 典心原著; 游圭秀漫畫改編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666 亞人 三浦追攤作; 櫻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673 亞人 三浦追攤作; 櫻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2680 天真與閃電 雨隱ギド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703 千年萬年蘋果之子 田中相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710 千年萬年蘋果之子 田中相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727 千年萬年蘋果之子 田中相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2734 塗鴉日記 東村明子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789 再見了,魔法師 穗積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796 再見了,魔法師 穗積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802 深宮戀語 久世番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819 深宮戀語 久世番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857 我們這一家 はらえい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482987 花牌情緣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483069 戀與軍艦 西炯子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3212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483274 深夜的小兒科 北原雅紀原作; 青木徹夫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281 深夜的小兒科 北原雅紀原作; 青木徹夫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410 你的歸處 久織知慎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3434 老師喜歡的人 梨月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3441 冒險奇航. III, 精靈之庭園 山田睦月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34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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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3483526 貓塚家的兄弟姊妹 茂松貴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533 貓塚家的兄弟姊妹 茂松貴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564 Number girl 桜井麻知子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483731 不能說出去的話 真宮綸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748 不能說出去的話 真宮綸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755 是皇子?還是王子? 桃森三好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762 是皇子?還是王子? 桃森三好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786 愛麗莎夢遊鬼境 葉月惠, メチロル高橋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483793 星媽該做的事 星崎真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3809 星媽該做的事 星崎真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878 10DANCE 井上佐藤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3946 地球末日 一智和智原作; 渡辺義彥漫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158 Mortal metal: 屍鋼 佐藤順一原案; 貞松龍壱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165 Mortal metal: 屍鋼 佐藤順一原案; 貞松龍壱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196 布丁與水平線 吉匡子作; 張惠真譯 平裝 1

9789863484257 女神的天秤 栄羽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264 女神的天秤 栄羽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325 笛卡兒的憂鬱: 陌生的我 上野愛, 金田陽三郎作; 施慶忠譯 平裝 1

9789863484332 弓箭社靚女: 凜! 竹內文香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349 弓箭社靚女: 凜! 竹內文香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363 color: 初戀色彩 美森青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370 color: 初戀色彩 美森青作; 王郁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479 烏丸的星空 森江慧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486 烏丸的星空 森江慧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714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813 航海王電影Z小說 尾田栄一郎, 鈴木おさむ, 浜崎達也作; 曾鳳儀譯 平裝 1

9789863484882 只要妳說妳愛我 葉月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4899 鄰居*同居 渡辺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85001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茂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5025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5056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5087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485209 無間雙龍 神崎裕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485247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485254 今天的吉良同學 Mikimoto凜作; Autsae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5261 木蓮綺譚 Naked ape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5285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485292 明治緋色綺譚 RIKACHI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5308 東京愛麗絲 稚野鳥子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5582 3萬元的男友 三尾じゆん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5599 白晝的暴君、深夜的支配者 上川きち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5605 年下彼氏的甜言蜜語 黑沢真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5629 幸福麵包屋 田中つかさ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3485636 可愛的Muco みずしな孝之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5643 可愛的Muco みずしな孝之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5681 終點unknown 杉浦志保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5698 終點unknown 杉浦志保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5704 我和她的XXX. 番外篇 森永愛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485711 向日葵: 天野こずえ短篇集. 3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485735 進擊的巨人: 不悔的選擇 諫山創原作; 駿河ヒ力ル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5759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485902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5971 蠟筆小新動畫版. 37, 野原家的野餐是生存遊戲篇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5988 蠟筆小新動畫版. 38, 無尾熊也嚇壞!野原家出現在澳洲篇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5995 菇狗 蒼星きまま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008 菇狗 蒼星きまま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015 菇狗 蒼星きまま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6022 菇狗 蒼星きまま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6084 金魚草之池 須藤真澄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3486107 我不會愛上你 天堂きり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6176 黃昏的作戰 光瀨龍原作; 大野ツトム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6183 超商天使: 藤本勇氣短篇集 藤本勇氣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3486213 奶油貓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220 奶油貓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251 你的心像宇宙 長谷瑠依作;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3486268 處女座.一等星.真珠星 高橋真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6275 早安.回來啦 鳥飼茜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282 早安.回來啦 鳥飼茜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350 P&JK: 警察與女子高生 三次真希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367 P&JK: 警察與女子高生 三次真希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381 京壽司! 加藤広史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589 Smile.style笑顏本色 筋肉☆太郎作;shin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6671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穂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486701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3486718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3486756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6770 ONE PIECE航海王電影Z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86787 ONE PIECE航海王電影Z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86794 岸邊露伴一動也不動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486817 胡桃小姐開店中 Maki Minami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893 這是戀愛故事 Chika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6916 我和花君的戀愛 熊岡冬夕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6947 LSD: 長跑美眉 ほた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947 LSD: 長跑美眉 ほた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6954 LSD: 長跑美眉 ほた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954 LSD: 長跑美眉 ほた作; 蘇佳凜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961 戀愛化妝師 河內遙, 墨染蓮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486985 即使如此,我還是可以談戀愛吧? 楠田夏子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3486992 玫瑰大飯店 豊田悠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487005 完美小姐訓練課程 桜沢木由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7012 完美小姐訓練課程 桜沢木由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7029 天下! 葛屋力ツキ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7043 豐田實短篇集: Catch&Throw 豐田實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3487050 他和我的那種事... 湯町深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7067 49天 登田好美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487074 快感娃娃 麻見雅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7111 如果折斷她的旗. 7, 咦, 這個時間會是誰來了......是耶誕老人嗎?竹井10日作 ;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3487180 如織似錦. 新章 冰川京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7197 SKIP.BEAT! 仲村佳樹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48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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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3487272 銀之匙 荒川弘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7395 遊戲王5D's 彥久保雅博[作]; 佐籐雅史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7401 無法戀愛的選拔組 立野真琴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7647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487746 Flat: 友情平均值 青桐ナツ作; 猴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7760 甜蜜殺機番外篇 T.K章世炘作 平裝 1

9789863487982 幻想巴貝爾 重松成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7999 幻想巴貝爾 重松成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064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545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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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488170 閃亮新星 森永愛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8224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8330 王様老師 椿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488378 天之弱 164, 柄本和昭作; 許昆暉譯 平裝 1

9789863488439 妖怪區公所 中村充志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8453 覆面系NOISE 福山遼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460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9, 雲黑齋的野心 臼井儀人原作; 高田ミレイ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8477 蠟筆小新動畫版. 39, 妮妮跟平常不一樣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8484 蠟筆小新動畫版. 40, 小愛的戀愛作戰是瞎攪和篇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488736 Ageha: 蝴蝶效應 六道神士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767 12 山縣聰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3488811 巴比倫尼亞的獅子 氷栗優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880 你想殺死我嗎? シギサワ力ヤ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8897 你想殺死我嗎? シギサワ力ヤ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8910 戀愛難題 下北沢光男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3488934 初戀研習 立花祐佳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3488965 天堂庭園 羽柴麻央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030 小紅帽愛上大野狼 成海柚希作; 林國卉譯 平裝 1

9789863489047 少女鐵姬 千代多実久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348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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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489146 很遺憾,這裡是世界的背面 青春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153 很遺憾,這裡是世界的背面 青春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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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89368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489382 天神聖衣 塩野干支郎次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9399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489641 RACK 第13科的殘酷器械 荊木吠人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658 RACK 第13科的殘酷器械 荊木吠人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719 亞爾斯蘭戰記 荒川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818 亞爾斯蘭戰記 荒川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726 新庄君與笹原君 腰乃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832 雙倍的快樂 船津早稻作; 花兒譯 平裝 1

9789863489849 妖狐Warning! 赤羽チ力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3489856 蒼之御魂 さぎり和紗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9863 蒼之御魂 さぎり和紗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9948 殭屍哪有這麼萌?: 禮彌的長夜 服部充原作.插畫; 涼風涼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3650010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0027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0034 薔薇王的葬列 菅野文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058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0, 超級美味!B級美食大逃亡!臼井儀人原作; 高田ミレイ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0065 蠟筆小新動畫版. 41, 小新VS爺爺的對決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0072 言葉之庭 新海誠原作; 本橋翠漫畫;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650089 聲之形 大今良時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096 聲之形 大今良時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201 思春期憂鬱teenage blue 月村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0263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650300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0324 少年同盟 堀田きいち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0348 女子落語 ヤス, 久米田康治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355 女子落語 ヤス, 久米田康治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478 駱駝人與王子的夜晚 緒川千世作; 林國卉譯 平裝 1

9789863650485 來自魔界: 再臨 光原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508 反面王子 鈴木有布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515 反面王子 鈴木有布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539 花牌情緣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650621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江思瀚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650669 妖怪連絡簿視覺系漫迷手冊: 夏目畫樂帳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3650683 校園人魚 吉富昭仁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690 校園人魚 吉富昭仁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713 假裝女友 林美香瀬作; 吳美嬅譯 0 第1冊 1

9789863650720 假裝女友 林美香瀬作; 吳美嬅譯 0 第2冊 1

9789863650744 秘戀、和歌名君 Ishiko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3650751 準備中 山崎貴子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768 準備中 山崎貴子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775 準備中 山崎貴子作; 花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0799 到我身邊來吧! Maria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805 到我身邊來吧! Maria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836 華麗的教室 高梨三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843 華麗的教室 高梨三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867 放課後的病歷表 日生麻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874 放課後的病歷表 日生麻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935 Golondrina鬪牛悲歌 愛思雁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942 Golondrina鬪牛悲歌 愛思雁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017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1109 他只是朋友PLUS 吉岡李々子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651116 女子高生原付部 秋吉一尚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123 女子高生原付部 秋吉一尚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246 metro: 搞怪鐵道員 石川知花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253 metro: 搞怪鐵道員 石川知花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307 終焉之笑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651314 謊言、偶爾微熱 北川美幸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338 戀愛無所不在 吉原由起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345 戀愛無所不在 吉原由起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369 Hope: 希望 末延景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376 Hope: 希望 末延景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383 Hope: 希望 末延景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1390 我才不會哭 築島治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406 我才不會哭 築島治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444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3651451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3651475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1567 亞人 楼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1611 鬼灯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1628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1635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1703 尾形家的中原君 加納るり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651710 辻堂的純愛之路 黑柾志西漫畫; みなと力一ニバル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727 辻堂的純愛之路 黑柾志西漫畫; みなと力一ニバル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802 新月與橙紅 藤塚雪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819 新月與橙紅 藤塚雪作; aitsae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857 烏丸君 春野アヒル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651857 烏丸君 春野アヒル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3651871 S+RUSH!!衝刺! 橋本あおい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1888 I want to know you 我想認識你 桃色ペ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1901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樫木祐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918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樫木祐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925 櫻花十勇士 上田倫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932 櫻花十勇士 上田倫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949 春夏秋冬Days 藤末櫻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1956 春夏秋冬Days 藤末櫻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1994 少年洛克 五味秀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007 少年洛克 五味秀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175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3652229 龍狼傳. 中原繚亂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2250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652328 泰美斯之戰 烏鴉小翼作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652571 在宅偵探福爾摩斯 青色イりコ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127 在宅偵探福爾摩斯 青色イりコ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588 不知火奇譚錄 稻井薰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652618 BIRTHDAY SONGS生日頌 如月園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3652625 帝都☆男孩 宮城理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632 帝都☆男孩 宮城理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663 我的機器人 葉月惠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2670 我的機器人 葉月惠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687 給猛獸套上戀之鎖 和久原和作; 王郁雯譯 平裝 1

9789863653097 帶給你的快樂 一瀬流花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653103 魔法少女鈴音 Magica Quartet原作; GAN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165 10 count 宝井理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172 向前行 七路眺作; 725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189 向前行 七路眺作; 725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196 向前行 七路眺作; 725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233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288 椿坂少女三人行 池ジュン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3295 妹神大人 ひろやまひろし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318 你的秘密: 葉月惠短篇集 葉月惠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863653325 糖果與魔王 藤井明美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653332 梢之森 金森文美作; 陳海韻譯 平裝 1

9789863653349 純情蜜糖 中原亞矢作; 黎慧慈譯 平裝 1

9789863653400 請教教我吧,鐵君 桃生有希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3417 柴田研究室的戀愛論 華谷艷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653424 要戀愛就到咖啡屋來 鷲尾美枝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3431 被囚禁的野獸們 新井清子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863653493 閒聊話 新井理惠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3653530 花咲小姐求職日記 小野田真央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3547 花咲小姐求職日記 小野田真央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3561 熱情燃燒 村岡效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3653622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3653714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9集 1

9789863653806 床第之間 橋本あおい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4162 NO GAME NO LIFE 遊戲人生.6, 聽說遊戲玩家夫妻向世界挑戰了櫌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654247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1, 大對決!機器人爸爸的反擊!相庭健太, 臼井儀人, 中島かずき作; 蔡夢芳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54278 真餓狼傳 夢枕獏原作; 野部優美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285 真餓狼傳 夢枕獏原作; 野部優美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339 七彩烏鴉 秋乃茉莉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346 七彩烏鴉 秋乃茉莉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360 附身澀美眉 里中実華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377 附身澀美眉 里中実華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391 三十歲沒做過不行嗎? 長江直作; 黎蕙慈譯 平裝 1



9789863654407 秘密戀愛也無妨,愛我吧! 綺条有都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4414 眼鏡型男大集合 河丸慎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421 眼鏡型男大集合 河丸慎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445 高中生新娘 市川聖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4469 柴犬子 うず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483 就算被玩弄也沒關係 和久原和作; 呂唯嫣譯 平裝 1

9789863654490 可愛教主 水都明亞作; 呂唯嫣譯 平裝 1

9789863654506 靈魂奪還者 藤沢亨原作; 秋重学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513 靈魂奪還者 藤沢亨原作; 秋重学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544 溺愛幸運草 月島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551 溺愛幸運草 月島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575 像藤代這樣的女生 湯木乃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582 像藤代這樣的女生 湯木乃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643 素人打擊王 立沢克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650 素人打擊王 立沢克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681 煉國Cartagra 高橋燎央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698 煉國Cartagra 高橋燎央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704 到我的棺材裡晚餐吧! 草川為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654735 三角窗外是黑夜 山下朋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797 愛我不要迷惑 みつば樹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4803 極上眼鏡男子 時山初芽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4810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4827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4872 戀愛占卜街 阿部あか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4896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 楼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655060 信長SIXTEEN 木內辰哉作; 陳雪美譯 平裝 1

9789863655077 茜君的心聲 湯木乃仁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5121 亞人 楼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5138 進擊的巨人: before the fall 諫山創原作; 士貴智志漫畫; 林志昌譯 0 第3冊 1

9789863655152 蠟筆小新動畫版. 42, 美冴加入媽媽排球隊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5176 鋼鐵騎士 屋宜知宏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206 隱形交境曲 成田良悟原作; 天野洋一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237 LOVE理論 水野敬也原作; 佐藤正基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244 LOVE理論 水野敬也原作; 佐藤正基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336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原作; 稍日向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5787 甜蜜泳池邊 押見修造作; 江思翰譯 平裝 1

9789863655794 南風 森永愛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5800 軍師x彼女 洋介犬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848 東京闇鴉Sword of Song あざの耕平作; 久世蘭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855 東京闇鴉Sword of Song あざの耕平作; 久世蘭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5985 東京海灘男孩 克本累作; 林琬清譯 平裝 1

9789863655992 南國湯姆索亞 UME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005 南國湯姆索亞 UME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029 比KISS更美味! あらいみほこ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036 比KISS更美味! あらいみほこ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067 臉紅心跳都是因為你 紺野理沙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074 臉紅心跳都是因為你 紺野理沙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104 就用走的吧! 上田美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111 就用走的吧! 上田美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265 瑪莉亞x瑪莉亞 河方薫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272 瑪莉亞x瑪莉亞 河方薫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388 少年怪廚 小林有吾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395 少年怪廚 小林有吾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425 Stand Up 山川愛兒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449 巧克力中毒 筒井旭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456 巧克力中毒 筒井旭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487 蜜園男子 兄崎遊南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494 蜜園男子 兄崎遊南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548 銀之匙 荒川弘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6555 鬼灯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656609 十面相 YM原作; 鷹村コーヅ作;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3656678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838 再見,茜色的天空 卯月翠作; 林國卉譯 平裝 1

9789863656845 焦糖時光 有田直央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6869 夢之雫、黃金鳥籠 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6883 戀愛情結TWO 中原亞矢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3657002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658672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657026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3657101 進擊!巨人中學校 諫山創原作; 中川沙樹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7217 秘戀的旅程 安娜心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224 秘戀的旅程 安娜心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231 華爾滋的時間 安藤夏美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248 華爾滋的時間 安藤夏美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262 勇者凜的傳說 琴平稜原作; 小林徹郎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309 戀愛視角化現象 秋★枝作; 李芝慧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57316 戀愛視角化現象 秋★枝作; 李芝慧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57408 as愛麗絲 倉持房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657453 大圖書館的牧羊人: Library 4 you 和錆原作; オーガスト漫畫; 張惠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538 生命☆人生 月山可也作; 柯明鈺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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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57606 爸爸、鬍子猩猩與我 小池定路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613 爸爸、鬍子猩猩與我 小池定路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620 我與前輩的鐵拳交際 おそら, 成田駿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637 我與前輩的鐵拳交際 おそら, 成田駿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712 KIRI鬼吏 上野春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7729 KIRI鬼吏 上野春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160 熱戀時節 紺野理沙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658252 七個魂之緒 潮見知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269 七個魂之緒 潮見知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290 屋簷下的質數 日下棗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313 鶴龜助產院 小川系原作; 有田直央漫畫;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658320 領航的星星 アサダ二ツ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337 領航的星星 アサダ二ツ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351 東遊記TO-YU-KI ツタラマサコ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3658573 SKIP.BEAT! 仲村佳樹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658580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58610 妖怪連絡簿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658696 二輪乃花 宇河弘樹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3658801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658849 完美小姐進化論 早川智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658863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658894 航海王500問答手冊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8900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3658955 這樣的初戀 岩千夏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3658962 路德維希幻想曲 由貴香織里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993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006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659099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9174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囗士作; 林玟伶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9198 東立原創大賽. 2014: 漫畫X輕小說作品集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433 尼采大師兄: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商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卜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501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佐倉はなつみ, 倉木雅弘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525 將太的壽司2 World Stage 寺沢大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532 將太的壽司2 World Stage 寺沢大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549 動感假面 アクション仮面プ口ジェクト故事; 西脇だっと漫畫; 蔡夢芳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9662 我找到寶物了! 千葉りョウコ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659693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漫畫版) 健速原作; 有池智実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055 鋼鐵奇士CHEVALION 嵐田佐和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062 鋼鐵奇士CHEVALION 嵐田佐和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338 鐵路便當之旅THE BEST絕景. 秘境篇 早瀬淳作畫;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820390 海格家的茉莉小姐 目金十作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820710 我們注視著同一片天空 登田好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0727 鈴蘭館小姐的煩惱 鷲尾美枝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0734 南島三角戀 華谷艷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820741 我們之間目前沒有問題 室多々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0796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42冊 1

9789863820826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0833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0864 ZETMAN超魔人 桂正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820970 覆面系NOISE 福山遼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1021 半熟戀人 ミユキ蜜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1052 魔之斷片 伊藤潤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821748 ILLEGAL RARE 非法稀有種 椎橋寬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073 火界王劍的神滅者 ツガワ卜モタ力作; 蕪村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080 我果然還是渾然不覺 望公太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578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2, 搞怪新樂園大冒險臼井儀人原作; 高田未玲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822585 蠟筆小新動畫版. 44, 雞飛狗跳莊新生活前途多難篇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822707 我太受歡迎了,該怎麼辦? ぢゅん子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714 我太受歡迎了,該怎麼辦? ぢゅん子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752 小公寓的同居愛情 小雨田ゆう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2776 要你陷入慾望怒濤 千歲ぴよ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822783 船上的誓約之吻 東野海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3063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V, 龍園之祭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823490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823551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3599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3643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823773 巧克力女孩番外篇 吉原由起作; 王郁雯譯 平裝 1

9789863823896 非愛宣言 李崇萍[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4404 兄弟的遊戲規則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4404 兄弟的遊戲規則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4466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4480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824916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93冊 1

9789863824985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067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104 花與星 鈴菌仮夫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111 花與星 鈴菌仮夫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555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286 泰美斯之戰 烏鴉小翼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569 有點日常: 腐女子書店員的四格漫畫 木成あけび作; 花兒譯 平裝 1

9789863826811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6835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826842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826958 影執事馬克的徬徨 手島史詞作;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3828105 姊姊的秘密 藤生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3828129 鐵之王 佐野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8457 特務同盟 飄緹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828624 戀愛少女檔案 森島明子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3829287 最後大魔王 水城正太郎作; 曾鳳儀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9294 沙漠國物語. 9, 重重的輝跡 倉吹智絵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9324 月花歌姬與魔技之王 翅田大介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9331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9348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829355 眼中的唯一 一穗ミチ作; 何力譯 平裝 1

9789863829362 公主心. 9, 這是最後的戀情之卷 高殿円作; 陳姿瑄譯 平裝 1

9789863829379 RISING X 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9386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9393 東京闇鴉. EX1, party in nest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3829409 Clockwork Planet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9447 魯登道夫公爵與森林之獸 かわい有美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3829454 我的青春被一群家裡蹲搞砸了 棺悠介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9461 我當上魔王軍的軍師了 長野聖樹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9478 話說當時我還不是主角. part2, 不知為何女主角增加了二階堂紘嗣作; 文渠譯 平裝 1

9789864311477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1491 桃音夕音的輕小說日記. 4, 完美純白 あさのハヅメ作; 梅應琪譯 平裝 1

97898643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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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311590 nez 迷戀你的氣息. 2, Sweet Smell 榎田尤利作; 蕪村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6180 我不相信有龍 安娜.沃克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197 不要打開這本書 亞當.雷哈普特文; 馬修.佛賽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23587 變臉.變法.變錢: 王安石 高天流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本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孟加彩色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466

送存冊數共計：591

阿布拉教育文化



9789868994102 八五回憶錄 永懷父母恩 吳志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467 拍下感動的瞬間: 228個拍攝令人難忘照片的創意、訣竅和祕密!喬治.藍吉(George Lange), 史考特.莫伯瑞(Scott. Mowbray)著; 謝雯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474 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跟著中文官方導遊深度行 王儷瑾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4481 玩出好創意: 向全球頂尖高手學創意技法和行銷策略,提升創造力!馬里奧.普瑞肯(Mario Pricken)著; 方淑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4498 西班牙,再發現: 跟著中文官方導遊深度行 王儷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622 你可以更認識癌症(慢性末期疾病)病人 徐雅惠, 林雅卿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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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24616 楊家秘傳太極拳圖解 王延年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8424623 楊家秘傳太極拳譜手冊 王延年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6823 精靈再現: 莊惠婷油畫作品集 莊惠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75457 急診醫學醫療手冊 胡勝川編著 第六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延年商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協合彩色印刷



9789866568442 碩學豐功: 王寵惠先生資料展暨紀念專刊 王紹堉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5419 10大超級食材料理法 大興出版社編輯部編輯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002 國際風險專案管理師培訓教材 周龍鴻, PgMP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69478 內臟鬆弛術 尚-皮耶.巴洛(Jean-Pierre Barral); 皮埃.米西爾(Pierre Mercier)作; 蕭宏裕翻譯平裝 1

9789869164207 骨科暨運動傷害檢查學 王百川, 蕭宏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5547 剪絲.塵意 林雅涵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2196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七屆: 彬雅集 林美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5249 這次的客人是露露和菈菈 安晝安子文.圖;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829 露露菈菈和可冬的馬卡龍 安晝安子文.圖;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843 神祕鏡之國 成田覺子文; 千野枝長圖; 胡慧文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旻谷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廷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宏專案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0356 紅土摯情: 蔣高儀油畫集 蔣高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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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72887 臺灣宗教百景金門沙美大士宮宗教園區 張雲盛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302 男人如衣服: 把男人當衣服看,妳會更幸福(口袋書)Sphinx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319 哄男人要在晚餐後: 如果男人是芭樂,別指望他會變成蘋果(口袋書)Sphinx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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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0717 老闆只能給你機會,不能給你榮華富貴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724 黑心醫美關鍵報告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731 美職女9am-5pm Catch Eye美妝聖經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748 其實,物價愈高,景氣愈差,老闆愈想為你升官加薪![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762 醫美界不說,但你一定要知道的26個祕密: 關於醫美,中醫師才會告訴你的風險和真相施丞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779 說對三句話,業績多九倍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0793 用心傾聽,白開水也會變黃金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2103 男人如衣服 Sphinx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2110 這樣說,就能說進男人心坎裡 羅夫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8448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聽力試題 完全解析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作; ETS TOEIC臺灣區總代理 編輯委員會編譯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忠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果体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果体智慧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9789868968455 托福紙筆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作; ETS臺灣區總代理編輯委員會編譯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5676 解析臺語流行歌曲: 鄉愁、翻轉與逆襲 徐玫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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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8295 陳財發書法集 陳財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241 史上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太乙作 增修初版 精裝 1

9789868974258 史上最便宜、最精準、最實用彩色精校萬年曆 太乙作 增修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41887 小傑搬新家 村山桂子文; 崛內誠一圖; 蘇懿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00 烏山頭水庫: 和八田與一的故事 施政廷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903 N5文法日文磨課師 林士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和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林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家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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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和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25647 7000單,強咖這樣背 李爵, 古貿昌作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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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2509 不一樣,更漂亮 李菲作; 董瑞平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981142 磁氣沖浴療法 石渡弘三著; 鄭秀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591 黑酵母挑戰難治之症 上部一馬著; 劉新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84161 暗戀泰迪熊 唐浣紗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178 撲倒小綿羊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185 偏偏愛上泳圈豬 子澄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192 嫁狗隨狗 莫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260 當家主母 于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4277 當家主母 于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4284 如意盈門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291 如意盈門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307 如意盈門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314 飯桶小醫女 蘇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321 飯桶小醫女 蘇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338 飯桶小醫女 蘇芫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345 飯桶小醫女 蘇芫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352 飯桶小醫女 蘇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4369 我的灰王子 季葒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科文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春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9789863284376 我的垃圾王子 辛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383 娘娘腔王子 伍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390 王子壞壞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406 掌上明珠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413 掌上明珠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420 掌上明珠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437 掌上明珠 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4444 繡色可餐 花樣年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4451 繡色可餐 花樣年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4468 繡色可餐 花樣年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4475 繡色可餐 花樣年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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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3785 國民中學英語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484119 Magic joy 平裝 1

9789574484126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1st ed.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4484157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1st ed. 其他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103 凡人的氣數: 揭開影響吾人一生的終極密碼 吳仲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0720 臺灣郵票目錄 莊宏彬編輯 第三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2606 給日語初學者的超強50音學習整理書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芸奕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易勁門道家無極內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南集郵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6

佳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206 關懷兒童藝術慈善活動畫冊專輯. 2015 黃明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41914 玩攝影教學誌: 巧克力坊也能輕鬆攻略. 1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921 玩攝影教學誌: 鮮嫩多汁的拍攝技巧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938 玩攝影教學誌: 巧克力坊也能輕鬆攻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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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2608 乘著理想與夢想的翅膀 東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558 短暫停留STOPOVER: 張惠蘭創作集 張惠蘭作 平裝 2

9789865990602 顯影/現身: 李小鏡在東海校園 羅時瑋總編輯; 賀羽薇, 黃可萱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0640 東海圖書新館籌建與自動化的推動者: 鄭得安館長紀念專輯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657 創館60週年圖書館同仁著作目錄彙編 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664 東海圖書館的新生與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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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原.故事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藝術學會



9789579235037 會計學概要 蔡敏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5068 貨幣銀行學概要 東展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9235327 英文 東展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9235419 票據法(考前搶攻) 東展編輯部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5849 我們教了孩子什麼 陳文卿作 平裝 1

9789868905887 伴你成長 陳文卿作 平裝 1

9789868905894 履三寶地 鞭鼓生作 平裝 1

9789869040709 伴你成長. 續 陳文卿作 平裝 1

9789869040716 蓮池大師的故事 淨毅居士撰文; 德安居士繪圖 平裝 1

9789869040754 雪廬風誼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61695 新北市全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26 大臺北雙都公車捷運手冊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1053 臺中市中心街道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145 彰化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40 彰化縣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57 全世界地形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88 臺灣地形全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95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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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9346 森林裡的一棵樹: 譬喻集 阿姜查作; 法園編譯群編譯 一版十刷 平裝 3

9789868589353 我們真正的歸宿 阿姜查著; 法園編譯群編譯 二版十三刷 平裝 3

9789868589360 以法為贈禮 阿姜查(Ajahn Chah)著; 法園編譯群編譯 四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法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明倫月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6904 犬貓心臟門診手冊 蔡志鴻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844 三十六の禁忌: 禁怨之石 邪貓靈編著 平裝 1

9789869143851 三十六の禁忌: 幽靈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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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9200 插畫與文集: 甲午之春與孟夏 楊冀華文; 楊冀臺書法; 楊文逸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2559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782566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782719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82689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82696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82702 全職高手. 第一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82788 凶宅筆記. 第三部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832 江湖任務行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849 江湖任務行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82887 九重紫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2894 九重紫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900 九重紫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82917 九重紫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979 美人為餡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993 美人為餡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性理大學籌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9

孟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侑泰行



9789865782986 美人為餡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625009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016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139 凶宅筆記. 第三部. 下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0322 霞喀羅精靈的秘密語 劉宇陽等製作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8620339 Ben Q國際雕塑營. 2012 李焜耀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1768 別被教育打敗! 高子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782 臺北城裡妖魔跋扈 瀟湘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81489 南澤大介為指彈吉他手所準備的練習曲集 南澤大介著; 張芯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496 60天吉他循環訓練 野村大輔著; 張芯萍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330627 綜合法學: 全真模擬試卷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578330634 綜合法學: 全真模擬試卷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二冊 1

9789578330658 理財規劃人員證照一本通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665 企業內部控制一本通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689 律師模擬試題暨解答. 101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330696 律司第二試全真模擬試卷. 101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719 票據法.保險法精要 賴政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740 刑事訴訟法經典試題解析 凌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來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9

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9789578330764 刑法(概要)精讀 凌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771 律司全真模擬試卷綜合法學. 102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330788 律司全真模擬試卷綜合法學. 102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330795 書記官全真題本 凌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801 律司第二試全真模擬試卷. 102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825 法院組織法(概要)精讀 凌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894 刑法總則精要10講 陳奕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8048 證券商業務員一本通&題庫集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628055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一本通&題庫集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8062 理財規劃人員證照一本通&題庫集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628079 企業內部控制一本通&題庫集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578330498 票據法精要 法正, 賴政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511 破解刑法分則 蕭台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610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一本通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1732 芳香療法 臺灣RAFA皇家芳療師協會教材編審委員會編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058 東說西說東西說 張永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8582 文化創意跨界亮點學術研討會暨經營實務座談會論文集. 2015明道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6740 明德之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書帖 東照山雜誌社著 初版 平裝 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文創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照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昇陽國際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依揚想亮人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29013 教主的續絃妻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20 督主的童養媳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37 地主家的奶娘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44 將軍,夫人喊你去賺錢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51 老爺,太太叫你顧賭場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68 王爺,王妃讓你賣古董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75 城主的財奴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82 主子的傀儡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099 狐商的鴇兒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05 盟主的匪婆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12 竊香郎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29 聚寶娘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36 萌夫的條件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43 忠犬妻約 林曉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50 週五限定祕戀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67 掌杓娘子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74 賣棺換夫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81 主子賞點錢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198 當家新主母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04 招夫要低調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11 請君入被窩 鐘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28 王妃快上榻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35 前夫宣言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42 官夫人升職記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59 老公坑妻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66 醋夫不卸職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273 離婚遇詐欺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宜新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25874 學習圖書館 [Joan Ricart, Vicente Ponce編]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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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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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6674 展讀巴利新課程: 進入佛陀的語言世界 James W. Gair, W. S. Karunatillake著; 溫宗堃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681 禪味六十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698 中國文化中的佛教: 中國Ⅲ 宋元明清 沖本克己, 菅野博史編輯; 辛如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04 佛菩薩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11 好讀雜阿含經. 第一冊. 卷一至卷十 求那跋陀羅尊者翻譯; 臺大獅子吼佛學專站編註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28 Pure Land.淨土: 許朝益攝影集 許朝益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35 佛教與中國文化 東初老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742 聖嚴研究. 第六輯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79297 福岡九州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八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312 生涯解碼 林園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312 生涯解碼 林園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773 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9屆 隗振琪主編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來達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新科大服務事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采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766 現代管理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鄭瑋弘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0601 新常用中藥之藥理 顏焜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8364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15 呂錦山等合著; 2015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5446 愛上芳草的幸福日: 100種吃、喝、玩、種到遊賞的花草筆記卓梅慧, 李嘉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453 東京.停泊日: 在日本熱血過生活 張凱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36023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6030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077337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6061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6047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6054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076538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077085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936085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6146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6153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航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園數位科技



9789862936160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6078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6092 淫術鍊金士 帥呆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36108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6115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6122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36139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2936177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6184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6214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6221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6191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6207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2936252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936238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6245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6276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6283 春亂香野 蕭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6269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6290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2936306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6368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6313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2936351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2936320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6337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6344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6375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6382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6399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6436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6443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6405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6412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6429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6450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6474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6481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6467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6498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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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3191 在地人才知道的香港B級美食 香港美食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76 一菜一湯的健康奇蹟 若杉友子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283 溫暖腸道,吃出排便力 松生恒夫作;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06 超說服心理學 神岡真司原著; 楊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13 132種超簡單的親子畫畫BOOK Wisdom Factory著; 柳成鐘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20 新手不敗的數位單眼超入門 川野恭子原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37 瀚克寶寶的安心「全營養副食品」 曾大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800 讓心回家: 理解,在修行之前 黃乙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2494 CG6010(2015)公司治理制度評量作業說明書 柯承恩, 葉銀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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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6453 危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十三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腳ㄚ樂活家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51

采實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82552 臺渝兩地易學論壇論文集. 2015 邵康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43675 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201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3908 八卦玄文白話之解 范秀珠等主編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4161 看故事明道理: 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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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5301 訓練品質與企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二屆社團法人中華訓練品質學會論文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4874 採購與供應專業術語彙編 許振邦作 第七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88146 兩岸植物品種保護研討會專刊. 2015 宋品慧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採購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聖經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訓練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糖尿病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昊天易經羅經盤經傳學會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802 關公千年沉冤考辨 黃國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8225 我的爸媽離婚了... 嚴育涵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612 社會工作人員勞動權益手冊 李德純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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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53380 建築園冶獎. 2015: 園冶貳壹.創新綠藝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62496 十性論 密嚴淨土千文字合輯 徹聖阿闍黎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9185806 醒悟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4941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六 陳俊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8764958 少林八段錦、易筋洗髓功 莊豐源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自學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真言宗普賢流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社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建築經營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關聖文化弘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兒家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4045 天路南鍼 盧聲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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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7694 臺灣郵史郵話. 第三輯 夏大緯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3606 臺灣郵史郵話. 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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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23425 八閩美術書畫輯. 第五集 徐旭陽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7008 都市更新研究暨實務成果發表論文集. 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5505 聖經e愛情、智慧文學: 雅歌、箴言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4015 失智症及其照護原則 王培寧等作; 歐陽文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509 「103年度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試評評鑑作業及輔導計畫」評鑑報告柯平順撰稿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心障礙服務研究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臺語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八閩美術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7878 碎形原力 邱筠雅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8647 故事人說「故事」: 故事媽媽推廣經驗 社團法人臺灣兒童閱讀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81450 禪無生悟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981481 基礎禪修108參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827 禪宗十牛圖解說 釋善祥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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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4639 臺灣特有種牛樟芝(菇)(Antrodia cinnamomea)子實體(牛樟木)最新標準暨正確學名與2014藥用菇類臺灣牛樟芝國際研討會實錄馬豪聰, 魏隆行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19970 從當代問題探討臺灣主體性的確立 張炎憲, 許文堂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901 臺灣阿嬤與新住民姊妹的記憶食譜 高寶治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食藥用菇菌類生技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身心障礙藝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兒童閱讀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8303 創意行動之旅: 給中學教師的設計思考教學手冊Kiran Bir Sethi等編寫; 謝雯伃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1817 中華民國高等技職教育評鑑詞彙 臺灣評鑑協會詞彙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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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32293 輕輕鬆鬆上手品質指標Coordinator 張基生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5115 過勞之島: 臺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 黃怡翎, 高有智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4351 臺灣國際蘭展. 2015: 蘭展記事 黃禎宏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71178 觀眾最愛設計師 幸福空間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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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務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評鑑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3384 Errores y dificultades lingüísticas de expresión e interacción escritas de alumnos sinohablantes de ele en los niveles A1,A2 y B1Azucena Tzu-Ju L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90754 數位影音DIY聖經: Photoshop X Illustrator 蔡雅琦著 平裝 1

9789863791027 運輸2.0全智慧車聯網: 每部車都是行動運算中心車雲網著 平裝 1

9789863791126 最輕鬆的手機特效開發方式Sencha Touch 黃燈橋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140 以iOS為基底: 開發跨平臺原生cocos2d手機 李華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157 網頁設計.版式美學暢想 善本圖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164 現代創意の紋樣設計 周建國, 程靜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1171 進入Android開發的專業時代: 深入Telephony核心模組楊青平著 平裝 1

9789863791188 中國傳統の紋樣設計 賈楠, 周建國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1201 裝幀設計.版式美學暢想 善本圖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218 世界不思議: 從中亞、北非到西方世界,25個國家探祕之旅DEEP中國科學探險著 平裝 1

9789863791225 杯影之間: 絕世精釀葡萄酒事典 ASC精品酒業著 平裝 1

9789863791232 設計中的生活美學: 用點線面演繹形象創意景觀王紹強著 平裝 1

9789863791249 SDN的第一哩路: 使用導向的網路基本建設智慧管線陳運清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256 從穿戴裝置開始,第一次學Android開發就上手 張明星, 孫嬌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263 Hadoop再進化: Storm流式資料即時處理引擎 趙必厦, 程麗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270 挑戰大數據,Facebook、Google、Amazon怎麼處理Big Data?: 用NoSQL搞定每年100億顆硬碟資料陸嘉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1287 jQuery行動裝置設計開工: 像用HTML作Web一樣簡單李柯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294 面面俱到: 使用Visual Studio完整開發Ext JS 黃燈橋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317 3ds Max極致美學藝術 張宸翰, 詹永任作 其他 1

9789863791331 15大暗黑名人錄: 從米特尼克到@GeoHot的駭客解密劉創著 平裝 1

9789863791348 沒有終點的陸途 陳浪著 平裝 1

9789863791355 高等Linux/UNIX程式設計實力養成 趙克佳, 沈志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362 掌握完美戲法: 動畫運動規律&動作設計 王育新, 許洁, 曾軍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379 使用unity 3D: 進行arcalet多人連線遊戲 陳鵬光著 平裝 1

9789863791386 引領中國半導體風騷的推手: 張汝京 張汝京著 平裝 1

9789863791393 穿越時空的攝影事典: 12種老相機的老故事 吳鋼著 平裝 1

9789863791409 更純正開放的MySQL: MariaDB完全制霸手冊 黃縉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佳臺書店



9789863791416 咬第一口蘋果: Objective-C開發極度輕鬆入門 傅志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430 同時成為iOS/Android開發大師: 使用Cocos2d-x及C++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447 比Eclipse更強的Qt on Android全腦開發聖經 安曉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1454 Adobe Illustrator影像美學玩設計 蔡雅琦, 方宏彬著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65897 你今天做苦力了嗎?: 日治時代東臺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賴昱錡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4801 中國陶磁宋瓷: 風花雪月 曾逢景藝術指導; 王林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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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2609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卷一, 明朱絲欄鈔彩繪本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18938 老師的話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6418945 瞥見 平裝 1

9789866418952 五倫八德的修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99711 中東歐視野: 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觀察 鄭得興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味餘山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東臺灣研究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4516 CES 關鍵報告. 2015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4523 人口老化促使智慧型機器人市場快速成長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530 行車安全當道,車用電子技術市場正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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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8571 天上王母娘娘下降65週年全國巡禮 吳東明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007 小松鼠的奇幻旅程 宋惠美, 蔡珣蓉教案設計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014 終於有好朋友了 宋惠美, 蔡珣蓉教案設計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3638 網路世界大迷陣: 破解版. 2015 李雪菱暨慈濟大學兒家系OWN底工作坊成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3848 大眼魚校外教學 阿部夏丸作; 村上康成繪; 何榮發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998605 歡迎你,寶貝! 黛柏拉.芙瑞雪(Debra Frasier)作; 和融編譯Dept.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8612 金魚轉學生: 好想認識新朋友 阿部夏丸作; 村上康成繪; 林采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2930205 甜甜圈池塘 阿部夏丸作; 村上康成繪; 郭淑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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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72584 認養喵喵女 子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591 懷舊派情人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孟德爾頌樂器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創異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蓮勝安宮管委會



9789865672607 為妳顛倒世界 梁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14 寧少的婚約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21 曖昧同居關係 蘇曼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38 空降男友 喬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45 情挑天鵝絨 羅莉塔.雀斯(Loretta Chase)著; 林子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52 假妻拐上床 子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69 嘿,我的男神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76 冬天的惡魔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池明燁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72683 回收舊情人 香奈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690 吾妻惹人惜 金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2706 會計的獵物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166496 放學後的搞笑社 高嶋博美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717 魚干女的吸血觀察 瘋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502 妄想辦公室: 超S上司的激點真實調教 秋元奈美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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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冊 1

9789575166588 嫩妻: 不要脫人家的小褲褲啦 金田夏美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595 今晚、在老師的臂彎中 真村澪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601 櫻花紅茶王子 山田南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670 欲罷不能的情慾教室 春宮熊貓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724 格物師的歷史書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731 是妖精不是妖怪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6748 古董懸念三部曲 古董新娘.始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748 古董懸念三部曲 古董新娘.始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762 12歲。: 開始 米田菜穗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779 古董懸念三部曲 古董新娘.終 芙蕖綠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786 蒼界的夏娃 山田J太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690 我喜歡XX 雨宮榮子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6809 我是真的喜歡你 ARUKU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915 真鐵的AGARTHA 時任奏作; 劉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939 LOVE BOY LOVE男生[]愛[]男生 原正貴作; 松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長鴻



9789575166960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6977 kiss me darling❤-吻我,達令 紗鳥多惠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6984 喇舌高手男的育成方法 橫山真由美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80 擁抱野獸的花鎖 邢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097 金色琴弦Blue Sky 吳由姬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127 流浪犬都比你威 語シスコ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134 二川同學好想談戀愛! 間宮法子作; MA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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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6414 小六合槍: 崩穿掃 寒面銀槍: 攔拿扎 遊龍紅纓 陳漢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49767 凸眼山羊 史黛芬.戴維斯作; 克里斯多福.柯爾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774 沙發前的佛洛伊德: 盧西安肖像 喬迪.葛瑞格(Geordie Greig)著; 李淑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781 這樣收藏也可以?!當代藝術這麼買,跟著藏家學收藏安德里亞.貝利尼(Andrea Bellini), 塞西莉亞.阿雷曼尼(Cecilia Alemani), 莉蓮.戴維斯(Lillian Davies)編; 王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842 樹上有老虎? 安紐許卡.拉維許安卡作; 普拉克.畢斯瓦斯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859 臺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 呂佩怡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9914 專業HR的職涯發展: 做自己人生的主人,變動時代下的HR職涯規劃指南張瑞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39907 人力盤點: 企業健檢與塑身 張瑞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1602 體質大崩壞 偉斯頓.A.普萊斯(Weston A. Price)著; 張家瑞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640 窈窕一生 吉莉安.麥可斯(Jillian Michael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664 救命聖經.葛森療法 夏綠蒂.葛森(Charlotte Gerson), 莫頓.沃克(Morton Walker)作; 姚念祖, 鄧捷文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夜鶯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法藏太極拳學社



9789866191671 找神!拜對正廟有緣神 林金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688 魔鬼的叢林 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695 掌握代謝,90%的肥肉會自己消失 吉莉安.麥可斯(Jillian Michaels)著; 徐薇唐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701 一週見效輕.美.食 金柏莉.史耐德(Kimberly Snyder)著; 鄧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718 糖尿病有救了 尼爾.柏納德(Neal Barnard)作; 洪淑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749 別讓癌症醫療殺死你! 陳立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75665 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 謝世維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672 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 唐啟華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332903 臺灣璇音雅集三十週年: 璇音.三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莊效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038 4個葬禮與快樂時光 葉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2445 從祈禱到全德之路 賈培爾神父(Fr. Gabriel of St. Mary Magdalen O.C.D.)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452 我是可憐的傢伙: 厄瑪奴耳團體創立人皮爾.高山的靈修語錄瑪婷.卡達(Martine Catta)著; 厄瑪奴耳團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87722 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 客家、棚民及其鄰居們梁肇庭原著; 蒂姆.賴特(Tim Wright)編; 王東, 孫業山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7739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 臺灣博覽會誌 鹿又光雄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致凡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政大出版社



9789576387746 傳遞文物之美: 古物之賞鑒與維護 林春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760 臺灣漢人姻親民族誌 植野弘子著; 陳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1055 水田裡的媽媽 楊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8712 妙蓮坡古道: 一段深埋在蓬萊社會底層被遺忘的歷史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9789869118736 熟齡經濟學: 淺釋Gerontonomics 王釗洪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743 傳承、展翅: 嘉義聖彼得堂50週年紀念 臺灣聖公會嘉義聖彼得堂作 平裝 1

9789869118767 餌 冶餡作 平裝 1

9789869118774 CNC銑床切削加工機 彭秀量, 胡凡勳, 郭順奇作 平裝 1

9789869118781 有效學習扭轉人生 蕭文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701 隨身藥囊: 從頭到腳不花錢的36個自我養生大穴崔曉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718 手到病除: 對症按摩養生術 崔曉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1333 否定句 蘇夢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008 醫龍物語: 鮮血、腎上腺素與說不完的故事 劉育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柏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501 這個夏天,遇見妳 幕後黑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25 詭辯 張渝歌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67232 三妻四妾之子母河畔半生夢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249 三妻四妾之子母河畔半生夢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256 絞刑師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263 絞刑師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270 鍾情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287 鍾情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294 小白楊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7300 小白楊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7317 小白楊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7331 沙漠王子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7348 蛟歸海影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355 蛟歸海影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386 夢中的未來 114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393 夢中的未來 114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409 銀幕之外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416 銀幕之外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447 不能動 風弄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454 不能動 風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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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761448 United Kingdom.Ireland英國、愛爾蘭地圖(中英對照) 其他 1

9789575761455 Vietnam.Laos.Cambodia越南、寮國、柬埔寨地圖(中英對照)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珊如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61298 慢活澳洲陽光昆士蘭: 度假遊學.享樂充電新玩法香蕉芭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28 解密唯美人像: 6天突破攝影瓶頸,開啟你的創意思維吳俊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2471 出發!東京寵物特色之旅: 毛小孩買物大攻略 王佩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599 藝起遊京都 愛莉西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9470 攝影: 兵書十二卷 趙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35 玩美人像寫真術: 快速提升專業感,光線構圖一次搞定雷依里, 卓鵬王, 高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42 攝影師老爸的家庭記錄 林家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59 攝影的視界: 國際攝影大賽獲獎揭秘 郭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73 與光影共舞: 世界之美的攝影紀實 林銘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380 北海道的幸福休日 傑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03 日本海島休日 加藤庸二作; 昊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10 微醺城市: 尋味,你的心情精釀啤酒 周崇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27 臺灣,你好：九○後寶島日常 大衛.史密斯(David W. Smith)作; 林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34 非常曼谷.泰美好再發現: 曼谷達人尼克的旅遊新提案尼克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41 安西教練點石成金逆轉勝 遠越段著;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58 預視: 跳脫後製框架,找回攝影本質 張道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65 把老公當成狗 高濱正伸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72 一日百年,東京建築時空之旅 米山勇作;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489 我要成為專業攝影師: 106個攝影關鍵問答 札克.阿里亞斯(Zack Arias)作; 林潔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02 人像本事: 10攝影師×10美學視界×10創作風格 黃安寶, 尼可拉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19 被裁員也能賺進三千萬!! 小玉步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26 多肉植物小星球 陳漢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33 櫻木花道: 「我是天才!」: 48種異想天開的必勝法則遠越段著; 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57 Canon DPP 4.0 影像編修完全圖解 林家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64 東京近郊新提案: 美感行旅 愛莉西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71 沉默罪狀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588 攝影眼的培養 丁健民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61595 聽森山大道說: 攝影的複習 山內宏泰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01 聽荒木經惟說: 攝影的複習 山內宏泰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18 一日券萬歲: 哈日杏子帶你京阪和慢慢遊 哈日杏子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25 臺灣三太子出巡囉!: 熱血壯遊72國 吳建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文化



9789863061632 雙人調情按摩術: 幫另一半紓壓愛撫の50個絕招Pampero編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49 蛤?!上面有隻狗：沒有瑪蒂站不上去的地方 塞隆.杭佛瑞(Theron Humphre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56 馬拉松中毒: 瘋狂上班族,死也要跑到世界盡頭 小野裕史作; 許哲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63 同居不同床: 新愛情臥室學,分開睡更幸福! 珍妮佛.亞當斯(Jennifer Adams)著; 劉思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87 拍我眼中的世界: 馬賽Kyo的攝影大賽之路 馬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694 大人的旅行.究極日本豪華度假列車 笠倉出版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00 3D造物時代 Nikkei Trend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17 當世界只剩下貓 珍藏版 吳毅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061724 越跑越有錢: 皇居慢跑者的致富思維 山口拓朗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31 歡樂的神祕謀殺案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作;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48 逆轉你的瞎忙人生：戒掉48種辦公室惡習,逾九成的職場教條都該被打槍!北岡秀紀作; 許哲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55 我們的世界：365天繞著地球拍一圈 馬力歐.德克斯(Mario Dir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61786 寫真.心跳瞬間: 人像外拍企劃×風格美學×後製修圖大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793 終極人像用光指南: 初階到進階,完全掌握打光技巧安德烈.尤恩斯(Andreas Jorn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830 本格派鐵道攝影攻略 森由梨香著; 哲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847 旅行這樣拍才美: 新手變大師零誤差技巧大全 王逸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854 自己種的最安心: 尼克＆馬可教你打造食用有機花園尼可&馬可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1915 成功創業 濱口隆則作; 哲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057071 <>駕馭時間的魔法 許守湧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8849 控光大師的實戰秘訣: 動態影片現場佈光、打燈技巧全圖解!櫻井雅章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785 吃沙拉: 豐盛飽足的吃不胖沙拉x百搭醬料 張年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839 星光對決IDOL STAR: Spring 衛亞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9846 星光對決IDOL STAR: Bright 夏天晴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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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86335 愛木工: 手感家具簡單做 鄭承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2907 省錢修繕DIY全書 張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2435 好感佈置家!雜貨控靈感特輯500＋ 張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尖端



9789865802257 80萬變3200萬!小資女的包租煉金術: 從卡奴晉升包租婆的投資紀實,你買對房子,找好房客,提早退休不是夢里歐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356 貓咪這樣吃最健康! 蘇菁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394 擺設,讓家更出色 潔拉汀.詹姆斯(Geraldine James)作; 盧俞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394 擺設,讓家更出色 潔拉汀.詹姆斯(Geraldine James)作; 盧俞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486 參見日本文豪の家 高橋敏夫, 田村景子監修; 王詩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585 小家庭舒適三房設計規劃書: 全方位解析格局、機能、收納,擺脫不當規劃,重整小家新生活的貼心設計18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721 東京迪士尼的四重創意構思法: 大商機、快集客、高回流、強吸睛的獲利行銷術渡邊喜一郎作; 蘇暐婷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2837 花藝素材百科500: 鮮花.乾燥.枝葉.果實: 選購&處理&應用全事典陳根旺, 花草遊戲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844 服裝製作基礎事典 鄭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899 漂留臺東: 手作、田園、海洋,35篇焠煉理想生活的移住風景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12 石材萬用事典Stones Material: 設計師塑造質感住宅致勝關鍵35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29 藝念集私: 和諧與衝突的時尚空間對話 藝念集私空間設計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2936 搞懂裝潢行情,省錢還賺價差: 估價單全破解,工班、設計師教你一起省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67 那些動物告訴我的事: 用科學角度透視動物的思想世界Thoma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81 超幸福感！我和我的貓一起住: 貓房規劃、動線設計全公開,教你選對材質做好設計,不怕抓、好清理,打造人和貓都好住的空間規劃術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98 臺灣的仿生農業: 新世紀農業的超級引擎 楊浩, 楊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015 好吃. 16: 冰鎮台灣好味道: 食材講究 冰品經典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039 手縫皮革技巧事典 印地安皮革創意工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80107 十解日本料理: 給美食家的和食入門書 高橋拓兒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121 居家變森林!清淨空氣健康身心的觀葉植物 張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138 屋主都說讚的居家好設計: 每次用都忍不住微笑的貼心細節,過來人告訴你早該知道的好用關鍵35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145 11堂現代建築課: 課堂上學不到的當代建築巴黎散步故事權善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152 幸福胖卡微創業: 不打卡、自由自在、全台趴趴走！從改裝、設計到經營，25輛全台特色胖卡教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183 就是愛住工業風的家: 不修飾都有型,無法複製的個性風貌,500個Industrial Style的生活空間設計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213 天人岩屋田野學校 青蛙爸爸, 袋鼠媽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220 基礎栽培大全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282 預約美麗庭園,當季播種秘笈 張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12 ALOHA療癒: 夏威夷心旅行 樊彥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12 ALOHA療癒: 夏威夷心旅行 樊彥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36 迷你盆栽習作: 掌上天地寬,縮擬於豆缽中的四季風景鄭順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50 老前生活整理,預約優雅後青春 坂岡洋子著; 吳虹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81 eco kitchen 新料理運動!: 切切、拌拌、醃漬做醬,雙手佐道具就能完成的慢食料理汲玉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04 巴黎Velib'公共單車自由行: 二輪探索巴黎花都,悠遊塞納河岸、征服蒙馬特山丘、穿梭廣場巷弄,隨騎隨遊看到全新迷人風景!巴黎市政廳編著 ; 劉季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11 FreeStyle時尚花設計: 發現素材美感,零基礎也能上手的花藝私房養成書廖珮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35 原來野花這麼美 葉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42 監工驗收全能百科王: 華人世界第一本裝潢監工實務大全,不懂工程也能一次上手許祥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59 隨手家事練習,用天然清潔打造家的日常美 收納Play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66 大材大用: 陳嘉鴻的精工住宅美學 陳嘉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0473 天空之園: 綠屋頂二部曲: 綠屋頂、綠牆、高樓綠化大趨勢臺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80 髮型畫 李惠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10 高人氣!商品吉祥物設計術 Pukumuku作; 吳旻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27 臺南自轉人生: 管他什麼「全球化」或「小確幸」!文創風、老屋新生、日常感,在地生活的45種均衡美好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34 時尚設計繪畫技巧：材料準備、草圖結構、季節穿搭、流行年譜，37堂服裝設計創作技法大公開Blandine Lelarge作; Yasmine Huang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72 平面設計從創意到創業: 從單打獨鬥到團隊合作,78個從優秀邁向卓越的創業良策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89 小心,別讓意外到你家!居家安全健診1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96 庭院屋頂種花Q&A200 花草遊戲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26 畫一個巴黎人 奧利維耶.馬尼(Olivier magny)作; 郭亞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33 潮。打開魔宮寶盒的當代建築 徐純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40 簡單揉就好吃的家庭烘焙坊. 2: 自己做美味餐包、鹹麵包與咖啡館風味點心陳香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64 星巴克咖啡好食光Coffee Pairings: 星巴克黑圍裙咖啡大師X名店主廚的咖啡創意餐搭張素雯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71 好吃18: 時間的味道 食材、記憶與技藝之味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88 服裝製作基礎事典 鄭淑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0701 走進日本文豪の創作場景: 文字.生活.情感的領悟 36個孕育文學家創作靈感的私域高橋敏夫, 田村景子監修;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18 紀念美好時刻,生活感的人物攝影法 金成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25 圖解好宅風水完全通! 加量更新版: 居家風水簡單學,提升家運、財運、事業運、戀愛運!孫建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0725 圖解好宅風水完全通! 加量更新版: 居家風水簡單學,提升家運、財運、事業運、戀愛運!孫建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0732 Eco Food 生態食材: 小農田大宇宙,自然農場裡的復育新運動!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49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一物多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49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一物多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56 解剖裝幀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63 我的紐約客廚房: 128道經典紐約風格料理在家輕鬆做!馬克.葛羅斯曼(Marc Grossman)著; 簡德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70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完全解構收納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87 自己種最安心!假期來去當農夫 張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794 改變人生的睡眠法則 菅原洋平著; 張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00 2015年度精選設計師療癒風格大巡禮: 從設計師之眼看見空間設計新密技: 2015漂亮家居100室內設計師孔婕妤等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17 家所教我的事: 10間房+10個故事+10種生活,我們的夢想家園打造計劃小川奈緒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24 免揉麵包之父吉姆.拉赫的83道獨門配方: 用鍋子做麵包,在家就能烤出天然原味的正宗歐式麵包吉姆.拉赫 (Jim Lahey), 瑞克.弗雷斯(Rick Flaste)作; 王湘菲, 高霈芬, 蔡力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31 大人の文具500選: 藏家必蒐設計經典文房具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55 跟著寵物營養師一起做. 1, :無添加的狗料理 金泰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62 臺灣文創名校108系: 最強科系評鑑全方位選讀指南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86 餅乾研究室: 搞懂關鍵材料!油+糖+粉,學會自己調比例、寫配方林文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09 我的威尼斯廚房: 巷內名店、美食達人傳授!道地、簡單的義大利料理130道蘿拉.薩凡(Laura Zavan)著; 張若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16 法國就該這樣玩! 希兒薇.史坦巴克(Sylvie Steinebach)作;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23 韓流重襲!: 韓劇、K-POP、男神、女子天團用娛樂征服全球的軟實力洪又妮(Eury Hong)著; 吳郁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30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工業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78 跟著寵物營養師一起做. 2, 無添加的貓料理 金泰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2660 成功率95%的雪球魔法: 楊美娟教你冠軍人生與事業該知道的事楊美娟著; 張子弘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684 翻身的滋味: 開平餐飲學校24個愛與尊重的故事夏惠汶口述; 鄭心媚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07 數戰數決: 臺灣數學資優生出國比賽記 傅承德, 劉啟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783 沒有唯一,哪來第一: 捷安特劉金標與你分享的人生思考題劉金標口述; 尤子彥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13 越不滿,越有力量: 你也做得到的47個強心故事 商業商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37 管理點子製造機 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20 行銷點子製造機 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44 絕對成交勝經: 讓三個月新人擁有三年銷售功力張敏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75 戒掉爛英文. 3, 百萬網友讚聲的錯英文大選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32882 放肆紐約: 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孫秀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99 經典巴黎,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盧怡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05 究極京都: 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孫秀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12 情調曼谷,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游惠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29 B型企業,現在最需要的好公司: 想買他們的好東西,還想加入他們一起賺錢!萊恩.漢尼曼(Ryan Honeyman)著; 陳俐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43 蘇國垚的款待. 2, 45則貼心分享筆記: 好服務.壞服務蘇國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67 叛逆倫敦: 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盧怡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74 美好舊金山: 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游惠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981 魔幻巴塞隆納: 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盧怡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800 斷不了、捨不下、離不開的33件珍品 山下英子著; 劉亭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79

城邦商業周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66189 現代女性の労働.結婚.子育て: 少子化時代の労働問題と課題楊佩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6226 成人遠距數位學習平臺經營策略之研究 陳東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6776 生活韓國語會話. I,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韓文 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6905 中.日.韓三ヶ国のアスぺク卜と局面動詞の対照研究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254 失敗的本質: 日本軍的組織論研究 戶部良一等作; 陳政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261 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實錄. 第十四屆 東吳大學主辦; 日本拓殖大學, 拓殖大學後援會,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協辦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7278 日本語学習者の「は」と「が」の習得の研究: SVM理論を基盤として堀越和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7667 日本語の表現技術: 読解と作文. 上級 倉八順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7841 にほんごではなそう!跟媽媽說日語 奧山富二子著; 安藤酉子繪; 奧山優一英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867858 にほんごではなそう!跟媽媽說日語 奧山富二子著; 安藤酉子繪; 奧山優一英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867865 にほんごではなそう!跟媽媽說日語 奧山富二子著; 安藤酉子繪; 奧山優一英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7867995 林權助回憶錄 岩井尊人筆記者; 陳鵬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008 台中ECFA締結以降の台日経済.貿易および台日產業提携.交流の動き林冠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015 歌集 香る園. 第三集 香る園の会著 精裝 1

9789577868022 親子でわくわく日本語会話 闕百華著; 貝兒熊繪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868077 親子でわくわく日本語会話 闕百華著; 貝兒熊繪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868114 親子でわくわく日本語会話 闕百華著; 貝兒熊繪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7868169 親子でわくわく日本語会話 闕百華著; 貝兒熊繪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577868039 對比分析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許淑慎監修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8053 對比分析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許淑慎監修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8046 對比分析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許淑慎監修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868060 對比分析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許淑慎監修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868084 日本文学における植民地形象: 「移民社会」としての「台湾」と「満洲」をめぐって林雪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091 日本現代女性文学におけるファンタジー 陳美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107 日本平安朝文学における史実と虚構: 『源氏物語』と『枕草子』を中心に陳斐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145 親子でわくわく日本語会話. 別冊 闕百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152 日本語における助動詞の研究: 否定表現を中心に馮寶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176 中高級日語口頭發表演練 吳岳樺, 菊川秀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183 動詞の「イメ一ジ的意味」分析: 「できる」「かかるーかける」「つくーつける」を例として陳順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190 日本語形容(名)詞の語形成と意味.概念構造: 下位分類と交叉的考察劉懿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206 天理萬事相談所 憩之家病院: 祈願與護理 平葉子著; 高佳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213 タブレシ卜端末を用いた日本語学習支援システムの開発と応用: 大学授業と連携する学びのイノべーション―黃金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220 生活韓國語會話. III,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韓文 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237 生活韓國語會話. IV,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韓文 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244 韓国社会と教育 吳鍾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251 韓国経済と労働 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299 日本語における反事実条件文 蔡季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5441 日本近現代文学と中囯 黃翠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342 幸福DNA(快樂長青版) 娜塔莎(Natas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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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5694 人的宗教性 路易吉.朱撒尼(Luigi Giussan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912 王大華作品集. 14, 感情的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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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034828 標準學生筆順辭典 謝玲蘭, 盧佳慧, 吳秋嫻校搞 修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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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1900 夏螢之戀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17 蟑螂哲學 菌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17 蟑螂哲學 菌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24 一閃一閃亮晶晶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924 一閃一閃亮晶晶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利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8

紅豆有限公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30789 新象南投: 南投縣美術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4 柯適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3005 說畫游於藝: 南投縣說畫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王國雄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603 我家的祭司哪有這麼溫柔 六隻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6409 白日夢騎士 黃致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416 3個諸葛亮 黃致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423 劉作泥作品精選集: 繪畫 劉作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20342 美麗寶島幸福家作品輯 夢凡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20724 榮耀傳承四十年: 「臺灣艾森豪獎金協會」得獎人演繹近半世紀中美交流精彩紀實臺灣艾森豪獎金協會作; Maggie Wong, 張家綺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823 德國青年的臺灣遊學生活: 友善的人與驚奇的文化差異Michael Gebhardt作; 徐珊, 陳羿谷, 梁立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3486 不動工布置全書 SH美化家庭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和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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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工場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秋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說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者工作室

投縣美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86128 社會服務與休閒產業研究. 創刊號 劉照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86098 六堆地區客家生命禮俗中演奏之傳統音樂演變與發展溫紹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86180 南臺灣健康照護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洪文東等執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1289 大國的衝突與合作: 小布希政府時期的美中關係陳鴻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340 一黨制國家的雙首長制: 俄國、越南與中國案例研究包淳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328308 篁破幻草子. 貳, 狂神覺醒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28858 大地之歌 吉米.哈利(James Herriot)作; 林瀅, 林慰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28889 LA流浪記 蔡康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0349 舞蹈教育理念與實踐: 北藝大範例分享 平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209 娃娃看天下: 瑪法達世界(50週年紀念珍藏版) 季諾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331216 娃娃看天下: 瑪法達世界(50週年紀念珍藏版) 季諾著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331247 Another episode S 綾辻行人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936 阿浪師五星級點心教室: 14種萬用食材,60道天天都想吃的中式養生甜點王瑞瑤, 洪滄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254 遇見 劉梓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261 望鄉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278 請問侯文詠 侯文詠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珠寶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美和科大民生學院



9789573331285 同級生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292 少年陰陽師. 叁拾玖, 妖花之塚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08 慢玩 深遊 土耳其 洪繡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15 抽絲剝繭 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著; 林靜華, 趙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22 到此為止吧!風太郎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3331339 盛女婚紗店 深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46 龍之眼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53 店長,我有戀愛煩惱 文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60 明天,你依然愛我嗎? 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77 午餐的敦子 柚木麻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84 他比愛你更愛你: 男人不壞,只要用對方式去愛 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391 S.T.E.P. 陳浩基, 寵物先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07 闇影夫人 向達倫(Darren Shan)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14 山手線死亡遊戲 藤達利歐作; 雍小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21 偽裝集團 山崎豐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38 無謂的盛宴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尉遲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45 愛一個人 張曼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52 青春 張曼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1469 怪物血族. 3, 虛構的方舟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76 留在原地,然後離開 約翰.波恩(John Boyne)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601 99道正宗港味的粥粉麵飯 陳紀臨, 方曉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1618 李梅仙私房菜 李梅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9813 陳雷非雨彩墨創作集 陳雷作 平裝 1

9789868799820 臺灣名家美術100水墨: 吳學讓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99837 臺灣名家美術100膠彩: 李貞慧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99851 臺灣名家美術100油畫: 黃焉蓉 陳顯棟, 焦士太, 陳一宙評論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柏文創



9789869032827 臺灣名家美術100水墨: 莊連東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4555 商事法入門. 公司法篇/票據法篇 陳連順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8664562 考試用民法總則 陳連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64579 民法申論題庫 陳連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4586 公司法精義 陳連順編著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8664593 商事法入門. 公司法篇/票據法篇 陳連順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0996 老師的謊言: 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作; 陳雅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806 論特權 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es)作; 梁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813 農村武裝青年和他們的朋友 江育達, 吳致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58866 無上方便與現行法樂: 彌陀淨土與人間淨土的周邊關係陳劍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880 竹泉遊蹤 黃光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89350 Little Loli's world Snowcarriage(Benny.Cheng)[文]; Michael.Cheng[圖] 平裝 1

9789866089367 Pug and a bug Chan Lim Ha[文]; Kuo Wen-Jyun, Lee Ju-Hung[繪] 平裝 1

9789866089374 Are you shiba the doggie? Lim Ha Chan[文]; Yu-Chia Sheng[繪] 平裝 1

9789866089381 Grammar handbook for college: level EFL students Waylan Lo 3th ed. 平裝 1

9789866089398 Etudes des anthroponymes et des toponymes dans le chiendent de raymond queneauWang Hsiu-wen[文]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404 未來,勇敢Fight: 元智校友的堅持 元智大學電子報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411 老子道德經德譯史 黃穎儀(Ying-Yi,Huang)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春風得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紅桌文化



9789866089428 Young student university: the choices that chart our dreamsSamuel David Harris[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435 The trojan horse Lim Ha Chan等作; Kai Chen Huang, Pei Yi Hsiang譯 平裝 1

9789866089459 Chaucer and prejudices: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anterbury talesHsiang-mei W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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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3656 5年後,不上班也能月入15萬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63 35歲前,靠技術分析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70 5年後,靠股票多賺1份薪水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3687 股票10大技術指標圖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00 新手一看就懂的存錢寶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17 有錢人不靠薪水,只要印鈔機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24 下班後,默默學會的賺錢寶典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031 5年內,聰明省錢存到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7388 紅樓夢三十律絕 黃國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169 楓華雜粹 左永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06495 致理技術學院50周年校慶 提升學習成效之教與學研討會論文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5632 愛戀瑜珈: Yilin老師教你如何打造完美曲線 蘇煒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11482 Operations Management, twelfth edition William J. Stevenson作; 何應欽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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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1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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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Benjamin)作; 麥格羅希爾編輯部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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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中寬譯其他 1

9789863411697 企業遊戲化: 5年級、90後,一起玩出競爭新策略 蓋伯.季徹曼(Gabe Zichermann), 喬瑟琳.林德(Joselin Linder)作; 張美惠譯其他 1

97898634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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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11758 超級績效: 金融怪傑交易之道 Mark Minervi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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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4301 資料庫的核心理論與實務 黃三益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4318 旅行業經營管理 曹勝雄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325 觀光與餐旅行銷: 體驗、人文、美感 曾光華, 陳貞吟, 饒怡雲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004 考量不同人格特質的芭蕾教學與創作研究 羅雅柔撰 精裝 1

9789869002011 藝術與人文課程促進之研究 羅雅柔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2028 舞蹈課程設計與教學: 課程實施與辦公室教學紀錄與分享羅雅柔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2035 活在當下的芭蕾師 羅雅柔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2042 當代舞蹈與實踐研究: 課程展演成果紀錄與回饋羅雅柔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2059 學校舞蹈教育與升學相關研究 林竺萱, 黃怡婷合著 平裝 1

9789869002066 表演藝術課程設計與教學實習: 校外教學實習成果紀錄與回饋分羅雅柔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2073 教育心理學應用表演藝術之教學設計實例: 課程研究成果與理論分享羅雅柔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3151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大師級講座暨研討會論文集. 2011年王國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8503168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國際研討會暨大師級講座. 2012林炎成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姿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南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前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21297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303 笑破蒼穹 易刀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372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389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46858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1457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464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617 首富馬雲獨家創業課: 阿里巴巴的新突破 魯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1631 七星龍王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1648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655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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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23897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廖淵用, 男茂志, 媳家綸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5808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廖淵用, 男茂志, 媳家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7523 仟元內值得喝的葡萄酒. 2015 浪子酒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5500 朱淑玲: 快意丹青 朱淑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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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威智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冠揚視覺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館



9789866001567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 楊伯峻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1581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 楊伯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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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8413 日僑漢詩叢談. 第四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0563 人才培訓的技術 陳致瑋, 陳玲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1216 富爸爸教你打造冠軍團隊 布萊爾.辛格(Blair Singer)著; 王立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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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天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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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129 圖解音樂史 許汝紘暨音樂企畫小組著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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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苓業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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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人的天使與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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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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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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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癌其實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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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汝紘暨高談編輯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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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396 攻無不克: 沒人可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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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419 慈祥與殘酷(簡體字版) 楊虹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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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495 森林報. 春季篇 維.比安基著; 子陽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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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532 不要跟我耍心機: 每個人全身上下其實都暗藏玄機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549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交響曲與交響詩 許麗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563 智慧之法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7570 森林的四季散步 C.W.尼可(C. W. Nicol)著; 呂婉君譯 再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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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0957 十二生肖文字姓名學精論 林育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2121 利用音讀法和以音讀為主的默讀.音讀並用法之日語讀解課程教學實踐: 自初級後期入門階段至初級後期階段顏甄, 張世明著 平裝 1

9789868902138 詩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郭逸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2183 花嫁朱龍 郭逸軒, 殘夢憶痕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33 魔術醫生的護心手: 心臟尾巴的ㄅㄧㄢˋㄅㄧㄢˋㄅㄧㄢˋ林月春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8940 慧修小品勸世秘笈合刊 慧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57 苦難祖國 張國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64 EFL學生之外語焦慮探討 陳永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71 教學活動、教師特質與語言焦慮 陳永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88 神馳的感受: 滿意度高的EFL網路英語學習者的神馳經驗陳柏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95 詩經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02 易經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19 孝經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0826 書經 吳興洵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2186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歷代志上 盧俊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193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歷代志下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09 聖經導讀: 舊約.歷史書: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16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23 聖經導讀: 舊約.詩歌: 約伯記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30 生命的轉折與盼望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47 聖經導讀: 舊約.詩歌: 箴言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54 聖經導讀: 舊約.詩歌: 傳道書、雅歌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261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提摩太前書、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0

香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75714 阿班~我老婆不見了! 程筑鈺文字; 黃俊碩插畫 其他 1

9789866975783 南臺科技大學STUST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 and Technology南臺科技大學校簡介編輯委員會編著 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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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9832 商業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五屆 黃泰元主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406 圖解設計入門 潘東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413 當代藝術現況 曾仕猷, 曾理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17610 從順民到公民: 與民主臺灣同行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634 直銷臺獨: 「臺灣獨立建國」道路的探索 奧斯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658 走過: 尋訪二二八: 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活動手冊. 2015呂昂樹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665 From taiwan to the world and back: a memoir of ambassador Fu-chen loLanny T. Chen編輯 精裝 1

9789578017672 阿里山物語 陳月霞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017689 阿里山物語 陳月霞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8017696 打狗漫騎: 高雄港史單車踏查 陳奕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榮科大生活應用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榮科大商管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臺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614670 寶島小遊記: 我的第一本臺灣地圖書 莊永明等文; 江彬如等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614717 十兄弟 小翔改編; 湯姆牛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755 棉婆婆睡不著 廖小琴文; 朱成梁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4861 小胖小 潘人木文; 曹俊彥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878 溜滑梯,盪秋千 李紫蓉文; 林小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4885 咪咪喵 林煥彰文; 呂游銘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892 太平年 陳宏文; 曾謀賢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915 你會我也會 潘人木文; 趙國宗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922 三隻老駱駝 林武憲文; 趙國宗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939 第一次拔牙 任大霖文; 徐素霞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946 阿寶的大紅花 顏煦之文; 周翔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953 依依的睡衣 楊曼華文; 呂游銘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960 我來說你來猜 林武憲文; 洪義男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4977 三個壞東西 奚淞文.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4984 黑貓白貓 陳永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4991 我要大公雞 林良文; 趙國宗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5028 公雞拳 傳統遊戲兒歌文; 楊麗玲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5073 九千九百九十九歲的老奶奶 于云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080 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傳統故事改編; 嚴凱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097 跑跑鎮 亞東文; 麥克小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103 遲到的理由 姚佳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8141 運動員的生涯規劃: 運動逆轉勝 許立宏, 許孟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2410 未來學園: 團結水世界: 水的奇幻之旅 威翰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教研部編; 張放之繪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翰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7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冠學文化



9789869142441 未來學園: 光色魔術師: 光芒四射 威翰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教研部編; 張放之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5216 悉達多的流浪故事: 人性與狼的奇遇記 半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2247 90天靈修旅程成就的時刻 約爾.歐斯汀(Joel Osteen)著; 程珮然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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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4729 孟子與萬章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4736 話說中庸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11091 哇!這麼髒!怎麼辦? 儲瑄作; 古智豪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11107 奇妙的昆蟲 儲瑄作; 郭怡文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11114 創意小廚師 儲瑄作; 李宜樺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11121 小心!別亂跑! 儲瑄作; 王安妮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11138 獅子大王過生日 儲瑄作; 郭怡文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11145 是誰一直跟著我 儲瑄作; 郭怡文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4587 高等品質管理系統應用 黃敦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4594 高等質量管理系統應用(簡體字版) 黃敦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勁寶兒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郃譯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禪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9171 神祕谷 李潼文; 吳善琪, 葉至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188 來自司馬家的求救信 張友漁文; 查理宛豬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263 天燈精靈2266 王文華文; 周瑞萍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9270 媽祖的眼淚 李儀婷文; 陳盈帆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9324 寒單爺先鋒到 王文華作; 葉至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9355 千歲爺出任務: 燒王船 管家琪作; 詹雅茵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9379 成語神探: 查不到的X檔案 墨思理作; 菊子繪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386 成語神探: 查不到的Y檔案 墨思理作; 菊子繪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416 砲來了,金門快跑! 張友漁文; 陳一帆, 葉至偉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39560 月光三部曲. I, 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 張嘉驊作; 賴彥成, 葉至偉繪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39591 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 廖炳焜作; 吳善琪, 葉至偉繪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39607 砲來了,金門快跑! 張友漁文; 陳一帆, 葉至偉圖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39614 有人在鹿港搞鬼 鄭宗弦文; 賴彥成文; 葉至偉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39676 西遊記: 燃燒吧!五行戰士 吳承恩原著; 白千翌改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683 寫給年輕: 野百合父親寫給太陽花女兒的40封信蔡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690 門神少一半 陳愫儀作; 查理宛豬繪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720 九份地底有條龍 李儀婷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41637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44 我是公民也是媒體: 太陽花與新媒體實踐 洪貞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47 我見我聞的福音. 第七冊, 耶穌宣教第二年. 甲 瑪利亞.華多達(Maria Valtorta)著; 葛助民, 李莉, 許漢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漢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連永

送存冊數共計：2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網路與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00 古稀翽翽: 高連永書法篆刻硯銘創作展 高連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3694 不讓青史盡成灰 戚玉珊編著.設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265 道緣聚之奧妙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791 天德經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07 性命探索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14 成道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21 真理與宗教之別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38 真理興宗教沒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45 真理密碼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52 人類滅絕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69 大審判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76 災戰疾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83 地球的妙智慧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890 天赦經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906 師道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913 宿命與天敵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23920 真理絕傳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392 耳語: 王紫芸作品集 王紫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王紫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適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映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宏毅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947 界域: 柯適中作品集 柯適中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98 我靈歌唱. 續集 徐德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56 白話靈經 蕭正龍著 第一版 精裝 第3冊 2

9789574323111 仙佛與我. 四 蕭正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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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4859 限時青春: 蕭璽畫集 蕭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828 慶祝台大醫院建院120週年春暖花開攝影集. 2 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54 恨鐵不成鋼 張清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8703 歷練的歲月: 范碧玉主任退休紀念誌 范碧玉編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碧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蕭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德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正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957 父母哲學: 兒孫自有兒孫路 曾明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9558 彩墨畫入門. 禽鳥篇 姚悳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721 常用藥品手冊附冊: 2015年增修部份 蔡靖彥, 蔡百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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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549 急救實務基礎與應用 牟永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16 地藏法門: 地藏經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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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5368 閑步草花: 創作的實踐與思維 顏貽成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68 <>三維xyz活版三字經 戚桐欣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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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貽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靖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牟永平

送存冊數共計：2

曾明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姚悳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139 如歌的行板: 徐曼青人體速寫作品集. 2015 徐曼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721 王輝煌水彩畫集. 2004-2014 王輝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714 蔡鈴代畫集. 2004-2014 蔡鈴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32 阿炳二胡曲音律測定研究: 以現今僅存音響資料為例翁志文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200 大肚臺地與西濱古文史探查 陳炳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49 漢語大師(日文版2) 戚其璇著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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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駱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志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炳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輝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鈴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瑞瑤



9789574322992 唐詩古韻: 河洛漢語、中、英、法三語唐詩 駱珞總編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4323425 唐詩古韻: 河洛漢語中、英、法三語唐詩 九然(吳耀赟)編著; 胡品清英法譯 第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101 歲月蓉顏: 水彩肖像畫輯 王蓓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038 雷達測繪手冊 林永裕, 蔡金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1155 航海實習 林永裕, 張正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879 仙洲謎稿. 續集 許湧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170 順逆皆自然: 黃媽慶木雕創作展 黃媽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784 土地情懷: 洪春成膠彩創作集 洪春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886 古典芭蕾技巧進階: 四至五年級的教學 納迭日達.巴扎洛娃作; 李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2886 古典芭蕾技巧進階: 四至五年級的教學 納迭日達.巴扎洛娃作; 李巧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春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湧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媽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蓓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裕



9789574322886 古典芭蕾技巧進階: 四至五年級的教學 納迭日達.巴扎洛娃作; 李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2886 古典芭蕾技巧進階: 四至五年級的教學 納迭日達.巴扎洛娃作; 李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810 開啟薪傳客語新視野: 搶救hakka話 薪傳客家文化陳元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1902 客家歌詞書寫推薦用字 陳元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9847 問天下等同問自己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9854 還原內在的清明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9861 新東方中道文明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9885 總要走上不熟悉的路徑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9892 生命之說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9908 真實真理真我真行 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67 藝造英才: 中教大藝術家教師十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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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1384 六氣導引訣 羅瑞生編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574321964 天星理氣至寶籙 羅瑞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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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084 雲來集: 邱建龍水沉香木佛像藝術 邱建龍創作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惠娟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蕭寶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瑞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黃菊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端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85771 蘭亭序 徐旭陽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7578 象護之旅 林祐竹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998 文殊閻王敵絕遮火刀之護遮修持必需法類彙輯 直貢巴却吉札巴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296 高級玄空風水陽宅財富篇 莊國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015 臺北殺人魔 戚建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06 Hey girl 趙定邦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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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定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志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國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建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祐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舟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徐旭陽



9789574194940 Suave Lapin蘇阿福拉邦. 第2集, 遇見富樂 林宴如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842 中國式協商民主 葛建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197408 媽媽不見了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415 寫功課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439 幫助別人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446 參加喪禮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460 在心裡想就好不要說出來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477 惡作劇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484 我要守校規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07 安靜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14 找老師幫忙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21 愛生氣的大恐龍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38 拒絕陌生人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76 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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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5343 王千旖畫集 王千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29 雲.及其不明飛行物 顏忠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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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王千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忠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葛建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譚秀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3716 Clinical implant dentistry Homayoun Zadeh等[作]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313723 Orthodontics. IV, finishing tips for angle cases Chris Chang, W. Eugene Roberts[作] 1st ed. 其他 1

9789574315451 Ortodoncia Chris Chang, W. Eugene Roberts[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66 天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第三冊, 潘爺爺勸世言 潘德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216 夢境 聿暘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21223 夢境 聿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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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4507 張國華繪畫行者劄記選輯. 2014-2015 張國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043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97-103年高考、地特三等及其他重要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3050 藝術概論(含概要): 95-103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3067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95-103年高普考、三四等特考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3074 文化人類學: 95-103年高考及地特三等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3081 本國文學概論(含概要): 95-103年高普考及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3098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概要): 95-103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書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國華(南投縣)

Chris Chang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潘德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62 我的福島 吳昭新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804 運動心理學與競賽 Heinz Reinkemeier, Gaby Buhlmann原作; 蔡文興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01 人間 葉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029 大魔術師布團君 あきら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09900 萬里須臾夢: 一個外交老兵的回憶 鄧備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149 改變你對國文的教與學. 二: 用心智圖讀國文 王清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1576 郭為美畫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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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為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維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備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文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文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43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八冊, 東南西沙群島建設案(一). 第一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2415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三卷, 國防部國軍檔案. 第十八冊, 東南西沙群島建設案(二)(三)(四)等三檔合編本檔第二冊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968 決定菩提道次第中所說修持之門: 善說精髓 昂旺扎巴大師造論; 釋如性恭譯 一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069 HISTORY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QUIZZES 101 - Human Origins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s: Mesopotamia, Egypt and Canaan王致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1544 科學文明史測驗101: 人類起源與古代文明: 希臘(簡體字版)王致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1551 History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quizzes 101: human origins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s: Greek王致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1865 科學文明史測驗101: 人類起源與古代文明: 希臘王致悅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371 Adobe Photoshop for the skilled 林安琪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292 愛情,未完待續 樓雨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087 鳳武魂. 七, 孕命冷松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2176 鳳武魂. 八, 血魔深淵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5764 鳳武魂之十: 魂分水勇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樓雨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川長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致悅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林安琪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釋如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6205 孫玉珍油畫專輯 孫玉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69 蒙.萌 謝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23 小鎮醫生的征途 吳盧稔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544 憶往 鄒正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18483 愛搭車的女人, 只為走更遠的路: 在愛與死亡錯局中的生命領悟林心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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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慶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心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健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盧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正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孫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寧



9789574320424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pitfall of space expansionCres Huang 其他 1

9789574321261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 Event and InformationCres Huang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745 記憶迴廊: 魔幻寫實主義應用於整體造型之設計創作: 吳珮韓作品集吳珮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813 百年大師 鄭貞銘, 丁士軒編著; 汪士倫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20820 百年大師 鄭貞銘, 丁士軒編著; 汪士倫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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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0899 緣: 李增宗彩畫人生 李增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0967 寫給你的 葉培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001 蔡碧桃「臺灣、故鄉、天堂」油畫創作專輯 蔡碧桃創作.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45 流行鋼琴速成 許豐揚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豐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培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碧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貞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增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珮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124 UGIVS: unified global identity verification system JwanJwen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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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1148 新約三章16節的啟示 Ted 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190 天國的奧祕 Ted 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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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1421 淡香凝露: 宋盞 詹璧瑛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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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4958 迷途 周其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965 五層嶺 周其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681 4G/LTE發展現況與展望 黃琳涵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742 青少年讀書問題66Q&A 吳鑑軒, 廖奕清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奕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榮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福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承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唯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侯雲鵬

送存冊數共計：1

莊麗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1995 保險學總論 盧榮和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039 傳奇 吳學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077 航空保險理論與實務 楊雅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21 花草歲月.童年沃野: 黛綠水彩畫集 黛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114 遊踪萬里 徐肇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213 會計資訊系統實務 林育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825 卡片之戀Facebook 戴若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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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若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黛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肇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學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雅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29 臺灣樂圃素描: 音樂職涯中的田野筆記 陳鄭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2336 百年風華: 臺灣國樂發展之研究 陳鄭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350 單元式歷屆學測試題真詳解: 數學科. 104-83年 黃國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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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2435 商略黃昏雨: 郭蘅米壽書法展 郭蘅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503 運動休閒研究論文合集 陳明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510 拼圖 曾子鳳文.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541 實務專題之教學與成效: 探討國際企業系與產品設計系之跨領域專題團隊楊維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565 追藝瘤心: 李昱進雕刻藝術創作 涂宏志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昱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子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維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明耀

陳鄭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國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596 明清官窯瓷器鑑定 [羅有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57 消防法概要 劉克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695 悲欣交集李叔同 林秀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718 平正坡畫集 平正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203 戰略心法 王崇翰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817 藝術與媒體 徐利編 平裝 1

9789574322824 空間造型: 聲音.燈光.影像 徐利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戴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正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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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克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秀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有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831 八八回憶 戴洵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09 搖滾樂夢電影劇本 陳紀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30 海岸人生: 徒步環島67天 尤瓊雪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47 印象呈現 湯嘉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2961 袁德炯書法選集 袁德炯作 再版 精裝 1

9789574324880 八然盲翁袁德炯書法選集 袁德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354 高宛珍: 國畫.工筆作品集 高宛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005 許春美書法作品集 吳文勝, 許春美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宛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春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湯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袁林翠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紀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鈴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036 生命沒有留白 粘碧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04 企業常見勞資爭議勞動法令函釋與法院判解 楊晴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357 薪酬福利的總量規劃分析與薪酬設計實務 楊晴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42 漫遊隨影 林籐輝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59 勿忘草 丁玉書, 丁志達, 丁志申合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197 儒雅傳家: 程志新先生字畫收藏紀念圖錄 林榮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272 迴返計劃 陳敬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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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奕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程正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敬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籐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丁志申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禎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晴輝



9789574323241 得藝精粹: 蕭奕棋典藏輯 蕭奕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388 慧燈中學創辦人暨董事長林忠勝先生紀念文集 王朝宗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463 中藥外用製劑便方: 製作實務及治療參考 呂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463 中藥外用製劑便方: 製作實務及治療參考 呂志宏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449 江菊秋梅花牡丹水墨畫集 李清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487 陳主明水彩.素描.速寫精選畫集 陳主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555 陳主明油畫選集: 印象.抽象 陳主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31 有畫就說 王臺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24 REFINERY FOR LIVING TWICE by George Lu 平裝 1

9789574323548 谷丹經 玄玄上人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達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主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臺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志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江菊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君瑩



9789574323548 谷丹經 玄玄上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593 百年為證: 雲本 黃願作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630 吳菊工筆抽象畫與陶藝. 2015 吳菊編輯 精裝 1

9789574323630 吳菊工筆抽象畫與陶藝. 2015 吳菊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746 親愛的,當我成為你 艾喜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781 沿著欄杆前進不曉得會通往哪裡: 艾喜恩詩選 艾喜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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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3760 水光石色: 林文安油畫作品集 林文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937 癌症發生的原因,和「運氣」沒有關係,你自己是最大操控者何啟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3944 Cause of cancer occurrence, and "luck" does not matter, you are the greatest manipulators何啟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019 童言童語: 評評和安安生活雜記 陳文霜, 王淑娟著 壹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立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文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啟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艾喜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黃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118 呂仙祖三渡白牡丹. 第一集 于進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163 王子的煩惱 林岱芳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248 如松之茂: 楊茂松書畫展專輯 楊茂松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347 紅樓葉拉會 辛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1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講義. 二, 職業衛生篇程麗君, 林怡劭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61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講義. 三, 行政管理篇陳達立, 林怡劭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62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講義. 四, 計算題題型分析姚俊旭, 林怡劭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385 古今養生長壽集粹 李逸倫編彙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李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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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俊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岱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茂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于慧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439 鄭家故事集: 從臺南市仁德區中洲里開始的故事釋見竺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422 塵烟往事: 文光八十憶舊 劉文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408 辣椒 娒娳可.嗄洛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552 醋 娒娳可.嗄洛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576 簡孟津畫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05 林勳書法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699 受.想.行.攝: 徐明正行腳五國人.文.風.貌紀實 徐明正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43 旅行 從零開始 陳紀雯, 鍾雅婷, 陳梓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明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梓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簡孟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蕙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娒娳可.嗄洛

釋見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36 地球造化萬物生命人生概論 薛文興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750 鷁首遠揚離家萬里: 記寧波船員在臺灣的故事 戴仁軒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4934 住在巴黎的貓頭鷹 Magnus Wu(Wu Wei 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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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5290 浮生八十春 張世俊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320 秋月鳴蟬: 竹東馮月蟬女史書法集 鄭錦章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603 划向深處: 內心與潛意識相會交心 蔡淑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清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月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淑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威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世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文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仁軒



9789574325405 2014我們在伊比利 謝清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5412 廖繼英畫集 廖繼英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70221 畫室 英培安作 平裝 1

9789866552946 我於臺灣飛翔: 臺灣周行漫記(簡體字版) 劉智倫著 平裝 1

9789863070009 從詩題開始: 孟樊小詩集 孟樊作 平裝 1

9789863070023 哲學家論上帝: 亞里斯多德、多瑪斯、康德、黑格爾論證上帝張雪珠著 平裝 1

9789863070030 心靈小語 陳舜生著 平裝 1

9789863070047 古松山方志: 錫口十三街庄的人與事 王受寧著 平裝 1

9789863070054 墜落之愛: 楊風的短篇同志小說集 楊風著 平裝 1

9789863070061 雲外幻生.若米華星: 楊風的中篇同志小說 楊風著 平裝 1

9789863070078 因為愛,我和你同在一起: 臺灣同志平權運動及其他楊風著 平裝 1

9789863070085 國史裏的旮旯 劉學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0092 新疆論叢 林恩顯作 平裝 1

9789863070108 時代盛行曲: 紀露霞與臺灣歌謠年代 石計生著 平裝 1

9789863070115 山會帶[]轉屋 張捷明著 其他 1

9789863070122 島嶼行旅: 在地深耕的村落小學堂 林志銘著 平裝 1

9789863070177 二戰前後左派音樂影劇對臺灣的影響 王受寧著 平裝 1

9789863070184 落地生根: 臺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 王本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0207 中間和許多的旁邊詩集 許水富作 平裝 1

9789863070641 地理思想讀本 姜蘭虹等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70658 雲海集 楊松年作; 林仰章繪 平裝 1

9789863070665 記憶紋身: 楊平詩文選 楊平著 平裝 1

9789863070696 記憶紋身: 楊平詩文選 楊平著 精裝 1

9789863070672 越南華文現代詩的發展: 兼談越華戰爭詩作(1960年~1975年)方明著 精裝 1

9789863070702 旅法生活記憶拼圖 姜麗華撰文.攝影 平裝 1

9789863070719 音樂的現代性與抒情性: 臺灣視野的當代東亞音樂連憲升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繼英



9789863070726 臺北軼史 王受寧著 平裝 1

9789863070740 貓女的哲思 徐瑞作 平裝 1

9789863070757 崛起大國的困境與出路: 民主集中制的省思 朱駿著 平裝 1

9789863070764 從比喻故事領略孫文政治學說 李金振編著 平裝 1

9789863070771 自然生態造園 林永吉作 精裝 1

9789863070788 消耳集: 汴京之彼岸 巫介果作 平裝 1

9789863070795 十一樓的巴別塔 張志聰著 平裝 1

9789863070801 臺灣農村與社會建設的檢討 蔡宏進著 平裝 1

9789863070856 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 奧瑪.珈音著; 傅正明編譯 平裝 1

9789863070863 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 奧瑪.珈音著; 傅正明編譯 精裝 1

9789863070870 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 麥可. D. 耶埃特斯原著; 區龍宇, 陳慧敏翻譯 平裝 1

9789863070887 托洛茨基主義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原著, 宋治德翻譯 平裝 1

9789863070917 這感覺讓我們活著升天 傅一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0924 曙光 奎澤石頭著 平裝 1

9789863070948 霜禽 莊子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967070 十年有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編撰小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704 隱士保健延年益壽气功 王佑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742 新編運動教練學概論 張思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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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58281 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國近代故事 賈忠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958298 國軍名將張靈甫 霍安治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專業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9

師大書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3517 食品技師/食品衛生檢驗高考歷屆試題詳解. 101、102、103年黃上品, 梁十, 萬玖著 平裝 1

9789869063524 後中(西)醫試題解析. 103年 簡正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5193 閩南語. 1上: 國民中學閩南語. 第1冊(臺羅版) 李勤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75209 閩南語. 2上: 國民中學閩南語. 第3冊(臺羅版) 李勤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216 閩南語. 5上: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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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2456 老屋顏: 走訪全臺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時代故事,尋訪臺灣人的生活足跡辛永勝, 楊朝景(老屋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463 想像收音機 伊藤正幸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470 料理好「科學」 杉田浩一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500 冰盒蛋糕: 不用「烤」的蛋糕!1攪、2疊、3冰,輕鬆享用美味蛋糕珍.賽根朵芙(Jean Sagendorph), 潔西.席恩(Jessie Sheehan)著; 陳思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517 走一號線北上 澤木耕太郎著; 陳嫻若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2524 雙生 瑪莉.海金斯.克拉克(Mary Higgins Clark)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703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修平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2608 活出美好的每一天: 超越心靈雞湯的100%療癒 讓你天天擁抱喜樂崔奎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615 一枝筆開心畫輕鬆描,畫出好心情!: 多種萌系畫風,1分鐘讓你舒壓好Happy金智惠作; Joung譯 平裝 1

9789869002622 每天偷看他 劉衒宿作; 周佳穎譯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修平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平企業



9789869002639 每天偷看他 劉衒宿作; 周佳穎譯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002653 連日本人都搶著看 一天讀懂<>: 20億人都在看的,手繪三國演義安藤昌季, チ一ムヅェズ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660 連日本人都搶著看: 一天讀懂孫子兵法 知的發現!探險隊作; 謝淑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677 以小搏大格鬥技全圖解: 防身、健身、看懂比賽這本就夠用!吉福康郎作 平裝 1

9789869002684 失心瘋!我愛文具開好運: 日本權威開運專家教你成為100%召喚幸福的文具控谷口令作 平裝 1

9789869002691 青春不設限 每天都是圓夢的練習: 學校沒教的成功學 由13位臺灣大師分享經驗帶領圓夢第9堂課製作小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9023 佛說三千佛洪名寶懺(漢語拼音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893105 孫中山 郝廣才文; 阿科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150 在黑暗中舉起火炬: 何鳳山的故事 李靜元文; 伊莎貝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167 小豬噗噗 羅森黛爾文; 珍克拉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174 貓頭鷹飛飛 羅森黛爾(Amy Krouse Rosenthal)文; 珍克拉絲(Jen Corase)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181 小豆子豆豆 羅森黛爾(Amy Krouse Rosenthal), 珍克拉絲(Jen Corace)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211 抱抱! 麥當諾文.圖; 李美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228 畫畫 麥當諾文.圖; 李美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235 射日奔月 王欣榆文; 塔塔尼可夫(Pavel Tatamikov)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242 寶貝企鵝 李靜元文; 萩野千夏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259 大象不跳舞!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266 誰在看我們?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273 你不笑,逗你笑!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297 一起玩,好不好?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303 我愛新玩具!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327 下一站,紅氣球 山田和明文.圖; 徐意筑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334 我要飛起來!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341 嚇你一跳!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341 嚇你一跳!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358 有隻鳥在你頭上!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真佛宗



9789861893365 扮誰像誰 瑪麗安杜布文.圖; 洪力行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372 我家門前 瑪麗安.杜布文.圖; 洪力行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389 腦袋決定錢袋 張玲玲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396 豬害我打噴嚏!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419 派對派對! 莫威樂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457 小西的球 克里斯瑞卡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471 再見小紅帽 費里奇文; 英諾桑提圖; 徐意筑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488 小豬節快樂! 莫威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495 好想好想跟你說! 莫威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501 我的冰淇淋 莫威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518 我要走了! 莫威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525 小小迷路 克里斯霍頓(Chris Haughton)文.圖; 李美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532 莫里斯桑達克的格林童話 格林兄弟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張莉莉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570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文; 尹芳吉伯, 丹尼納諾圖; 文潔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587 真心送給你 歐樂柯內可(Ole Konnecke)文.圖;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594 好大一個噴嚏 黛拉克(Deb Lucke)文.圖; 殷麗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624 繪本主角爭霸戰 理查伯恩(Richard Byrne)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631 在那遙遠的天空 田中伸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686 不老騎士 郝廣才文; 陳建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693 不可以搶我的糖果! 理查伯恩文.圖;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09 這隻麋鹿是我的! 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16 翻開這本小小的書 潔西克勞斯(Jesse Klausmeier)文; 蘇西李(Suzy Lee)圖; 徐也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23 露露去遛狗 茱蒂維斯特文; 藍史密斯圖; 李美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30 思路決定財路: 巴菲特神秘俱樂部 張玲玲改寫; 江志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747 跳吧!跳跳 瑪格莉懷德(Margaret Wild)文; 菲雅布萊伍(Freya Blackwood)圖; 王欣榆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54 聽見了嗎? 蓜島伸彥文.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61 大象去哪兒? 五味太郎著;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78 禮多怪不怪 麥當諾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85 聖誕節從沒下過這麼多雪 布凱兒文.圖; 阮若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792 惡之書 宮部美幸文;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08 我就是做得到! 威希特文.圖; 洪翠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15 媽咪有多好? 達利B文; 安嘉拉茉(Roberta Angaramo)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22 白色驚喜 寶拉麥卡夫(Paula Metcalf)文; 瓊生艾莎(Cally Johnson-Isaacs)圖; 梁若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39 爺爺我愛你 瑪塔艾德絲(Marta Altes)文.圖;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46 心的房子 金熙靜文; 張琪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53 跟著林肯去飛行 藍史密斯(Lane Smith)文.圖; 梁若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60 小薏養了一隻小烏龜 高鶯雪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77 忍者三小豬 柯莉史瓦茲文; 桑塔特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84 和兒子一起長大 威希特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891 奧莉薇: 再見夢幻公主 伊恩福克納(Ian Falconer)文.圖; 郝廣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07 摩天大戰 傑曼諾(Germano Zullo), 阿貝婷(Albertine)文.圖; 阮若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14 不行! 瑪塔艾德絲文.圖; 梁若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21 古飛樂 唐娜森文; 薛弗勒圖; 郝廣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38 爸爸別急著說晚安 馬修拉瓦(Mathieu Lavoie)文; 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圖; 徐意筑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45 古小樂來了 唐娜森(Julia Donaldson)文; 薛弗勒(Axel Scheffler)圖; 郝廣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52 你再大,我也不怕! 菲莉珮文.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76 不要吧,小乖! 克里斯霍頓文.圖; 徐意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3983 牛要去哪兒 利雅君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3990 白熊的內褲 Tupera tupera文.圖; 梁若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03 大方柏大力 唐娜森文; 薛弗勒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10 寶寶搜查隊 摩卡摩卡! 康蒂寧文.圖; 曹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4027 世界屬於你 雷卡多(Riccardo Bozzi)文; 薩諾莉(Olimpia Zagnoli)圖; 王欣榆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34 最美的微笑 蒙塔娜文.圖; 張語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41 走路去巴黎 克雷恩文;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72 眼睛 齊米雷絲卡文.圖; 丁海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89 囧偵探提米費悟: 落漆事件簿 史蒂芬帕帝司(Stephan Pastis)著; 劉嘉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26 路 瓦倫提尼(Pia Valentinis)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33 老鼠娶新娘 張玲玲文; 李漢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40 橋 瓦倫提尼(Pia Valentinis)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57 虎姑婆 王家珍文; 王家珠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64 2隻眼睛? 露西 菲莉克絲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71 吹泡泡 提諾飛達斯(Tino Freitas)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88 鬆餅先生! 大衛威斯納(David Wiesner)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195 不可以偷我的月亮! 理查伯恩文.圖; 董家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01 當你不在的時候 瑪麗亞賀塔文.圖; 董家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25 最要好的朋友 菲利浦貝哈文.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32 書的國度 布赫茲(Quint Buchholz)文.圖; 張莉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49 我的城市是什麼顏色? 墨克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63 旅館開,錢進來 郝廣才文; 朱里安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294 好鼻師 鄭清文文; 劉瑞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00 多喵快樂 唐娜森(Donaldson)文; 薛弗勒圖; 郝廣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17 落花生 許地山等文; 陳啟宗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4324 這本書吃了我的狗! 理查伯恩文.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31 龍阿蠻 唐娜森文; 薛弗勒圖; 郝廣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48 愛會找到你,不管在哪裡 南西.蒂爾曼(Nancy Tillman)著;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55 有一座森林 艾莉莎葛茵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79 噓!我們有個計畫! 克里斯霍頓文.圖; 陶樂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386 戲在不言中: 用歡笑點亮黑暗的卓別林 伊莎貝拉文.圖; 劉嘉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4393 巨人和春天 郝廣才文; 王家珠圖 五版 精裝 1

9789861894409 為了你做什麼都可以 貝里諾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416 我們相親相愛 米津祐介文.圖; 桃樂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4423 老人與海 海明威文; 伊莎貝拉圖; 劉嘉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430 選我! 高木利文; 安嘉拉茉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454 跳舞吧老鼠 郝廣才文; 塔塔羅帝圖 五版 精裝 1

9789861894461 兔寶寶怎麼叫? 卡麗韋斯頓文; 理查伯恩圖; 賴芳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478 媽咪有多好?(繪本版) 達利B文; 安嘉拉茉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4485 今天 佚名文; 下田昌克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178 風,往哪個方向吹?: 綠能環保救地球 郝廣才文; 塔塔羅帝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185 雪地的小太陽 崔西科羅伊文; 蘇菲奧索普圖; 賴芳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192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理查伯恩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208 夏天的規則 陳志勇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215 要做國王的人 吉卜林文; 麥克努雪夫圖; 董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5222 童話大搜查 曹以琪文; 胡耶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260 誰能比我快 蒙塔娜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277 月之龍 黛安雪登文; 蓋瑞布萊茲圖; 王彥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284 願我如星君如月 云倩文; 白蒂莉亞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291 紅色小跑車 諾爾頓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07 我是推土機! 三浦太郎圖.文;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14 說到做到! 尚樂洛文; 馬修莫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21 什麼圓圓圓上天 林蔚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38 如果我是一本書 何賽雷崔亞文; 安德烈雷崔亞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45 界線 許育榮[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52 下午茶,有規定 黛克蔓文; 坎伯圖; 王彥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69 紅色小跑車: 瑪莎拉蒂傳奇 越湖信一, Octane , 日本版編輯部文; 瑪莎拉蒂 100周年頁, 越湖信一攝影; 張玲玲, 洪裕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376 火車頭 布萊恩.弗洛卡文.圖; 王在德, 李婯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383 我如果沒有你...... 史瓦琳, 羅拉薩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06 如如不在了 潔爾諾文;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13 今天: 每天打開一道門: 1-6月 郝廣才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20 今天: 366天,每天打開一道門: 7-9月 郝廣才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44 燃燒的星空: 梵谷 梵谷圖; 徐孝貴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451 如果我們的愛是本書 史瓦琳, 羅拉薩文.圖; 李咨誼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68 猜猜我是誰? 王宇珊文 ; 安嘉拉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75 瑪格麗特的聖誕節 德佳丹文; 布蘭雪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482 國王的寶貝 李易林文; 尹芳吉伯, 丹尼納諾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5499 城城的糖盒子 王雅菁文; 黃淑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505 硬碰硬,看誰強 賴云倩文; 卡思特提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512 不能多也不能少 賴羽青文; 瓦狄米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529 我思我問 喬斯坦賈德文; 艾金杜薩金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536 別鬧了,強強 彼得卡內瓦文; 亞曼達法蘭西圖; 李易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543 當熊遇見熊 安東尼布朗文.圖; 黃鈺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5550 哈囉!你要什麼? 安東尼布朗文.圖, 黃鈺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5567 大象大,有多重? 賴羽青文; 桑提妮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574 金幣沒有在這裡 王宇珊作; 費雷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581 果帝的海洋 田島伸二文; 拉瑪墘圖; 高微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598 渴望自由的翅膀 文生梵谷文; 何雷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604 矮靈祭 薇薇夫人文; 唐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642 卿須憐我我憐卿: 千古情詩選 郝廣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659 只願君心似我心: 千古情詩選 郝廣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666 好不好,誰知道? 賴云倩文; 胡耶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5673 刷牙,牙不痛! 儘田峰子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2283 愛是愛情的愛 郝廣才文; 妮可麗塔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2399 藍斯.阿姆斯壯 克莉絲汀(Kristen Armstrong)文; 沈慶瑜譯; 夏布羽圖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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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送存冊數共計：151

書林



9789574455164 Victorian fancy: exploring and sampling Shu-Fang Lai[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06 New move ahead: 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 Nicholas Sampson[作] 其他 1

9789574455812 Let's get flying: 劍橋兒童英檢模擬試題: Flyers Joel Laughren著 其他 1

9789574455829 華裔學生與華語教學: 從理論、應用到文化實踐簡瑛瑛, 蔡亞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836 Unsettling spatialities: politics, positions,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Yu-yen Liu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843 陳黎詩集. II: 1993-2006 陳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850 The edge of the island Chen Li 平裝 1

9789574455867 身心合一: 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 菲利普.薩睿立(Phillip Zarrilli)作; 林見朗, 白斐嵐, 馬英妮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874 回應他者: 列維納斯再探 賴俊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881 Resources for teaching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Wenli Tsou, Shin-mei Kao[編] 平裝 1

9789574455898 語言與翻譯 李明, 盧紅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904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5, IELTS test pratice bookAndrew Guilfoyle[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5928 清代陳季同<>手稿校注 (清)陳季同著; 沈岩校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935 花與淚與河流 陳克華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942 English for campus and everyday life 丘榴霞, 雷卡洛, 張世娟合著 其他 1

9789574455966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gertrude stein's work: sainthood, mysticism and superstitionChifen Lu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980 紙上放映: 探看臺灣導演本事 王昀燕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997 故事創作Tips: 32堂創意課 耿一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000 All about spring The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56017 All about summer The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56024 All about fall The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56031 All about winter The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56048 All about books The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56055 All about pets The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56079 大街 辛克萊.劉易士(Sinclair Lewis)作; 張先信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086 現代漢語 程祥徽, 田小琳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093 觀看.書寫: 建築與文學的對話 鮑贊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erc), 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作; 姜丹丹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109 凹凸詩稿 魏振恩著 平裝 1

9789574456116 臺大心.外文情 王敏昌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123 書就是書 珍妮.柏恩侯特文字; 莎拉.威爾金斯插圖; 蘇正隆譯 精裝 1

9789574456130 環保英文: 替代燃料 Saddleback Educational Publishi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6147 環保英文: 水資源保育 Saddleback Educational Publishi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6154 All about transportation Highlights[編] 平裝 1

9789574456161 All about rain Highlights[編] 平裝 1



9789574456178 All about clothing Highlights[編] 平裝 1

9789574456185 All about amusement parks Highlights[編] 平裝 1

9789574456192 All about camping Highlights[編] 平裝 1

9789574456208 All about music and dance Highlights[編] 平裝 1

9789574456222 忘恩負義: 亞美文學中債臺高築的女兒 寧喬艾玲(erin Khue Ninh)著; 黃素卿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239 環保英文: 有機生活 Saddleback Educational Publishi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6246 口哨先生 瑪格麗特.瑪西(Margaret Mahy)文字; 凱文.畢夏普(Gavin Bishop)插圖; 賴嘉綾譯精裝 1

9789574456253 為什麼雞不會笑 喬伊.考利(Joy Cowley)文字; 凱文.畢夏普(Gavin Bishop)插圖; 謝靜雯譯平裝 1

9789574456260 魯拜拾遺 奧瑪珈音(Omar Khayyam)原著; 梁欣榮譯著; 薩伊迪(Ahmad Saidi)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277 環保英文: 全球暖化 Saddleback Educational Publishi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6284 環保英文: 資源回收 Saddleback Educational Publishi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6291 時間與美的律動: 江自得詩集英譯 江自得原著; 鍾榮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307 看見臺灣原生植物 陳文彬著; James Friesen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321 Nation,Ethnicity,and the theatre in transforma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stageHsin-yun On[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338 文化越境與跨界書寫: 多語言與多文化文本的「翻譯」廖詩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345 醫學檢驗英文情境對話 白小俐, 楊靜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352 牙體技術英文情境對話 楊靜愉, 黃永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369 放射科學英文情境對話 白小俐, 文謙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376 護理英文情境對話 文謙益, 楊靜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420 Writing the new: Aesthetic expres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anadian literatureMin-hsiou Hung[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437 新空間.新主體: 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視野 林建光等作 平裝 1

9789574456437 新空間.新主體: 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視野 林建光等作 平裝 1

9789574456437 新空間.新主體: 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視野 林建光等作 平裝 1

9789574456444 Graded grammar exercises Y. C. Chai, Andrew Cribb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56451 Graded grammar exercises Y. C. Chai, Andrew Cribb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56475 翻譯、文學與跨文化復育: 中.英.日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廖詩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482 表演必修課: 穿梭於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探索 姚坤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499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digital language portfoliosWu, Rouh-jii[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512 大學用了沒? 吳岳霖等作; 蔡慶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65682 惡運少女的地獄日記 塗鴉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3

耕林



9789862865699 舞傾城. 3, 危機之舞 金鉑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05 史上最鬧穿越之冤家駕到 冰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12 一世莫愛 惜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65729 三世泣戀 惜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65736 二世啞情 惜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65743 絕世女天師. 2, 神器之印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50 妃毒不可. 5, 人上人,非常人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67 天縱二部曲. 1, 華麗麗回歸之路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74 舞傾城. 4, 分離之舞 金鉑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81 惡姊當家. 1, 以惡服人 風滿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798 絕對零度. 4, 判官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04 E小調的寂寞協奏曲 輕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11 怪案研究室. 2, 科學金頭腦是也乎 蕭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28 伊人難為二部曲. 5, 來偷挖寶就KO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35 天縱二部曲. 2, 王者甦醒,威武!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42 魔法學院. 6, 噬魂之火 珍妮佛.艾絲黛普(Jennifer Estep)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59 天縱二部曲. 3, 強者要有強心臟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66 舞傾城. 5, 重生之舞 金鉑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73 御人. 卷一, 本小姐就是王法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80 惡姊當家. 2, 女大不中留 風滿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897 絕世女天師. 3, 神魔封印 楓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03 墮天使與吸血鬼騎士 凱瑞琳.施柏克(Kerrelyn Spark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5910 妃毒不可. 6, 前世因,今世果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94006 釣魚臺是「臺灣囝仔」? 溫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65818 原來數學家就是這樣想問題: 掌握五個元素讓你思考更有效愛德華.柏格(Edward B. Burger), 麥可.史塔博德(Michael Starbird)著; 吳國卿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165955 讓顧客永遠是對的! 哈利.曼寧, 凱莉.博丁作; 王復芸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信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閃亮文化



9789866165962 一出手就獲利40%: 陳榮華價值百萬的技術分析 陳榮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5979 公司要賺錢,成功企業默默在做的3大法則 麥可.雷諾(Michael E. Raynor), 蒙大茲.阿曼德(Mumtaz Ahmed)著; 許瑞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217697 飲食密碼 黃建勳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8410 從法律新聞學法律 鄧湘全, 呂嘉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427 超速吸收國中數學攻略 劉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434 WOW!字彙源來如此. 生活篇 丁連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441 找對醫師吃對藥 劉大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458 跟著法官學法律 王國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465 民法: 親屬繼承 黃碧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218496 法諺120 雍宜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8502 超FUN世界地理 金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519 超Cute文化故事 紫云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533 別懷疑!50音其實可以這樣背 潘東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8564 啃原書的英文寫作 崔鎔燮作; 陳冠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8571 瞬間理解英文閱讀 陳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588 一看就會的韓語拼音 陳慶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859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1, 出動,CSI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59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1, 出動,CSI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01 遇見鈔票 莊銘國, 卓素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8618 中學生物理高分的關鍵祕笈 陳大量, 鍾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49 中學生化學高分的關鍵祕笈 陳大為, 蘇仕, 蘇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56 數滿地 李光淵文; 徐奭根圖; 邱敏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218700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2: 無所懼的偵察隊 高喜貞文字;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731 民事訴訟法 林家祺, 劉俊麟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22 輕鬆搞定公寓大廈 劉孟錦, 楊春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8946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3, 隱藏事件的真實面目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84 跆拳道: 競技品勢 陳雙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127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4, 神秘事件的復活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257 從便利貼女孩到職場女達人 鍾莫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29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5, 漸漸浮出檯面的罪犯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書泉



9789861219431 小小科學家. 1, 神奇的人體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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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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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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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219899 看不見的食安風暴: 基因改造食品 江晃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899 看不見的食安風暴: 基因改造食品 江晃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05 處理不動產你不可不知的刑事風險 邱政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12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7, 神秘事件的始末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47 好看護的第一本速查手冊(中印對照版) 林秀英, 何美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9776 國際商展完全手冊 李淑茹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923 每個孩子不一樣 趙海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06050 西方社會思想史 尼斯貝(B. Nisbet)作; 徐啟智譯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577306142 從黃河到矽谷 朱啟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159 詮釋人類學: 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 林徐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18479 八松庵詩集 李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5503 圖說傳說時代夏.商.西周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10 圖說春秋.戰國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27 圖說秦.漢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34 圖說三國.兩晉.南北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41 圖說隋.唐.五代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58 圖說宋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草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9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冠



9789869145565 圖說遼.西夏.金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72 圖說元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89 圖說明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96 圖說清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323 港口國監督程序. 二〇一一年 周和平, 周明道編譯 平裝 1

9789869080330 管理級船舶構造 周和平, 周明宏, 周明道編著 平裝 1

9789869080347 求生技能與艇筏操縱 周和平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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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9044 老師的口袋笑話書. 第一輯, 老師好幽默 史瑞刻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9051 老師的口袋笑話書. 第二輯, 我好喜歡上課 史瑞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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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8007 滄海樓詩詞鈔 陳滄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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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43003 故人故事: 我的告白 王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2601 氣球娃娃機 Tomohiko Higu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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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氣球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耕書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朗素園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倫悅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29161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Student Book Jeff Wen, Sarah Wang[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429178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Workbook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429185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Student Book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429192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Workbook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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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61550 3指按摩法: 不用記穴位,立刻找到病痛療癒點 柳本真弓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574 修正力: 戴勝益給年輕人的47個生存法則 戴勝益口述; 李采洪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27 一秒變美人 李明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65 是你讓工作不一樣: 創造影響力的5個改變配方 大衛.史特(David Stur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796 一分鐘超強記憶法: 超過130萬人見證,大小考試、證照檢定、識場進修通通搞定!石井貴士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19 跪婦女神婚姻奮鬥記: 待夫育兒療癒級mur mur 領銜人妻衝衝衝李蒨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33 李光耀回憶錄: 我一生的挑戰 李光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40 孤獨的人一定要吃飽 張佳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57 我相信.失敗 陳文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895 設計師的餐盤風景 包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32 跟著五味太郎一起畫故事 五味太郎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87 神奇健走力!數十萬網友見證: 最小7歲，最老70歲!每天走,三個月就改善健康!劉玉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07 為何會拿好人卡?: 老僑的七堂愛情管理課,翻轉你自以為是的愛情觀!老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21 這樣教工讀生: 90%的工作都有人做到好 岡本文宏著;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45 十二月十日 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52 密室裡的竇加 B. A.夏皮羅(B. A. Shapiro)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69 向貓咪學習生活哲學 李周禧作;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76 雜憶與雜寫: 楊絳散文集 楊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83 巨匠的技與心: 日本三大料理之神的廚藝與修練小野二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090 往事並不如煙 章詒和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2106 往事並不如煙 章詒和作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2113 伶人往事: 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章詒和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2120 伶人往事: 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章詒和作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2137 這樣事和誰細講 章詒和著 二版 平裝 1

海豚鳥美語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報文化



9789571362144 這樣事和誰細講 章詒和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2151 日本推理小說家教你看透人生內心戲: 打破框架、拆解懸案的100個生活思考森博嗣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168 牡丹情緣: 白先勇的崑曲之旅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2182 牡丹情緣: 白先勇的崑曲之旅 白先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62199 偶然聽到的話 長岡弘樹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05 向陽處的謊言 長岡弘樹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12 洗澡之後 楊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29 心戰三國.孫權 陳禹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36 在光影中看見美 胡毓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43 穀療: 吃對主食不生病 黨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50 異數: 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作; 廖月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2267 APP世代 霍華.嘉納(Howard Gardner), 凱蒂.戴維斯(Katie Davis)著; 陳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74 歡迎光臨性愛百貨店 劉黎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81 我在西藏曬靈魂: 單車穿越喜瑪拉雅的試煉之旅劉士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298 洗澡 楊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2304 神聖懶鬼的冒險 森見登美彥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11 重回生命咖啡館 約翰.史崔勒基(John Strelecky)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28 巴黎街頭有什麼時尚?!26項平價基本款打造法式女人魅力米澤YOKO作; 李宥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35 烏龍院動物星球. 1, 恐龍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42 第4消費時代: 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 三浦展(Miura Atsushi)著; 馬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59 15分鐘,6週練出王字肌!: 1對啞鈴、聰明3餐,精壯實型男健身術車志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66 天空之境: 火地島到加勒比海的南美長征 羅的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73 書本也參戰 茉莉.戈波提爾.曼寧(Molly Guptill manning)作; 陳品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80 開放資料大商機 喬爾.葛林著; 李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397 賈永婕婚紗愛情故事 賈永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03 心戰三國.司馬懿 陳禹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10 我是你的男人: 李歐納.柯恩傳 西爾維.西蒙斯(Sylvie Simmons)著; 陳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27 大學微微疼 微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34 野火 丹尼爾.伍卓(Daniel Woodrell)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58 凱瑟和她的小說世界 蘭波.羅威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65 自然律例: 地瓜餐創始人的養生之道 陳堅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72 酒療 黨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89 都是大腦搞的鬼 謝伯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496 半場無戰事 班.方登(Ben Fountain)著; 張茂芸譯 新版 平裝 1



9789571362502 練習當好命人: 別再為小事抓狂系列全新改版 理察.卡爾森(Richard Carlson)著; 朱恩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19 藏在銀行VVIP室的富豪祕密: 貼身觀察3,000位億萬富翁後,發現的34項致富思維掛越直樹作;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26 面對: 民進黨菁英的兩岸未來 童振源, 李曉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33 One day in paris: 帶你慢遊巴黎 One Day In Par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40 如何用大數據強化人才力?: Google、星巴克、Whole foods都在用的解碼管理法則塞格爾(Leerom Segal)等著; 陳玉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57 鍛鍊你的職場計算力!掌握34種數字公式,提升效率,業績翻倍!小杉拓也作; 吳佳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64 你的價值比你的同事高多少?: 頂尖工作者必須面對的48個難題羅伯.洛蘭德.史密斯(Robert Rowland Smith)著; 黃美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595 血親 凱莉.布雷菲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01 貓事大吉 心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18 從此工作不傷心: 二大名師教你突破壓抑成就自我的36道心法石詠琦, 石賜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25 危光之火: 藍 貝瑟妮.赫根(Bethany Hagen)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56 食療 楊淑媚, 蔡昆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63 臺北蝸居夢想家: 青春不會停,勇氣不會少,我的夢想永不停歇Anderson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70 別再吃進癌症: 拒絕假食物,遠離經皮毒,打造不罹癌的好體質西恩.大衛.科恩(Sean David Cohen)著; 錢基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17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溫洽溢, 吳家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2731 孩子,你還會愛我嗎?: 寄不出的40封信 劉北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62 哀傷浮游. 2, 沒有名字的人們 黃色書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79 戰山風情畫 克萊兒.韋依.瓦金斯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786 記那些波光與映像: 李鴻源人生隨筆 李鴻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818 中山學報. 第三十四期 中山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002 遇見.五色鳥: 五色鳥劇團紀實 蕭春緣等文字撰稿; 曾淑卿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3811 禪宗祖師經典集 平裝 上集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安祥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7

高市中山學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五色鳥愛鄉協會



9789868933828 禪宗祖師經典集 平裝 下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6609 高雄市雅風水墨畫學會 傅振東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3443 臺灣草根微光: 莊德成作品集 莊德成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0307 寶來綠色寶藏: 四季野花果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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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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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4602 黃雅蘭の新娘魔髮 黃雅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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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141865 書包外的秘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等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道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蘭亭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創造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新浜碼頭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來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雅風水墨畫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709 玄帝三十六天將 沈武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9347 一生的夢想 尹淩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193 濤聲依舊 沙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09 香道與應用 一明山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16 蚊俠的奇幻之旅: 縱橫於人類的現在和未來 知性知欣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30 杏花盛開之後之杏花雨 盛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47 跳動 陸林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61 帶疤修行 宋健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78 謝雪紅的真面目 李克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85 養正園的躁動 童昌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292 百病回春 蔡敬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08 枝與葉 鄭書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15 心靈守望 李南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22 夢或現實 文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39 波西米亞之歌 黃真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353 公有論 宋哲民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20377 公有論 宋哲民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20360 公有論 宋哲民著 第一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2801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執照(實務一+觀光資源概要)陳安琪, 吳欣怡等編輯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875281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執照(實務二) 陳安琪, 吳欣怡等編輯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875283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導遊篇 陳安琪編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8752849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領隊篇 陳安琪編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8752887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導遊篇 陳安琪總編輯 四版 其他 2

9789868752894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領隊別冊 陳安琪總編輯 四版 其他 2

978986908480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零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馬跡庫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84094 以西結書、但以理書 肯尼思.史蒂文森(Kenneth Stevenson), 邁克爾.格拉普(Michael Glerup)主編; 林梓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117 詩篇1-50篇 克雷格.布萊辛(Craig A. Blaising), 卡門.哈丁(Carmen S. Hardin)主編; 李安琴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124 詩篇51-150篇 昆廷.維素舒密(Quentin F. Wesselschmidt)主編; 林梓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230 知識的傷痕: 從新約到路德與十架約翰的靈修學史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作; 鄧元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247 上帝的混沌理論: 在變動中賜予新生命 巴恩斯(M. Craig Barnes)作; 林鳳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261 痛苦的奧祕: 一場思辨之旅 魯益師(C. S. Lewis)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278 問出好問題: 讓青少年愛上查經的提問法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308 父親,最榮耀的名字 佘亞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346 21世紀神學事件簿: 如何在多元處境下做神學? 謝木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0607 實用英語人才培育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李慧嫺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40614 「國際創新服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2第一屆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商管學群等作 平裝 1

9789868840638 The amazing ancient fishes Silverster Liou[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8840676 羨魚. 張舸作品集 張舸作 平裝 1

9789868840676 羨魚. 張舸作品集 張舸作 平裝 2

9789869129411 創新整合服務研討會. 2014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商管學群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9428 環境科技管理與災害防救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柴希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4029 約會啟示錄 Stark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環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愛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894 My first piano adventure: 芬貝爾預備級鋼琴教材: 鋼琴教本B 邁向五線譜Nancy Faber, Randall Faber[作] 其他 1

9789869165907 My first piano adventure: 芬貝爾預備級鋼琴教材: 習作本B 邁向五線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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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5488 見證228 楊碧川文字撰寫; 潘小俠照片攝影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004 成就每一個孩子: 人文-開展天賦的有機體學校 人文親師編輯團隊聯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36761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 104學年度 黃璀娟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778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04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4918 太平洋區域年鑑. 2014-2015 邱達生主編 平裝 2

9789869084918 太平洋區域年鑑. 2014-2015 邱達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41662 噓-祕密 侯雯琪等撰文; 市政府社會局,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蘆洲少年福利中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2841679 百欄無懼: 青少年社工之四口聯談 侯雯琪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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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文適性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燕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二八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3933 Foreign to family: the journey to my root Pai, Li-Fang等[編]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99490 安家 安邦 新公園 熊鵬翥, 鄭韻伶主編 其他 2

9789578899490 安家 安邦 新公園 熊鵬翥, 鄭韻伶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84982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試題彙編. 103年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509 春暉30週年專刊 陳美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4751 熊熊家族: 認識正義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家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768 小魚潔西: 認識隱私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775 動物管理員: 認識責任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戴玲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782 泡泡伯與菲菲: 認識權威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家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52791 苦雨戀春風: 青年鍾肇政初戀情書集 鍾肇政作; 張良澤, 高坂嘉玲編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啟能基金會春暉啟能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帝門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721 a selection of LOUIS WU 吳敏興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7738 Shih Yung Chun 陸蓉之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2191 人間行腳. 選輯十一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201 平安人生. 選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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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4593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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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0152 古壺之美 黃健亮編撰 精裝 卷7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73769 金身合璧.佛光普照: 河北幽居寺佛首捐贈紀實曁佛塔寶藏藝術展釋如常主編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3776 金身合璧.佛光普照: 河北幽居寺佛首捐贈紀實曁佛塔寶藏藝術展釋如常主編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9042 慈濟年鑑. 2014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059 慈濟年鑑. 2014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39066 慈濟年鑑. 2014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陽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3957 王鐸.傅山選粹 吳國豪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78444 電動車安全入門 尤建勝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454 正念0到一億: 賴建川的沸騰人生 賴建川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6658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2014 Mignonne Man-jung Chan etc.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2307 閱讀 新.奇.美: 奇美博物館典藏欣賞 財團法人奇美博物館基金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2314 奇美典藏主題精選: 基督教繪畫 于禮本, 蔡敏玲, 徐鈺涵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321 Highlights of the chimei collection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0143 舊城區的藝聲x異生: 城中藝術街區 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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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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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7226 歷史建築蔡合源宅第復舊整修 林志崧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9710 馬達檢測實驗室規劃報告 顏聖展, 蔡修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4907 悅讀臺灣三字經 王石鵬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18311 放生儀軌 懺雲大師編撰; 南林尼僧苑,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9705 南港藝文人才增值培力計劃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9019705 南港藝文人才增值培力計劃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516855 財產保險. II, 汽車、工程、責任及其他保險 楊誠對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英才文教基金會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旺臺環境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1808 人生的最後一哩路,你該知道的事(簡體字版) 夏荊山作 平裝 1

9789869181815 人生的最後一哩路,你該知道的事 夏荊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5303 良圓: 唐獎獎章暨證書設計競賽成果專刊 吳依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205 陳春上作品集: 油畫.水彩.水墨 陳春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64567 親子愛不礙: 大樹養成計畫. 2014 陳育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9939 黃仁電影之旅 黃仁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04519 重塑美麗伊甸園!: 基督信仰對生態倫理的看法 戴文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526 校長的真心話 張輝道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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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唐獎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148 笑果: 有笑就有效的養生笑功 徐采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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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68108 魯賓來,歡樂跟著來! 林羿翧, 謝依伶故事撰寫; 謝依伶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5568115 潘妮露思二重唱 林羿翧, 謝依伶故事撰寫; 謝依伶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516350 如何帶一隻恐龍搭電梯? 張文亮著; 陳玉嵐繪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26 豹與蟒 沈石溪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577516855 當鱷魚遇到貓熊 方素珍著; 吳嘉鴻繪 1版 平裝 1

9789577517340 再見小童 林世仁文; 南君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388 寶貝小禮物 曹俊彥文.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395 時光小學: 爸爸,不住在我家 王文華著; 王秋香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18 偷故事的人 許榮哲著 一版 平裝 2

9789577517456 思想貓的私房英國旅記 桂文亞作; 湯舒皮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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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7463 思想貓的英國學堂手記 桂文亞作; 湯舒皮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63 思想貓的英國學堂手記 桂文亞作; 湯舒皮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470 喜歡安靜的阿泥 任小霞等著; 南君等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548 親愛的壞貓先生 桂文亞文; 裴小馬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562 彼得潘: 百年經典圖文全譯版 詹姆斯.馬修.貝瑞(James Matthew Barrie)著; 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éban)繪; 葛窈君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579 牧羊豹 沈石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7609 蘿拉的藏寶圖 陳貴芳文.圖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91104 牽手藝情 擁抱世界 侯幸君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陳錦芳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橄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語日報

中國信徒佈道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05851 綺麗的海祥: 陽明海運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優勝作品成果專輯. 2014第五屆朱統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5868 綺麗的海祥: 陽明海運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優勝作品成果專輯. 2014第五屆朱統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6102 親子音樂樂園 音樂夢想國Music Wonderland研發團隊文; 米腸駿圖 其他 上冊 1

9789868866126 環遊世界音樂歷險. 上冊 音樂夢想國Music Wonderland研發團隊文; 米腸駿圖 其他 1

9789868866195 以企業架構為平臺建構互聯政府 Pallab Saha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007 音樂學習園地 Hermia Chen總編輯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069014 音樂學習園地 Hermia Chen總編輯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79809 我可以改變: 讓自己的生命發光 李怡志撰稿 平裝 1

9789868079809 我可以改變: 讓自己的生命發光 李怡志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1254 被火紋身的烙記: 高燦興雕塑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1261 墨池飛出北溟魚: 江兆申書畫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1278 觀看的自在: 鄧南光鏡頭下的視點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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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3243 蔬食好料理: 創意食譜,健康美味你能做! 吳黎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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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岡興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喜瑪拉雅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2834 萬和宮媽祖鎮殿330週年慶活動紀實 廖志濃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71539 落實民主,停建核四: 林義雄禁食行動紀實 慈林教育基金會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79812 大器.遇合: 楊英風 吳靜汸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6224 和耶穌一起去上班: 整合信仰與工作 韓藍迪(Randy Hain)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231 愛無疆界: 卡羅.歐巴尼首位為SARS犧牲的醫師 文森.瓦拉格納(Vincenzo Varagona)著; 江國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815455 乾隆潮: 新媒體藝術展導覽專刊 平裝 1

9789575815486 新興市場數位發展機會特輯: 行動應用發展現況與機會劉佳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14 資訊產業年鑑. 2014年. 資訊工業篇 洪春暉等作; 資通產業年鑑-資訊工業篇編撰小組編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745 全球行動媒體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 行動媒體消費現況與商機探索陳泱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52 全球行動媒體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 行動行銷創新服務案例與模式分析楊政霖, 簡祐延, 陳泱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69 全球行動媒體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 行動出版學習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簡祐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76 全球行動媒體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 行動影音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陳泱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83 全球行動媒體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 行動遊戲發展趨勢與新商業模式分析丁鴻裕, 陳泱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790 新興軟體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 虛擬資源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翁偉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06 新興軟體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 巨量資料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翁偉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林教育基金會



9789575815813 新興軟體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 行動資安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展業機會翁偉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20 新興軟體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 穿戴運算技術發展趨勢與臺灣產業機會翁偉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37 東協新興五國IT發展趨勢與商機特輯: 資訊產品商機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44 東協新興五國IT發展趨勢與商機: 軟體與服務商機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51 東協新興五國IT發展趨勢與商機: 通訊產業商機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5868 東協新興五國IT發展趨勢與商機: 總體環境概況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6425 經濟動物運送從業人員之人道運送講習手冊. 103年廖震元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39822 越南100問 王一煥等作 平裝 1

9789868539822 越南100問 王一煥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3446 六朝三唐僧伽詩鈔 梵輝, 靈傑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4686 臺北好藝術年報. 2014 倪重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2552 藝術家們在TAV 吳達坤總編輯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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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善理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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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6137 蒙福的抉擇: 從誡命起首: 申命記靈修信息 劉群茂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3483 紙上談澄心,到底行不行?: 澄心Focusing操作手冊王銀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33181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 看見神在寶座上、按著意象走天路、心存敬畏跟上神的旨意、務必在凡事上認定基督、竭力追求,儆醒得勝江守道等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3075 這就是神的工作: 神工作的真實性質、無愧的工人、摩西,神的僕人守住所信的道江守道等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2912 Taiwan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847919 二０一五年藍眼淚の春. 馬祖篇 二０一五年藍眼淚の春編輯組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305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文教基金會專刊. 第8屆林宏澤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161305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文教基金會專刊. 第8屆林宏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61305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文教基金會專刊. 第8屆林宏澤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建更生保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高工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國際社區基金會

士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97337 遠雄本心 李偉麟等採訪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397484 一切漏經及注: 巴中校譯與導論 莊博蕙譯著; 香光書鄉編譯組編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3416 看見兒少(CHILDREN): 家扶基金會兒少福利服務年刊. VOL.4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026150 少年讀三國: 黃煌雄品評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黃煌雄品評 精裝 1

9789573026150 少年讀三國: 黃煌雄品評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黃煌雄品評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319 全能神教會末後的方舟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8974326 認識神的聲音才能跟上神的腳蹤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8974333 凡不能認識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人永遠不能進天國(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8974340 凡不能認識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人永遠不能進天國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8974357 跟隨羔羊唱新歌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8974364 跟隨羔羊唱新歌(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8974371 全能神教會末後的方舟(簡體字版)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8974388 國度時代: 基督的發表《話在肉身顯現》選篇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8974395 國度福音: 經典神話選編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004 抵擋全能神遭懲罰的典型事例(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028 國度時代: 基督的發表《話在肉身顯現》選篇(簡體字版)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035 得勝者的見證. 第一輯(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光書鄉



9789864320042 國度福音見證問答(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059 各宗派首領被神話語征服的鐵證(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066 生命進入的經歷見證. 第一輯(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080 識破撒但的詭計才能站住見證(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097 國度福音: 經典神話選編(簡體字版)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103 認識神的聲音才能跟上神的腳蹤(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127 聖靈引導人歸向全能神的見證(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141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 認識神之路. 上(簡體字版)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172 神的話語見證神的顯現與神的作工: 考察真道一百題問答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196 揭露解剖大紅龍的謬論與惡行. 第一輯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02 揭露解剖大紅龍的謬論與惡行. 第二輯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19 揭露解剖大紅龍的謬論與惡行. 第三輯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26 揭露解剖大紅龍的謬論與惡行. 第一輯(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33 揭露解剖大紅龍的謬論與惡行. 第二輯(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40 揭露解剖大紅龍的謬論與惡行. 第三輯(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57 為蒙拯救信神: 必須追求真理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64 接受順福神的作工才是最有福的人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71 接受順福神的作工才是最有福的人(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88 國度福音講道專輯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295 國度福音講道專輯(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01 國度福音見證問答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9789864320318 得勝者的見證. 第一輯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069991 肉豬: 一本肉豬生長、健康及行為管理的實用指南Mark Roozen, Kees Scheepens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 黃玉明譯 平裝 1

9789868958401 從仔牛到女牛: 年輕牛群的育成管理實用指南 Jan Hulsen, Berrie Klein Swormink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 黃玉明譯平裝 1

9789868958418 屠宰從業人員畜禽人道屠宰講習手冊. 102 廖震元, 許宗賢作 平裝 1

9789868958432 乳房健康: 最佳的乳房健康管理實用指南 Jan Hulsen, Theo Lam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譯 平裝 1

9789868958449 經濟動物運送從業人員之人道運送講習手冊. 102年廖震元等作 平裝 1

9789868958456 蛋雞 Monique Bestman等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臺灣動物科研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99051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中英對照版)吉恩.夏普(Gene Sharp)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399075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中英對照版)吉恩.夏普(Gene Sharp)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399082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中英對照版)吉恩.夏普(Gene Sharp)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399099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中英對照版)吉恩.夏普(Gene Sharp)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399068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吉恩.夏普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21108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吉恩.夏普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21115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吉恩.夏普著; 蔡丁貴翻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21122 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 終結獨裁政權或其他壓迫之行動: 延伸閱讀吉恩.夏普著; 蔡丁貴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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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3578 俄羅斯正教靈修與宗教思想: 十五世紀後概況 劉錦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585 羅馬的方濟和亞西西的方濟 勃福(Leonardo Boff)著; 李純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3592 基督教會歷史辭典 聖經學院出版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7071 兒童百節金句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7088 信心的探索 宋泉盛著; 林弘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7718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 中央銀行業務局編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94114 公共工程常用植栽手冊. 第五輯 李佳龍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票據交換所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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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7703 溯行鹽水溪: 尋訪水中精靈 吳首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7710 臺南奇緣四千年 尤志揚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07146 成長的校園: 當代教育模式的基進選擇 Lois Holzman作; 陳惠雯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408 實驗工程量測不確定度分析: 基礎與實務指引 古瓊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0026 丹青風華: 臺灣鴻禧美術館藏十九世紀中國繪畫(簡體字版)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205 寬恕 張東秀總編輯;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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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5521 成功的故事: 沒有母親,就沒有未來 伯特.海寧格(Bert Hellinger)作; 張睿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5538 來自疾病的訊息: 系統排列輔助醫療案例 史蒂芬.豪斯納(Stephan Hausner)作; 朱明玉, 馬心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寧格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禧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導航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營建發展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樹谷文化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15659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本通 蘇秦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6274 David Copperfield Charles Dickens作; Grace Po-ting Fang改編 平裝 1

9789868756281 On the job. 1, English for success in life and work Joe Henley作 其他 1

9789868756298 On the job. 2, English for success in life and work Michael Mccollister作 其他 1

9789869168304 On the job. 3, English for success in life and work Guy Redmer作 其他 1

9789869168311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Mark Twain原著; Yu-Miao Yang改編 平裝 1

9789869168328 英檢聽力模擬測驗及解析. 2 楊慧珍, 黃瀞儀合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40771 大道問. 上部 黃培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46950 木乃伊傳奇: 埃及古文明特展 林宜標總策畫 平裝 1

9789868546967 木乃伊傳奇: 埃及古文明特展導覽手冊 林宜標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37706 瘋狂達利: 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奇藝國際文化公司撰稿 精裝 1

9789868837713 女人.小鳥.星星: 米羅特展 吳長育主編 平裝 1

9789868837720 蒙娜麗莎500年: 達文西傳奇 Carlo Pedretti等作 平裝 1

9789868837737 蒙娜麗莎500年: 達文西傳奇導覽手冊 鄭治桂作 平裝 1

9789868837744 蒙娜麗莎500年: 烏菲茲美術館珍藏: 達文西傳奇Carlo Pedretti等作; Laura Correggioli等翻譯 平裝 1

9789868837775 夢我所夢: 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臺灣站高雄站圖錄陸蓉之撰文 平裝 1

9789868546912 黃金旺族: 內蒙古博物院大遼文物展 蔡玫芬, 林天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藝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浩興



9789866371684 12堂越南語必修課程: 陳凰鳳越南語教學 陳凰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691 太神奇了!MEGA日語輕鬆學 <>兆豐語言學習與旅遊諮詢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707 12堂泰語實用會話 張君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840022 我們 尤金.薩米爾欽著; 殷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039 美麗新世界 阿道斯.赫胥黎著; 吳妍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046 醉枕江山. 第肆部. 卷1, 瘋狗 月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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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0190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著; 吳妍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251 轉學生的惡作劇: 穿越時空找回勇氣的成長冒險旅程喜多川泰著; 劉姿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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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0374 孫子兵法商學院 田口佳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381 沒人敢說的戰爭史: 袁騰飛犀利話一戰(1914-1918年)袁騰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04 夜間遠足 恩田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11 韓流7日排毒瑜伽操: 10分鐘瘦全身,達到微有氧、強化肌耐力、淨化臟器的神奇效果!郭智惠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28 醉枕江山. 第五部. 卷2, 上官婉兒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35 醉枕江山. 第五部. 卷3, 帝都亂象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66 4-13歲親子互動體操: 孩子轉骨長高、媽咪瘦身苗條!具滋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73 醉枕江山. 第五部. 卷四, 殯天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480 醉枕江山. 第五部. 終卷, 太平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03 行動沙拉吧!玻璃罐食譜: 風靡巴黎、東京、紐約新食感,預先做,隨時吃,口口鮮脆又健康!若山曜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10 行動下午茶!玻璃罐甜點: 風靡巴黎、東京、紐約新食感,超可愛,零失敗,口口甜蜜又幸福!若山曜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27 超簡單!人體素描一學就會 托瑪.偉恩(Thomas Wienc)著; 程俊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34 第一年,最珍貴!0-1歲育兒日誌 野人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541 散策╳手帳 Chloe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558 伸展臺女王賈西亞的100件經典時尚單品 妮娜.賈西亞(Nina Garcia)著; 呂方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0572 中國金融史3000年. 上, 從西周封建經濟到唐朝盛世真相陳雨露, 楊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626 少爺: 夏目漱石半自傳小說,日本國民必讀經典 夏目漱石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8275 淨土宗特色述義 慧淨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82054 賣火柴的小女孩 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252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 study of EFL learners’ comprehension in phrasal idiomsYing-Ying C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2269 Developing Taiwanes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 study of college EFL learners’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idiomsYing-Ying C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2528 祕密花園 Frances Hodgson Burnett原著; David Desmon O'Flaherty改寫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641 隱形人 Herbert George Wells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726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3必勝字彙 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887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 Lev Nikolaevich Tolstoy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2924 俗辣英文俚語特搜 Lili Amanda Cru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979 好學日本語 池畑裕介, 橋本友紀, 葉平亭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3143 國際專業飯店前檯英語 Robert Majure作; 江彗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167 新多益GO!(聽力閱讀)金鑰試題2000題 Kwon, Oh-Kyu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198 新多益頻出字彙1200. 中高級 L. A. Stefani作; 王佳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204 新多益聽力必勝戰技 金大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242 狠強圖形記憶50音(標準手寫字體版) 葉平亭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3266 高中英語聽力A級特訓: 全真模擬試題20回(最新題型版)Laura Phelps等作; 丁宥喧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273 專業醫護英文 梁淑娟, Adrian Maskery作; 劉嘉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303 科學斷八字: 邏輯思考輕鬆學命理 黃冠寰, 江幸芬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310 國際專業餐飲英語 Robert Majure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1849713 國際專業餐飲英語 Robert Majure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1849706 新多益閱讀必勝戰技 Kim Dae Kyu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334 高中英單7000魔術記憶: 從字首字根記憶英文單字Edward Vince著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3358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測驗全練習. 基礎篇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作 ; 丁宥暄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365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測驗全練習. 進階篇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著; 丁宥暄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372 Win!新多益聽力1000題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作; Gina Wang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402 一指神通日本遊: 旅遊日文 游淑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426 Breaking news English!a complet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English newsTim Ferry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6

淨土宗



9789863183440 Learn Smart!狄克生片語這樣背(完全解析版) Matt Coler作; 李盈瑩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457 英語聽力檢定技巧強力訓練 Chris Cleary著; Gina Wang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471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5(文法攻略＋50回文法模擬題)雙書版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488 日夜間部大學入學考試英文科閱讀測驗試題的歷史演變: 民國45年-民國100年董幸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495 Enjoy your stay: English for the hotel industry 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501 挑戰新多益閱讀滿分. 2, 模擬試題1000題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作; 林育珊, 蔡裴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518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4(文法攻略+50回文法模擬題)雙書版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525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N3(文法攻略+50回文法模擬題)雙書版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3532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1, Level 1-2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5848 生活中的啟示(第十二-十五輯合集) 淨元導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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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43298 GIS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2015 方耀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08474 你今天愛自己了嗎?: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青瓷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481 有一種愛情,相伴到老: 婚前婚後愛情保衛戰 張申申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498 感謝生命,我還活著: 學會享受生命的過程 胡潤生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504 沒有不可能,只有受限的心: 超越苦難的生命智慧方品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70 飛越生命的地平線: 放大格局,突破生命的侷限性史榮新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70 飛越生命的地平線: 放大格局,突破生命的侷限性史榮新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87 學會生命要教會我們的事: 轉換心境,改變逆境的智慧劉勃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87 學會生命要教會我們的事: 轉換心境,改變逆境的智慧劉勃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94 江湖險惡,你要學會生存之道: 向動物學逆境求生術鄭書旻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894 江湖險惡,你要學會生存之道: 向動物學逆境求生術鄭書旻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00 像向日葵那樣活著: 啟動正能量的神奇力量. 上 道格拉斯.盧爾頓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地理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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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送存冊數共計：35

梵心



9789866008917 放手做,勇敢要,不怕失敗: 啟動正能量的神奇力量. 下道格拉斯.盧爾頓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924 擁有,不一定是真幸福: 62個讓心自由的生活法則劉勃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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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16506 重讀臺灣: 人類學的視野: 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林淑蓉, 陳中民, 陳瑪玲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155 王室與巨賈: 格雷欣爵士(1519-79)與都鐸王朝的外債籌措賴建誠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434255 府城文學地圖 王貞元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0291759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 second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Yeong-Bin Yang et.al 其他 2

9789860342895 Proceedings of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s of virtual realityYu-Cheng Lin, Shih-Chung Jessy Kang 平裝 2

9789860350449 Multiple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towards a humanist critique of modernityOliver Kozlarek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490 Southern Hokkien: An Introduction Bernhard Fuehrer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0568 Asi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in an Inter-regionalist ContextHungda Su[作] 精裝 2

9789863500582 殖民統治與「青年」: 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陳文松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599 理由轉向: 規範性之哲學研究 謝世民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29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年鑑. 2013 沈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36 臺灣客語語法導論 賴文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643 臺湾に生まれ育つ臺日国際児のバイリンガリズム服部美貴著 精裝 2

9789863500698 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 理念、現況與展望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0704 Translating Culture: Late-Victorian Literature into ChineseIsaac Yue[編] 平裝 2

9789863500711 性平等論爭麥金儂訪臺演講集 Catharine A. MacKinnon著; 陳昭如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728 自由.平等.植民地性: 臺湾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制度の形成山本和行著 精裝 2

9789863500735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 Chun-Chieh Huang[作] 精裝 2

9789863500742 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 張秀蓉編註; 邱鈺珊等譯 修訂初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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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3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一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7715 G6瑞濱藝術與品格教育營成果冊. 2014.01 葛傳宇主編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829 新北市市定古蹟「淡水重建街14號及16號街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周宗賢計畫主持人; 袁明道共同主持人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82751 話說淡水(中文英文對照) 吳錫德編著; 吳岳峰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768 話說淡水(中文日文對照) 吳錫德編著; 李文茹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775 話說淡水(中文法文對照) 吳錫德編著; 詹文碩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782 話說淡水(中文俄文對照) 吳錫德編著; 馬良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799 話說淡水(中文德文對照) 吳錫德編著; 張福昌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805 話說淡水(中文西班文對照) 吳錫德編著; 陸孟雁, 福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836 當東方遇到西方,領導統御核心智慧: 道、術、勢、法瞿有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843 論中國夢 翁明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850 On China’s Military Rise Ming-Hsien Wo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2444 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2015 王銓祺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12406 文化與空間管理. 三 孫臺義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歐亞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32

臺灣藝大國際紅豆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2312 紅袍戰記 周俊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329 情商100%私藏教育 楊定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367 機械褓姆的飛行標記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374 好媽媽會反思: 與其責備,不如給他機會 楊定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04 塔羅牌驅魔師 雪原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11 一段不用感悟就能看懂的故事 葉儀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28 物理有意思: 你知道怎麼製作水果電池嗎? 程杰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35 溫米與玩具兵 氣泡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42 爸媽請用正確的態度打造孩子的末來 蔣佑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59 因為看淡,所以幸福: 100則心靈溫馨小品 葉儀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66 旗魚王 溫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73 生物有意思: 原來指甲是死掉的細胞 程杰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80 生活簡簡單單,幸福平平淡淡 葉儀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497 海居少年: 人魚祕境 夏嵐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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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3356 聽西洋歌曲,學生活美語! 邢珮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43370 看電影學英文: 大明星教你說英文,輕鬆學習零壓力(戰地琴人)吳季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43387 看電影學日文: 最輕鬆有趣的日語學習書(囧男孩的異想世界)蘇思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43394 看電影學英文: 大明星教你說英文,輕鬆學習零壓力(BJ單身日記)黃彥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0109 看電影學英文: 大明星教你說英文,輕鬆學習零壓力(BJ單身日記2:男人禍水)王弘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0116 看電影學英文: 大明星教你說英文,輕鬆學習零壓力(畢業生)邢珮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0123 看電影學英文: 大明星教你說英文,輕鬆學習零壓力(停機40天)陳羿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0130 看電影學日文: 最道地生活化的日語學習書(螢火蟲の墓)林倩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0147 跟著西洋情歌學英文: 增加學習英語樂趣有效提升英文聽說讀寫能力邢珮珮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得昇多媒體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青年日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4793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9789865814793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9789865814809 孝經研讀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5106 捷若的故事 捷若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7027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葉美玉, 林惠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546 老年護理學 李昭螢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7553 幼兒教保概論 陳琪雯等編著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560 家庭教育. 2015年版 簡志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577 飲料與調酒(2015版) 吳皇珠, 黃金堂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591 高齡者長期照護活動設計手冊 李翠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607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郭靜宜, 陳千蕙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614 餐旅服務. 2015年版 蘇芳基, 林雅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7621 餐旅英文與會話 陳文隆, 鄭淑鳳,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67638 整體造形設計畫 洪月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778594 難教的男孩長得好 太田敏正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716 移動城市. 1, 致命引擎 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891 超級奶爸養成術 太田敏正著; 陳盈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952 百變博士. 9, 串聯世界的電子 郭英直著; 珠賢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捷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雪明講習堂



9789861778969 百變博士. 10, 勤勞不懈的原子 崔美華著; 阿米巴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02 閃耀光芒的法式優雅守則 蘇莉達.布哈維, 茱莉耶特.杜馬思著; 謝孟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188 腎臟病 飯野靖彥著; 郭寶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270 銘刻於心的賢者格言 植西聰著; 吳俞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287 瘋多肉！跟著多肉玩家學組盆 劉倉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294 日本,我來了!: 留學、遊學、打工全攻略 吳寧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00 女性多重高潮 謝明德, 瑞秋.卡爾登.亞伯姆斯合著; 陳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17 不要立刻回覆 email 若林雅樹著; 吳芷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24 揮別不孕 輕鬆當媽媽 李世明, 李熙麗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31 小鬼富翁 大衛.威廉作; 東尼.羅斯繪;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55 貓咪心理學: 分析貓咪的習性、本能與溝通方式,深入探討貓咪的內心世界武內由加利監修; 陳艾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62 犯罪搜查心理學 越智啟太著;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379 東京晴空塔的祕密(圖解版) fRecca-Sha Corp.編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09 芬蘭式不責罵孩子的教養: 利用五大規則養出自主思考的小孩班.傅爾曼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30 開始遊日本說日語 吳乃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9447 巫婆牙醫 大衛.威廉著; 東尼.羅斯繪; 張妙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54 人體解剖學 竹內修二監修;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61 多肉植物圖鑑 梁群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78 變得有錢養成術 千田琢哉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485 驚人的蜆力 蜆力研究會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22 在睡前一讀就能消除你壞心情的26個法則 中村将著; 洪慕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39 改變世界的夢想家 朴成哲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46 狗狗心理學: 分析狗狗的習性、本能與溝通方式,深入探討狗狗的內心世界。水越美奈監修; 李敏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53 意樓春深與宜樓掬月: 鹿港慶昌家族續探 李昭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28 新北登山小旅行 晨星自然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76124 中級複試必考模擬試題: 寫作&口說 解答本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131 中級複試衝次模擬試題: 寫作&口說 解答本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常春藤有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8317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28個樂活慢跑計畫 瑪麗.玻賀葉(Marie Poirier)著;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插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423 一眼看懂英文句型 尹相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430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日常生活英文會話 侯毅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447 登大人的轉骨增高逆轉術 寧小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454 新日檢N1答得快,考得上: 快狠準進化增訂版 小池多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461 新日檢N2答得快,考得上: 快狠準進化增訂版 小池多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478 新日檢N3答得快,考得上: 快狠準進化增訂版 小池多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485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日文五十音 費長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492 新日檢N4答得快,考得上: 快狠準進化增訂版 小池多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508 新日檢N5答得快,考得上: 快狠準進化增訂版 小池多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522 不是權威不出書: 英文名師教你征服7000單字 李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2294 生命的曠野 蔡富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00 兩岸企業勞資管理的5把鑰匙 董峰如, 董峰豪, 吳錦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17 人生一步步,決斷一瞬間 陳賢民口述; 戚文芬採訪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24 有家雜貨店 楊珮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2331 邁向下一個臺灣: 老總的兩岸手札 黃齊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8553 臺灣人看大陸.大陸人看臺灣: 兩岸徵文選粹 戎撫天總編輯; 旺報企畫編選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378584 動漫透視鏡 余曜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48 紫微斗數正本清源 許耀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55 電眼美睫魔法書 Angel, Terisa, 王思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379 媽祖的囝仔: 大甲鎮瀾宮跨世代傳承 陳榮裕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614388 員工管理與人才培訓 孫英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395 人才管理的五大法則 陳正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24 英雄無悔: 一個偵察機飛行員的故事 龍隨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31 詩情畫意: 祖孫詩畫合集 周行易詩; 周天悅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商訊文化



9789573614548 地溝油幽默文集 唐其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55 臺灣劇史沉思 徐亞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62 中國戲曲研究的新方向 王璦玲, 王靖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79 五嶽民間傳說之研究 丁肇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86 詩經、訓詁與史學 洪國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593 青樓名妓李師師 唐有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09 嚴厲的征子 黃希文, 王啟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1547 凱撒軍團東征中國之謎 高耀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895623 Y thuc ve suc khoe(越南文版) Th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5894 劉國松師生展. 2015 劉國松等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5536 手繪旅行日和: Fanyu的臺北、東京、巴黎手繪生活日記Fanyu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93 辭職旅行的意義：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化成更好的人上田莉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03 史丹利沖繩不能停 史丹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66010 史丹利前進石垣島 史丹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27 手繪京都日和 林凡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34 言花 魏如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3822 高血脂症: 心血管疾病的殺手 臺灣血脂衛教協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3839 打造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破解肝病終極密碼 高嘉宏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荷軒新藝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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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128 為什麼跟著我 陳芳怡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0128 為什麼跟著我 陳芳怡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0135 在森林裡 陳芳怡作.繪 一版 精裝 2

9789868990142 馬戲團 陳芳怡作.繪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495030 不同凡響: 培養孩子問題解決的能力 陳龍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047 有容乃大: 如何激發孩子EQ潛能 陳龍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5054 心中有愛: 如何教孩子孝順及感恩 陳龍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525 中華民族共同始祖: 黃帝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532 道德經作者: 老子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549 中國歷史上最強的CEO: 蕭何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556 從<>談魏晉風流 高志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587 大謀志誠: 司馬懿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670930 宋美齡與中國 石之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70930 宋美齡與中國 石之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73672 破冰: 資深新聞人蘇玉珍的報緣與球緣 蘇玉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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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1391 新眼光讀經: 生命的活水 周克修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47872 Ji-tong kang-to chip 陳光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清涼音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商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涼世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4483 54歲遇到愛 陳亮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7134 麥森藝正瓷妍: 真情傳藝永恆璀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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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3368 Daily lives: Using pictures to speak english 薛珍華, 劉窕娟, 陳婉青作 平裝 1

9789868723375 國中英語會考保證班: 閱讀測驗. 基礎篇 齊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41382 太極傘: 武與舞的本體覺POWER 周延陵等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1388 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梁哲豪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495844 綠島因緣 胡子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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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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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寧大學健康休閒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2

啟聖



9789579591874 道路交通安全設施 徐耀賜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14984 雙面陷阱 S. J.華森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08834 中亞之心.烏茲別克 郭麗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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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6105 實用高中歷史題庫寶典 杏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6112 引航高中歷史總複習. A 岑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6129 引航高中歷史總複習. B 岑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39406 蜂趣拼字樂. Starter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9413 蜂趣拼字樂. Level one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9420 蜂趣拼字樂. Level two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9437 蜂趣拼字樂. Level three 王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909 英文寫作高分指南. 基礎篇 溫宥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916 英文寫作高分指南. 應用篇 溫宥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930 英文寫作高分衝刺. 基礎篇 溫宥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947 英文寫作高分衝刺. 應用篇 溫宥基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溝通能力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教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臺灣分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992 多益普級高分教室 張秀帆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55410 我的第一堂多益課. 入門篇 張秀帆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7487 給初學者的第一堂韓語文法課 李明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920 我的第一本日語學習書 Communication日文研究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77951 學自然發音不用背(QR碼隨身學習版) Dorina編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25580 ZenQ禪的生死智慧 吳文正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406 人居 居仁: 陳燦榮建築師事務所作品集 沈菲比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54944 羅馬書臆探 周紀祥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6917 一個老KANŌ的回憶: 大林之子劉萬來自敘 劉萬來著 平裝 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燦榮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藝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禪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58658 6個符號考英檢. 中級 仲華著 1版 其他 1

9789867858672 文法快讀 仲華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7858689 為什麼英文能很快學好 仲華, 邱于紋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7858696 6個符號看懂全世界英文 仲華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508 看見水世界 洪銘德, 鄭博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1593 青薔. 3, 身世 傾城之戀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991609 青薔. 4, 殺機 傾城之戀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849818 民間玩具 孫欣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9630 羅漢行功法 許禹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746 湯氏拳術: 防身劍棍凳術 湯吉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753 湯氏拳術: 軍用槍刀鏢術 湯鵬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791 內家拳步法: 武林真相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07 傳統楊式太極拳習練指南 黃仁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329814 武當趙堡太極拳技擊秘訣 李萬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821 武學書館聞藝錄. 3, 臺灣漢留武學理法解析 劉康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景文科大旅遊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人希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山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5

華人世紀



9789866599309 臺灣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林佳蓉, 原友蘭, 黃幸玲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8131 3D角色感性設計策略與遊戲設計實務研發解析 王振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353 清代詩經的草民音樂風 林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377 小人物傳奇的體驗與啟示. 21 趙新吉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2905 集郵彙報. 中華民國104年 郵文聯誼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172912 珍稀臺灣: 臺灣變異郵品圖鑑. 1888-2014 張建濱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45313 實用俄語入門 張文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528 遊程規劃: 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 陳瑞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535 遠東科技大學2009-2010年國際發明展得獎作品專輯遠東科技大學創造力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577845542 遠東科技大學2011-2012年參加國際發明展得獎作品專輯遠東科技大學創造力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577845603 觀光餐旅產業概論 駱俊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610 宴會管理與行銷規劃實務 駱俊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634 社會保險 謝淑慧, 黃美玲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7845658 華語詩詞輕鬆學 王上嘉等編著; 林振興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696 21世紀生活禮儀 馮美瑜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368 觀光餐飲服務業管理 彭美玲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40 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研究 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64 旅遊糾紛與緊急事件處理: 解析旅遊契約、糾紛案例探討、緊急事件處理劉惠珍, 陳怡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71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 初/中級 王正光, 黃永全, 鍾任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71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 初/中級 王正光, 黃永全, 鍾任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88 資訊管理: 從業務流程的角度探索資訊系統 陳冠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788 資訊管理: 從業務流程的角度探索資訊系統 陳冠州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郵文聯誼會



9789577845795 参與就業學程經歷與就業力關聯性之探討 陳妙香撰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801 旅館房務管理實務 吳勉勤, 吳武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825 休閒活動企劃與設計 鍾溫凊, 曾秉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832 行銷學概要: 國際化視野 鄭紹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863 便利導向之課程設計與實踐 湯國斌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3188 Little Red Hen Joshua Hsi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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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871671 國文應考手冊 黃清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871688 數學領航講義. B 謝立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871695 數學領航講義. C 張式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871701 國文統測大亨通 行時中, 江晴編著 平裝 1

9789867871718 國文應考手冊 楚珩, 方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871725 高職國文必讀文選 陳慈炘, 徐邑芬, 黃挹芬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871732 數學領航講義. A 林秋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871749 數學領航講義. C 張式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871756 數學領航講義. B 謝立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871763 數學C總複習講義 黃俊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770 數學總複習講義. B 林均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794 高職國文必讀文選 陳慈炘, 徐邑芬, 黃挹芬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5142 孔子這樣說: 精選儒家經典200句 沈智, 王德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40 人文經濟學: 數學白癡也能懂的經濟學 茅于軾, 芩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64 藥是怎麼發明的,以及它們怎麼治好你的病 高宣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71 孟子這樣說: 精選孟子經典200句 沈智, 張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1

普生數位科技



9789865805395 紫微斗數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25 開運姓名學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32 詩無邪: 精選詩經200句 沈智, 張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449 手相開運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17 老子這樣說: 精選道家經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46268 成功,就從改變開始: 沈嶸魔法助你一臂之力 沈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7035 我的料理小時代: 60道最幸福的烘焙 凌尒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35574 親情不走調.不走調的親情 甘信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922393 隨著火車去旅行: 中國紀行 孫廣文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09 早安巴黎。午安倫敦: 歐洲之星雙城記 彭欣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16 歡迎來巴西!BEM-VINDO 謝佩珊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23 放假去離島!金門馬祖輕鬆玩 鄭紹成, 高于歡, 胡丹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30 四國.瀨戶內海: 跳島旅行中 米多力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447 沖繩自助超簡單 彭欣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海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喜羊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企



9789865636173 選擇與放棄: 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時捨棄會更好 唐汶著 其他 1

9789865636203 輕鬆學做人: 巧妙的52個成功心計 聶小丹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93604 迦密甘霖 謝順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893611 耶和華忿怒的杯酒 張天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893628 對觀福音書 林獻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7893635 信徒喪葬手冊 賴英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893642 但以理書 楊約翰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7893659 迦密甘霖 謝順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893666 馬太福音釋義 蔡梅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673 杏樹枝: 創世紀.出埃及記 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680 杏樹枝: 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697 民數記 謝溪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7893703 獨一真教會 張福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710 通古今之變 蕭時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727 究天人之際 蕭時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734 教會的先存與神安排的救贖 陳勝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893741 小先知書. 2,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謝溪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82980 韓語單字萬用小抄一本就GO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122 輕鬆!簡單!窈窕沒負擔!今年夏天最熱門的瘦身方法王凱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221 瘦身大拼圖,拼出最適合妳的王道減肥法! 王凱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238 連小學生都會的國民韓語基礎句型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245 史上最強日檢N4文法+單字精選模擬試題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290 國民韓語會話大全集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313 日語關鍵字一把抓 雅典日研所企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320 這句話韓語怎麼說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337 史上最強GEPT全民英檢(中級): 閱讀&寫作完全破題張文娟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腓利門



9789865753344 心態對了,成功就不遠了 潘沅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351 教養孩子,沒那麼難 張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368 菜韓文. 基礎實用篇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375 把腦袋換掉: 培養全新創意思考能力 潘沅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382 英文單字只要會這些就夠 許純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0236 魔法手工巧克力 王傳仁, 魏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43 100%無奶蛋素西點 陳明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50 一起吃素早餐 梁瓊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267 跟著客家媽媽學做粿 黃春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5412 望春風.四季紅: 盧易之的臺灣民謠改編曲 盧易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429 圓舞曲之「黃金年代」: 十九至二十世紀鋼琴圓舞曲之詮釋研究楊千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0719 健康就要這樣吃: 60道有機元氣早餐+點心 翁湘淳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737 大哥哥、大姐姐,請看看: 我們很棒!: 14個特殊教育的心路故事,點亮社會的角落張慧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3389 益生菌與機能性發酵乳製品 陳明造等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斐亞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棉花田生機園地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雅事文化



9789868753396 食物過敏症的基礎 陳明造, 陳懷群, 陳凱群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527 圖解懂得裝糊塗,才會更幸福: 別讓自己不快樂的45個「幸福危機分」綠豆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534 圖解別怕扣錯第一顆鈕釦: 只要及時發現,永遠有機會重來一次唐納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14352 給英久的29封信: 29堂經濟入門課程 林佐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0501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二0一四 高惠芬, 江明澤, 陳明珠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7048 教育評鑑: 創意取向 林劭仁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67097 The risk strategies from reinsurance to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and financing in current law林昭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17334 會撒嬌的女人更幸福: 聰明女人幸福一生的30個秘訣白珈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17396 別讓妒火燃燒: 巧用嫉妒心理守護自己的愛情、事業和人際關係陳迪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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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南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就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金學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易書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喬林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38393 命運好好玩. 面相篇 南宮雅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524 睡覺,學問大: 改善睡眠品質的睡覺書 安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60 這樣玩遊戲會開發腦力變聰明. 2: 越玩越聰明的好玩遊戲付簡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77 操控心理學. 2, 心理操縱與反操縱 靳會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84 看穿男人,就看明白了幸福 柯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691 讀透女人,就讀懂了世界 柯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07 說話心理學: 好說歹說看你怎麼說 張笑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14 八分滿的幸福學 何大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38 男神心理學: 讓人喜歡與愛你的67條策略 佳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45 女神心理學: 讓人喜歡與愛你的66條策略 佳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52 說話心理學. 2, 魅力說話100招 田超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69 活用厚黑學、妙用潛規則 起銘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776 戀愛心理學: 成功婚戀60招 鄭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92985 共和大業 金冲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08 馬英九蔡英文關鍵攻防大解碼: 臺灣2012總統大選雙英對決實錄蕭展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15 馬英九蔡英文經典宣傳大解密: 臺灣2012總統大選雙英對決實錄蕭展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39 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新周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46 醫與醫院: 個案說故事 韓揆, 蔡維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60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吳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77 中國人應知的文學常識(插圖本) 韓高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84 大宅們之魯蛇集團 Stone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1291 淘寶成功大解密 賣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3609 漢代學制研究 姜維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3623 中國人應知的成語常識(插圖本) 吳桐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無限出版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華品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8256 我可不這麼想 佐野洋子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263 當我們撞上冰山: 罹癌家屬的陪病手記 瑪莉安.考特斯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20487 英單不必背得多!2000字搞定80%的日常交談 鄭瑩芳, 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86894 自動化集郵年刊. 第8期 楊敏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16558 完全圖解!老外365天都在用的生活單字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9473 消失千年的祕數術: 西洋八字 巫婆Q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80 低頭便見水中天: 股票軌跡道盡一切 劉明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497 半紙人生 何元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527 雙鍵和鳴 龔濟民, 方仁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0704 魂圖之龍息. 壹 neleta作 平裝 1 1

9789869160711 魂圖之龍息. 貳 neleta作 平裝 2 1

9789869160728 魂圖之龍息. 參 neleta作 平裝 3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無限迴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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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6139 日本生活一番: 茫茫留學之路一把罩 菁英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756146 四季日本語 菁英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第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756153 四季日本語 菁英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第1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756160 四季日本語 菁英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第1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756177 四季日本語 菁英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第1版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82013 北島相遇 陳意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14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80則贏家說話之道 張笑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21 灣岸餐桌 鄭凱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938 流浪基因 吳毅平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6600 博伽梵歌靈性釋義 維亞薩(Vyasa)原著; 邱顯峯翻譯暨講述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6617 勝王瑜伽經詳解(簡體字版) 邱顯峯翻譯暨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6624 哈達瑜伽經詳解 斯瓦特瑪拉摩(Sva'tma're'ma)梵文原著; 邱顯峯翻譯.講述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136631 哈達瑜伽經詳解(簡體字版) 斯瓦特瑪拉摩(Sva'tma're'ma)梵文原著; 邱顯峯翻譯.講述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6648 老子道德經與瑜伽心法 邱顯峯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101 幸福的原力: 找到一生幸福的正能量 相澤勉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51118 鬼嬰. 1, 鬥蠱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51125 鬼嬰. 2, 鬼符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51132 鬼嬰. 3, 迷蹤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51149 鬼嬰. 4, 失魂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喜悅之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夏出版

送存冊數共計：3

菁英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凱特文化創意



9789869051156 鬼嬰. 5, 只想做鬼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51163 鬼嬰. 6, 妖鬥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51170 鬼嬰. 7, 幻境 陳向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62251 懂得自制成就未來競爭力 高飛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62268 關門弟子是個寶. 1, 往事 蘇素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62275 關門弟子是個寶. 2, 重逢 蘇素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62282 行銷36計: 不花一毛錢環遊世界 陳霆遠, 韓謹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062299 騎往春天的自行車 李銘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09 改變人生的33種覺醒 史都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30 龍之花嫁. 1, 變身 蘇素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47 龍之花嫁. 2, 危機 蘇素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54 吟唱靈魂的瓦片 柳迦柔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61 綢緞,是微涼的 雪小禪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78 穿越孤獨看到花開 聶小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085 生命因挫折而精采 問道, 羅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115 且以空杯默對繁華 老范行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122 與其等待死亡不如創造奇蹟 李康宇, 韓謹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146 人間自有真情在 楊麗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177 直覺力: 心靈澄淨與自在的秘密 李瑟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207 成就一生的資本: 追求財富、成就自我 余卓桓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214 我的快樂天堂: 香格里拉 傑森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221 祈禱的療癒力量 慕容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290 盛田昭夫商學院: 解開SONY永續經營的成功密碼蘭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13 跟著佛陀學快樂 慕雲居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20 讓幸福自己靠過來 陳美如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44 每天都能開心一點點: 給大忙人的生活心理學 王艷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368 霸氣馬雲: 永不放棄的創業教父 謝殘陽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20930 賞味臺灣鐵路弁当 吳昆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筆特思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021476 編織幸福: 35件溫柔手感の寶貝手織服 川路祐三子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83 簡單.時尚.好好穿!: 37件鉤針編織的優雅風可愛手織服川路祐三子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11 人氣拼布設計師の手感生活BAG: 38款實用定番拼接圖形手作包: 一次學會肩背包、側背包、手提包、大托特包!Boutique社著; 苡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28 初學拼接圖形の最強聖典!一次解決自學拼布的入門難題: 超詳細基礎教學x36個必學圖形x配色實作練習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苡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35 親手作の簡單優雅款白紗&晚禮服 Boutique-sha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59 花藝x法式布盒: 手作25款精品級法式布盒 ビジャ一香代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66 手作人の私藏!青木和子の庭園花草刺繡圖鑑BEST.63青木和子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73 法式少女風の色彩x布料遊戲: 29個自然味手作包&波奇包日本VOGUE社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80 氣質手作.珠繡緣飾Lesson One: 刺繡x串珠x晶亮花樣130全圖解愛藏版CRK design, 遠藤安子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03 小王子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021810 手作人最愛の英式優雅風!簡單可愛の皺摺繡布作Smocking.24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41 你應該知道的99個整形真相 陳瑞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58 女孩打鉤鉤!糖果色花漾織片の可愛小物大集合了戒かずこ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65 休閒&聚會都ok!穿出styleのmay me大人風手作服: 一次學會上衣.洋裝.裙子.褲子.背心.包包.配件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72 玩顏色.鉤花樣: 精選織片156款 岡本啟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889 現在開始學幽默: 賴淑惠的幽默生活哲學 賴淑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1896 打造夢幻系居家雜貨好簡單!Tilda's北歐縫紉好時光布作集: 實用提袋x手作服x布小物x家飾用品精選80+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02 Stitch刺繡誌: 手作人の刺繡熱: 記憶裡盛開の花朵青春: 可愛感花朵刺繡x日雜系和風刺繡VS優雅流緞帶繡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吳思穎, 張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19 Coser必看のCosplay手作服x道具製作術. 2, 華麗進階款日本Vouge社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26 身心靈健康之寶: 董事長的生命智慧哲理 張廣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33 秀惠老師の甜蜜口金小花園: 拼布職人の口金包美麗日記周秀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40 感動服務的19堂實踐課 劉永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57 半夏玉荷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64 八字時空洩天機(火集): 獨創命理算學,一探千萬事物成敗變化太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21971 棉x麻x帆布: 自由車縫&手織32款拼接包 青木惠理子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88 俏皮裝可愛!女孩最愛の鉤織口金包 愛線妞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995 格子教你作自然好用的100款手工皂&保養品 格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2008 斉藤謠子のLOVE拼布旅行:最愛北歐!夢之風景x自然系雜貨風の職人愛藏拼布.27斉藤謠子著; 苡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15 Cotton friend手作誌: 秋天の柔和系定番手作服.以色彩喚來秋意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簡子傑,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22 好作又好穿.外出+居家都實穿的洋裝&長版上衣Boutique-sha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39 自然系手作Best.25選: 發覺素材美の混搭風手作包金子真穗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46 Stitch刺繡誌特輯. 2, 完全可愛のSTITCH人氣繪本圖案100: 世界旅行風x手感插畫系x初心十字繡日本ヴォーグ社作; 黃盈琪,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雅書堂文化



9789863022053 e世代中餐素食乙級輔導考照 邱寶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2060 手感蕾絲&緣飾日常小物練習本 NHK出版著; 黃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77 最完美の布盒製作術: 43個超人氣實用居家手作: 牛奶盒x紙箱x厚紙板の生活素材大改造!日本ヴォーグ社作;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84 立體的呦!動手戳戳可愛又迷人の羊毛氈迷你動物: 36隻森林系x非洲野生系x北極冰上系x寵物系動物大集合!須佐沙知子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091 初學者開心織!毛線帽＆圍巾編織基本功 日本VOGUE社編著; 黃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07 青木和子の刺繡日記: 手作人の美好生活四季花繪選青木和子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14 小倉緞帶繡のBest Stitch Collection: 愛藏決定版!新手必備の基礎針法練習BOOK小倉ゆき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21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洒落有型×繽紛典雅.打造多層次穿搭的溫暖手作服!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簡子傑,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38 手套.帽子.襪子: 23款冬日小物的編織圖案&配色遊戲すぎやまと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45 不接縫.好簡單 初學者ok的輪編手織服 日本VOGUE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52 徘徊. 上卷, 獨徘徊篇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69 徘徊. 下卷, 慶豐年篇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176 荒厄 蝴蝶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22183 荒厄 蝴蝶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22190 荒厄 蝴蝶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22206 荒厄 蝴蝶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22220 Stitchの刺繡花草日季: 手作迷の私藏刺繡人氣圖案100＋: 可愛Baby風小刺繡×春夏好感系布作日本ヴォーグ社作; 瞿中蓮,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237 I LOVE LIBERTY PRINT.英倫風の手作服&布小物實業之日本社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244 活用故事力: 打造高績效A+團隊的32個成功法則張宏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251 經典愛爾蘭: 艾倫花樣手織服 日本VOGUE社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536 勇敢.用桿: 法拍屋快樂賺錢術 林廸重, 方耀慶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6591 好燙詩刊: 史詩 煮雪的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現幸福造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2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煮鳥文明



9789868943919 in髻. III 林貞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59453 白馬要來的那天 鴻鴻主編 平裝 2

9789866359460 暴民之歌 鴻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59477 出鬼 張詩勤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7334 悅讀生命科學 何杏棻編著 平裝 1

9789869037341 生理學實驗 李意旻, 何杏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570003 門市服務: 丙級檢定實戰秘笈&題庫集: 學科 郭小喬, 楊鳳美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570010 固定收益證券: 債券市場與投資策略&題庫集 謝劍平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70027 公共管理&題庫集 丘昌泰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70034 門市服務: 乙級檢定創意Q&A &題庫集 羅應浮編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7007 近代媽祖經卷文獻與鄭成功信仰資料 王見川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57335 日治時期臺灣寫真照片集 闞正宗導讀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7359 庶民的永恆: 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危丁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366 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寫真照片 闞正宗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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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9789862981658 賭場會計與財務管理 E. Malcolm Greenlees作; 許怡萍, 楊惠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757 招聘管理 丁志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771 生態旅遊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788 婚禮風格規劃概論 傅茹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795 老人身心靈健康體驗活動設計 陳美蘭, 洪櫻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801 CGM的行銷傳播策略與效果: 以遠傳電信開口說愛系列為例羅文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1981 EZ100高三選修歷史(上、下) 季子欽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400 覺察力: 神祕客服務大發現 黃正頤, 朱偉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31062 朝陽科技大學「跨域整合、學產升格」論壇暨2015第16屆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素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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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1048 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專業服務中心技術報告張子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70819 宋詞不寂寞 韓雙春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084 唐詩也風流 黃凱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091 中國古代藝人傳奇 李鳳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07 值得重溫的名著. 小說篇 王月瑞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營建工程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智全球



9789865693114 值得重溫的名著. 傳奇、傳記、詩歌、戲劇及其他王月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21 值得一讀的好書: 名家推薦 王月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38 值得澄清的概念 王月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45 值得銘記的格言 王月瑞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52 這才是真相 曹景年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69 文人的那些事 馬紅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76 無法湮滅的歷史逸聞 李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83 信不信由你 唐麗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190 藝術家的故事 劉徹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06 古物有靈 宋中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13 女巫的故事 吳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20 老虎還是貓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37 打不死的大蟑螂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44 團結就是力量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51 老帥的寶貝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68 小孩子的權利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75 誰是力氣最大的人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82 拯救跟屁蟲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299 叮叮的霜淇淋蛋糕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305 誰是小偷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693312 好奇怪的足球 大連乾豪動漫公司製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51227 鬼島 謝立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500 網拍正妹教你瘦!: 一天一部位,一週全身瘦 Ra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692 杜拜不轉機: 跟著158cm空姐一路瘋玩金沙天堂 李亭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15 原來我家這麼大!: 讓小坪數變寬敞的空間魔法, 新成屋、中古屋瞬間多10坪的舒適好宅規劃實例趙承鎮著; 徐小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22 水彩花之繪: 32種柔美綻放的花姿態,一畫就上手的透亮渲染技法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39 Dropbox不用整理的檔案整理術2: 別把時間搞整齊,60個自動化技巧改變辦公室與生活效率Pseri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46 剎有其食!: 在地人的台中隱藏版美食 小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創意市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067488 Simply talk & write Jane M. Chai[文] 平裝 4 1

9789576067495 Hey Jack!; the worry monsters Sally Rippin[作]; Stephanie Spartels[繪] 平裝 1

9789576067501 Hey Jack!; the new friend Sally Rippin[作]; Stephanie Spartels[繪] 平裝 1

9789576067518 Hey Jack!; the worst sleepover Sally Rippin[作]; Stephanie Spartels[繪] 平裝 1

9789576067525 Billie B brown: the cutest pet ever Sally Rippin[作]; Aki Fukuoka[繪] 平裝 1

9789576067532 Billie B brown: the deep end Sally Rippin[作]; Aki Fukuoka[繪] 平裝 1

9789576067549 Billie B brown: the missing tooth Sally Rippin[作]; Aki Fukuoka[繪] 平裝 1

9789576067556 Simply talk & write Jane M. Chai[文] 平裝 第5冊 1

9789576067563 法語初學手冊 張慧娟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6067570 Hey Jack!: the lost reindeer Sally Rippin[作]; Stephanie Spartels[繪] 平裝 1

9789576067587 Hey Jack!: the circus lesson Sally Rippin[作]; Stephanie Spartels[繪] 平裝 1

9789576067594 Hey Jack!: the scary solo Sally Rippin[作]; Stephanie Spartels[繪] 平裝 1

9789576067600 Billie B brown: the perfect present Sally Rippin[作]; Aki Fukuoka[繪] 平裝 1

9789576067617 Billie B brown: the bully buster Sally Rippin[作]; Aki Fukuoka[繪] 平裝 1

9789576067624 Billie B brown: the beautiful haircut Sally Rippin[作]; Aki Fukuoka[繪] 平裝 1

9789576067631 Simply talk & write Jane M. Chai[文] 平裝 第6冊 1

9789576067648 High Up! Grace Wang[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67655 High Up! Read Aloud Grace Wang[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67662 High Up! Read with Phonics Grace Wang[編] 其他 1

9789576067679 High Up! I Can Dolt! Grace Wang[編] 其他 第1冊 1

9789576067709 從閱讀到寫作. 生活篇 林素娥, David Doy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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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0604 擋土牆工程理論與實務 陳政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0611 道路工程理論與實務 陳政漢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70628 污水處理廠設計Modified Bardenpho法 陳政漢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敦煌畫廊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創新健康



9789869116022 文人之靈.畫者之魂 邱亞才, 于彭, 鄭在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779449 客家纏花 鄭惠美作; 陳俊興, 鄭惠美翻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9003 投資客的賺錢術 吳睿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79010 老師夫妻的家園夢碎 吳睿保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79027 過冬青蛙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034 水瀑布牆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041 迎神賽會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058 米仔麩糕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065 叛逆初期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072 姨丈來訪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089 檳榔說客 穀禾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77200 菊島行記 高紹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00912 男人女人不會說的秘密 卡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74 藝千的繪畫魔法書: 可愛貓咪系列 藝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81 巴黎不爽 陳雅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998 小資背包客遊法國: 33天21城市248個推薦景點徹底玩透甄妮, 小飯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01 扣人心弦的細膩手繪術: 15堂最美的色鉛筆彩繪課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18 扣人心弦的細膩手繪術: 15堂最有質感的鉛筆素描課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硯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椿實業



9789862101025 日本第1的營養午餐便當 辰巳出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32 親子饗宴: 200道主婦推薦的健康套餐組合 中村美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049 絕讚奇幻插畫繪製: 武器、魔獸、人物和場景等令人驚豔的著色技法大揭密中村エイト等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056 一級棒公仔插畫繪製: 超卡哇伊公仔向量描繪技法大公開廣まさき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063 汪星人潛能大開發: 狗狗馴養指南 藍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15537 幸福一瞬: OLYMPUS PEN感性寫真術 李元卓, 梁多惠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206 I [] SALAD好好吃沙拉! 金煐斌作; 牟仁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623 Android應用程式開發與設計實務 彭亦暄, 陳彥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999 新世代和你想的不一樣: 佈局80年代的戰力.操盤90年代的業績張國慶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18255 嗯!PowerPoint 2013我也會: 超實用的商務會議X風格廣告X互動導覽X影音展示X簡報綜合應用技巧即上手陳冠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279 全世界第一本寫給公務員的132招Excel必殺技 王俊詠著 平裝 1

9789862018286 英文就醬學: 英語教學達人王冠程來拯救你的菜英文王冠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309 最愛我的iMac: 徹底活用Mac OS X John Ra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415 點心世界: 來自9個國家30個城市充滿歡笑與淚水的配方多田千香子著; 廖翊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38 DSLR攝影答問通: 用87個問答一次學會相機使用與拍攝要領金株源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45 Linux指令分類速查辭典 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69 Dreamweaver CC網頁設計誌: 這樣學就會的14個互動表單XUI頁框X字體美化XCSS樣式XHTML編輯關鍵技巧吳燦銘, 鄭苑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590 正確學會App Inventor的16堂課 白乃遠, 呂國泰, 曾奕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620 Excel 2013資料分析與市場調查關鍵講座 林宏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668 愛煮粥: 經典、臺式、養生、甜點粥,輕鬆一鍋就搞定!江禾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74 一日一杯: 創造窈窕美姿的健康飲 五嘉茶韓方茶研究所著; 江依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98 手繪美好生活: 48色鉛筆的唯美創意彩繪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535 進擊的Joomla 3.3: 讓你輕鬆成為架站達人 林季嫻著 平裝 1

9789862019634 Unity 3D遊戲場景設計實務 李瑞森, 王至, 吳慧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825 Evernote雲端筆記好好玩 工作理財X旅行美食X樂活家庭一網打盡: 3分鐘筆記世界通.我的萬能個人管家茶貓武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832 Lightroom&Photoshop的數位修圖與印前活用技巧劉長儒, 白乃遠, 曾奕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849 深入理解Android核心設計思想. 應用實測篇 林學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870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陳祥輝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019887 數位多媒體概論 鄭苑鳳, 吳燦銘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2019917 SolidWorks 2015零件與組件原廠學習手冊 DS SolidWorks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博碩文化



9789862019917 SolidWorks 2015零件與組件原廠學習手冊 DS SolidWorks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924 雲端運算安全技術與應用 張尼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931 巨量資料安全技術與應用 張尼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948 Ruby on Rails自習手冊 簡煒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955 Android 5變形金剛全面進化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955 Android 5變形金剛全面進化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29069 Arduino智慧電力監控. 監控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76 Arduino程式教學. 入門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083 Arduino編程教學. 入門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13 Arduino程式教學. 常用模組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20 Arduino程式教學. 常用模組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37 Arduino編程教學. RFID模組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44 Arduino程式教學. RFID模組篇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51 Arduino Dino自走車. 入門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68 Arduino Dino自走車. 入門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75 Arduino程式教學. 無線通訊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182 Arduino程式教學. 無線通訊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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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4492 手機平板學韓語迷你短句—從「咯咯咯」(ㅋㅋㅋ)開始陳慶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1271 Fei Chang Fang learned magic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智寬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5830 數位邏輯實習(技術高級中學電機與電子群). 104年審定版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847 電工機械(技術高級中學電機與電子群). 104年審定版胡阿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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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7329 在社大,與世界相遇: 走向公共之路的教學行動 李天健, 張素真, 陳正菁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17336 迷霧中的探索: 社大辦學紀實 李天健, 張素真, 黃泰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17343 來去社大玩社團 林邦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7350 偏不叫她肚皮舞: 一個人類學博士的東方舞授課手記蔡適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7367 顧老師的筆記書. I, 學習社會.繁盛 顧忠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7374 顧老師的筆記書. II, 公民社會.茁壯 顧忠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7381 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 田蒙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00 第一次監督國會就上手 社團法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開放國會」與民主2.0-國會資訊數位典藏與應用計畫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17 超釋韋伯百年智慧: 理性化、官僚化與責任倫理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著; 顧忠華, 錢永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24 公民社會 Michael Edwards著; 顧忠華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48 顧老師的筆記書. III, 自由社會.願景 顧忠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62 數說新語 洪萬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79 大稻埕的創新遊戲 Campobag著; 顏瑋志, 洪立穎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86 記事詩 邢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493 身心靈經絡密碼 林常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07 在愛中看見你我: 人格九型與親密關係 張波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14 芳香療法應用與實務 張蓓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21 那些年我們一起虧的老師 楊采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38 臺北不存在: 走拍紀實 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紀實攝影-走拍新故鄉課程學員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45 在巴洛克與禪之間尋找電影的空缺: 馬克斯歐弗斯與小津安二郎電影中美學的呈現王志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52 職業衛生護理: 職場健康促進與管理 張蓓貞, 黃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69 護理人員: 臨場健康服務手冊 張蓓貞, 黃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83 以平等為本的自由主義: 德沃金法政哲學研究 謝世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5190 親愛的鹿: 謝予騰詩集 謝予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305 我家後巷有小河: 瓦磘溝的前世今世與未來 許明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312 學姐的園區工作日記 吳秋照, 永和社大溼地生態工作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329 大頭仔講孽恝仔話 李銘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學文化



9789869132336 大頭仔講孽恝仔話 李銘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32343 找回身體裡的醫生: 自癒力 許光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367 白話科學: 原來科學可以這樣談 張之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712 寶石珊瑚藝術之美 畢庶強總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9569 華生,你覺得呢? 柯南.道爾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900611 阿督仔老杜: 杜華神父逝世25週年 黎建球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442529 緬懷杜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1007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社群的文化流動與傳播翻譯吳毓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3731 骨董. 2015 骨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1811 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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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普羅文化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甦聲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景興珊瑚



9789869121828 臺灣神道: 同修參讀手冊 楊緒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1835 慈濟的60道陰影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92541 劉枝萬與水沙連區域研究 潘英海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98653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認知領域活動設計顏耀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5718 經絡筆記本. 一 李強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42574 第八區「視覺思潮 」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楊肇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885840 男主,你選錯了!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57 竹馬,你娶我吧! 亮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64 老公,我要辭職!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71 紅妝御醫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88 桃花世子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895 妖嬈神捕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01 豔色畫師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18 阿渡的私房戀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雲巖經絡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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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藝學術



9789862885925 把上司當小廝 有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2139 惡男看走眼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2610 二手媽咪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32 痞子後爹 米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49 閻王下喜帖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56 豔掌櫃求嫁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63 胖花娘入門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70 少東欽點妻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87 談判桌上賺貴妻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994 老闆閨怨中 官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07 丞相大人洗洗睡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14 太君謀嫁掌田園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021 奸妃養家養包子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05590 Party Time!女孩兒の可愛不織布甜點家家酒: 廚房用具x甜點x麵包xPizzax餐盒x套餐Boutique-sha著; 鄭純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06 簡單好縫大成功!一次學會65件超可愛皮小物x實用長夾金澤明美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13 動動手指就OK!: 三秒鐘.愛上62枚可愛の摺紙小物Boutique-sha著; Alicia T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20 愛上零碼布作の41個手縫布娃娃: 俏皮&可愛.so sweet!Boutique-sha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37 軟綿綿x甜蜜密: 33款羊毛氈の甜點小禮物 福田里央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44 簡單x好作: 初學35枚和風布花設計 福清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51 鉤針初學者の花樣織片拼接聖典 日本Vogue社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68 超好玩&超益智!: 趣味摺紙大全集: 完整收錄157件超人氣摺紙動物&紙玩具主婦之友社著; Alicia T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75 自己輕鬆作簡單&可愛の收納包: 從基本款開始學作61款手作包Boutique-sha著; 苡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82 大日子x小手作!: 365天都能送の手作黏土禮物: 提案FUN送BEST.60幸福豆手創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699 製作技巧大破解!一作就愛上の可愛口金包 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05 不澆水!黏土作的喲!超可愛多肉植物小花園: 仿舊雜貨x人氣配色x手作綠意: 懶人在家也能作の經典款多肉植物黏土BEST.25蔡青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12 100%可愛の塗鴉裝飾!: 手帳控&卡片迷都想學の手繪風文字圖繪750點Boutique-sha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29 4款風格娃娃x80件魅力服裝&配飾: 簡單.好作の不織布換裝娃娃時尚微手作Boutique-sha著; 鄭純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36 直線裁x直線縫=不需紙型也OK!: 給完全新手の42件超簡單直線縫袋物x生活布雜貨Boutique-sha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43 實用滿分.不只是裝可愛!肩背&手提okの大容量口金包手作提案30選Boutique-sha著; Alicia T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50 Q萌玩偶出沒注意!輕鬆手作112隻療癒系の可愛不織布動物Boutique-sha著;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新手作



9789865905767 (完整教學圖解)摺×疊×剪×刻4步驟完成120款美麗剪紙BOUTIQUE-SHA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905774 襪!真簡單: 我的第一雙棒針手織襪 Mika, Yu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81 9位人氣作家可愛發想大集合: 每天都想使用の萬用橡皮章圖案集BOUTIQUE-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798 初學梭編蕾絲の美麗練習帖: 手作細緻柔美の花樣耳環.項鍊.手鍊.掛飾.髮飾.雜貨小物sumie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04 動物系人氣手作!DOGS&CATS.可愛の掌心貓狗動物偶須佐沙知子著; Alicia T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811 童畫風の羊毛氈刺繡: 在日常袋物x衣物上戳刺出美麗の圖案裝飾choco-75(日端奈奈子), tamayu(加藤珠湖.繭子)合著; 張淑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721545 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 鄭燦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46 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 戴禮輝口述; 藍松炎, 呂鵬志編著 臺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57874 K線波段操作 沃海謨(Stef Wertheim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881 葛蘭碧九大法則 傅萊(Jeffrey F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898 看盤的100個重點 尤班(Peter Ubbe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904 葛蘭碧十大法則 莫瑞斯(Richard Moric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454 日本陰陽線: 鐵則: 本多靜六的致富哲學 畢曉普(Harold Bishop)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7157461 K線價量關係: 清倉: 內線消息的研判 杜平(Thomas Dupin)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7157478 酒田戰法K線圖: 做對: 79條市場獲利公式 八城政一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7157492 艾略特波浪理論: 宇宙定律: 市場獲利的關鍵 孟提(Lawrence Monti)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7157973 日本K線理論: 指環王: 世界上最毒的七種生物 菲爾德斯(James Fields)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7157980 行為投資學60祕: 定數: 蓋吉斯夜店保鑣守則 賀爾曼(Praet Herman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997 日本酒田戰法 丁尼生(Isaac Tennyson)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910015 擺盪指標MACD 羅賓遜(John Robin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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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14856 孝悌好兒童佳話集選 張孟熙總編輯 平裝 第8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北市菩提金剛慈善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史子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5031 閱讀臺灣民間故事: 雙語增能學習 史宗玲, 顧伯庸, 羅斌豪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5202 透境: 光電構築.鋼鐵風情 葉世宗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2517 轉介紹實務30 新加坡奔脈業務團隊作; 張劍影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7629 禪生活.微理論. 第一輯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7629 禪生活.微理論. 第一輯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41575 皇帝的秘密花園: 乾隆西洋樓 張永仁作; 蕭雅綺繪 精裝 1

9789868141582 皇帝的變裝派對: 雍正行樂園 張永仁作; 蕭雅綺繪 精裝 1

9789868141599 圓明園: 大清皇帝最美的夢 汪榮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5408 圓明園: 大清皇帝最美的夢導覽手冊 林仁達, 李靖農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230921 Lif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revealing the beauty of humankindWang Tzu Kuang 平裝 1

9789864230921 Lif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revealing the beauty of humankindWang Tzu Kuang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頑石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奔脈管理顧問

送存冊數共計：2

畹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96086 靜止的流水 阿姜查著; 法園編譯群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2394 約翰.衛斯理的生平 金振斗作; 許仁策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4696 三十年珍藏: 栗原晴美想一直傳遞下去的日本味栗原晴美著; 林仁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5816 馬拉拉和伊克巴勒: 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和男孩貞娜.溫特作; 翁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5823 小熊學校 相原博之作; 足立奈實繪;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5830 銀砂糖師與紅王國 三川美里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847 6點27分的朗讀者 尚.保羅.迪迪耶羅著; 邱瑞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854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杉作作; 涂愫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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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67955 動動腳趾頭: 1分鐘拉腳趾健康法 松藤文男, 今井一彰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6967979 挺起胸伸直背：1分鐘脊椎矯正健康法 酒井慎太郎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986 顧好膝關節：1 分鐘關節囊矯正健康法300 酒井慎太郎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993 溫柔生產: 充滿愛與能量的美妙誕生 芭芭拉.哈波(Barbara Harper)著; 蔡永琪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271230 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 窪美澄作; 許金玉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新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聖光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圓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397980 冥法、菆棺、鬼祟、齋醮: <>之幽鬼世界 盧秀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710 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 民國時期經學會議論文集林慶彰, 蔣秋華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398802 臺灣日治時期翻譯文學作品集 許俊雅, 李勤岸, 顧敏耀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398970 大學「營養」學分: 遇見16堂不一樣的通識課 梁家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87 兒童戲劇研究論集 陳晞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994 金元文學研究論集 方滿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05 新亞論叢. 第十五期 <>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29 <>所引小學書鉤沉 翁敏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250 唐密三大咒梵語發音羅馬拼音課誦版 果濱編撰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92613 阿吉伯與簡骨科 于劍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1523 好大膽的小鴨子 提姆伊根(Tim Egan)作.繪; 汪培珽譯 精裝 1

9789868971530 一座好嚴肅的農場 提姆伊根(Tim Egan)作.繪; 汪培珽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515745 誰才是森林之王? 李光福著; 楊琇閔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5974 物理隱藏版: 無所不在的小知識 崔原碩作; 李知禧繪;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981 幽靈界. 2, 墮落天使的逆襲 酥油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998 活命的12把金鑰匙 金庸世著; Kwon Song Yi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001 煉獄魔法軍校 律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516018 幽靈界. 3 酥油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032 植物隱藏版: 向日葵為什麼討厭太陽? 黃美羅著; 郭在娟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苗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經典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401960 幼兒園課室經營 張純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1977 教保專業倫理 武藍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9883 兒童英文讀本 Allen Chao 1st.ed.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49898 Alphabet ABC Allen Charles等[作] 其他 1

9789869138802 Picture Word Book Allen Charles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819 Picture Dictionary Allen Charles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38826 Picture Dictionary Allen Charles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38833 Little red riding hood Terence Chou, Iris Wang[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8840 Five peas Terence Chou, Iris Wang[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8857 Snow white Terence Chou, Iris Wang[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8864 Cinderella Terence Chou, Iris Wang[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8871 Jack and beanstalk Terence Chou, Iris Wang[編輯] 平裝 1

9789869138888 Three little pigs Terence Chou, Iris Wang[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447796 海商法-播 袁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802 八大行庫銀行法務: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826 法院組織法大意完全攻略 林沛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833 立法程序與技術: 重點+題庫二合一 林沛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840 救試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7857 救試 書記官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7864 犯罪學: 金鑰(申論題庫) 柯米諾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871 蕭雄老師開講: 公司法-伏 蕭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888 擔保物權法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誠品世紀教育科技



9789862447895 救試監獄官.監所管理員歷解 林專文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901 民事訴訟法金鑰(申論題庫) 何臻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918 救試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925 刑法概要 黃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932 強制執行法: 金鑰(混合題庫) 施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949 行政法: 核心申論題庫 于亮, 王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956 民法(身分法): Key題 林青松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7963 調查局調查人員(調查工作組.法律實務組)歷屆試題全解保成名師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970 民事訴訟法 趙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987 法制: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994 關稅法規速成攻略 孟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007 法律廉政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014 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題庫大全 江欣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021 行政法: 核心申論題庫 于亮, 王齊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038 國民求職口試超值便當 張力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052 商事法: 畫解難題 高捷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069 作對的選擇 讓民法說話 常揚, 鮑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076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083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8090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 許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106 撲馬老師開講刑法分則Q 撲馬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137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畫解難題 羅伊, 實景, 日天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144 民事訴訟法大意: 完全攻略 趙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151 廖毅老師開講: 保險法: 攻 廖毅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8154 當我們死後,靈魂去哪了? 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161 在童話裡,遇見更好的自己: 揮別生活焦慮的幸福途徑海因茨-彼得.羅爾(Heinz-Peter Röhr)著;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178 放下的祕密 蓋.芬利(Guy Finley)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185 啟動你內在的成功密碼: 發現天命、迎向豐盛,與宇宙共同創造你渴望的生活巴觀(Sri Bhagavan)著; 傅國倫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新星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31055 ALL that dance Sara Lin 1st 其他 1

9789862731062 Stories of the three british princes Sara Lin 1st 其他 1

9789862731079 The White House Sara Lin 1.0 其他 1

9789862731086 Oktoberfest: welcome to the Wiesn Sara Lin 其他 1

9789862731093 The Wind Line and Drum Ball in Hsin-Chu Chong Wey Lin 1.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8609 佛學Q&A精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8302471 常律法師說故事 常律法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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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7820 星勢力EXO: 韓流稱霸新生代 C.L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844 韓流花美男超人氣完全情報: 50組146位閃亮韓系花美男亮晶晶徹底大解析傳真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35247 後段班辣妹應屆考上慶應大學的故事 坪田信貴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247 後段班辣妹應屆考上慶應大學的故事 坪田信貴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322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12, 在太陽之塔鑑定你的心松岡圭祐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339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 德國人的日常思考 鄭華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346 櫻子小姐的腳下埋著屍體 太田紫織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1335315 管理你的每個潛能: 建立專業、放膽嘗試、創造機會約瑟琳.葛雷(Jocelyn K. Glei)編; 陳維真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353 原來是這種味道啊~: <>名店全收錄 週刊SPA!「孤獨的美食家」外景特搜小組著; u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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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傳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神

義美聯合電子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音雜誌



9789863770312 囚徒健身 保羅.韋德作; 林晏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35 皮革工藝. vol.24, 皮製配件篇 高橋矩彥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59 鋼珠筆遊世界 美麗風情畫教學 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66 與Hello Kitty的心動之旅: 東京 ブルーガイド編集部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73 與Hello Kitty的心動之旅: 沖繩 ブルーガイド編集部作;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80 與Hello Kitty的心動之旅: 京都 ブルーガイド編集部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497 漫畫素描技法. 17, 頭部基礎篇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03 與Hello Kitty的心動之旅: 北海道 ブルーガイド編集部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10 人生就是要開心 水野敬也, 長沼直樹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27 皮革工藝. vol.25, 本格派公事包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58 上吧!漫畫達人必修課: 突破101個繪畫盲點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65 畫給喵星人的小素描 飛樂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72 有你真好 Ayasakai作; 林家帆, 黃湄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89 森永洋の模型迷宮日記. 第2集, 槍鐵色之卷 森永洋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03176 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陳俊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25280 Dari krisis menjadi damai: vegan organik adalah jawabannya(印尼文版)Maha Guru Ching Hai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61004 和平曙光: 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泰文版) 清海無上師作 平裝 1

9789866061028 Da crise a paz: o estilo vegano organico e a resposta(葡萄文版)Suprema Mestra Ching Hai 平裝 1

9789866061035 De la crise a la paix: la solution vegetalienne biologique(法文版)Le Maitre Supreme Ching Hai 平裝 1

9789866061042 Fran kris till fred: den ekologiska veganska vagen ar svaret(瑞典文版)Hogsta Mastarer Ching Hai 平裝 1

9789866061059 Tu khung hoang den hoa binh: thuan chay huu co la giai dap(越南文版)Thanh Hai Vo Thuong Su 平裝 1

9789866061066 Od kryzysu do pokoju: organiczna dieta weganska jest rozwiazaniem(波蘭文版)Najwyższa Mistrzyni Ching Hai 平裝 1

9789866061127 和平曙光: 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阿拉伯文版) 清海無上師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61141 和平曙光: 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斯里蘭卡文版)清海無上師作 平裝 1

9789868625266 From crisis to peace: the organic vegan way is the answerTh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1st ed. 平裝 1

9789868625266 From crisis to peace: the organic vegan way is the answerTh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海創意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萬能科大



9789868625273 和平曙光: 有機純素化解全球危機 清海無上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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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64206 革新遊戲 Dave Gray, Sunni Brown, James Macanufo原著; 褚曉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094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術科解題實作(windows7+Fedora Core12)安靖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043 超簡單!SketchUp 2014 3D設計速繪美學 邱聰倚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500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Mac OS Yosemite對應版) 許宸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517 完美掌握HTML5與CSS3 Christopher Murphy原著; 李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661 HTML5、JavaScript、CSS、XHTML、Ajax網頁程式設計陳惠貞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761601 Photoshop設計不設限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1878 Oracle資料庫學習實務: OCE國際證照精熟學習教材辜輝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4602 就這樣愛上iOS 8: 一定要會的iPhone & iPad實用功能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561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筆試 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685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瑋博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4692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櫃臺作業&清潔作業(微創pos系統)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708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4722 Java程式設計導論 Y. Daniel Liang著; 蔡明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4739 Raspberry Pi超炫專案與完全實戰 柯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753 ERP與商用APP整合導論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ERP中心, 鍾震耀, 許秉瑜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777 跟我學Illustrator CC一定要會美工繪圖技巧: 適用CC/CS6/CS5劉緻儀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883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櫃臺作業&清潔作業(瑋博pos系統)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982 軟體大發現MovieMaker影音製作趣 E趣自由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4999 PPT活用術: 打動人心,說服客戶的簡報術 菅野誠二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026 席捲攝影界之絕讚精選Photoshop & Lightroom影像編修楊比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033 MOS Word 2013 Expert國際認證應考教材 王仲麒, 王作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040 MOS Excel 2013 Expert國際認證應考教材 王仲麒, 陳智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071 Kali Linux滲透測試工具 陳明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088 Oracle VM的逆襲: 逐步打造企業虛擬化環境應用楊振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101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5118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文淵閣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5132 Node.js實戰手冊 Mike Cantelon等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163 超迷人的Photoshop場景繪製美學 菊池杏子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碁峰資訊



9789863475170 3D設計for 3D列印超入門: Blender快速建模全書 江秉潤, 陳飛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187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 孫宏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5194 MATLAB程式設計. 入門篇 張智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5262 Dreamweaver CC網頁製作比你想的簡單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279 Multi Device體驗設計: 處理跨裝置使用者體驗的生態系統方法Michal Levin原著; 鄭巧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354 電腦選購、組裝與維護自己來. 2015 硬角色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378 Access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章美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385 JavaScript應用程式開發實務 Eric Elliott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392 Make: 感測器: 運用Arduino和Raspberry Pi感測的專題與實驗Tero Karvinen, Kimmo Karvinen, Ville Valtokari原著; 莊啟晃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08 電玩物理學 David M Bourg, Bryan Bywalec原著; 徐德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15 Maya動畫設計講堂 過柄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53 物流管理基礎檢定教材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77 AngularJS建置與執行 Shyam Seshadri, Brad Green原著; 陳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491 Windows重灌x維修寶典. 2015 蔡忠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507 傑克森的星空攝影入門講座 傑克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514 中老年人愛用APP全收錄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521 Swift程式設計實戰: 100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538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3475613 HTML5跨平臺遊戲設計不設限: 從入門到超人氣遊戲的修鍊實戰白乃遠, 吳苑瑜, 曾奕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651 SQL Server 2014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 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668 TQC+編排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nDesign CS6 謝健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745 會做簡報就會製作跨平臺App: Smart Apps Creator超神開發術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537 超實用!155個JavaScript應用範例大全集 席新亮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2667 圖解視覺設計法則: 好設計是這樣構思的,95項你需要瞭解的事!Jim Krause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05 Java SE 8與Android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12 S4A與互動媒體技術 謝作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29 資料結構: C語言實作 陳惠貞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5750 微軟MVP的HTML5、CSS、JavaScript網頁程式設計與MCSD 70480認證教材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67 AKILA魔法教室: 網際網路Internet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81 實戰Wireshark: 網路分析其實很簡單 林沛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798 Scratch 2.0程式積木創意玩 王麗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5811 SDN: 軟體定義網路 Thomas D. Nadeau, Ken Gray原著; 畢軍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828 松本行弘談程式世界的未來 松本行弘著; Studio Tib.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835 跟我學Illustrator CC一定要會的美工繪圖技巧: 適用CC/CS6/CS5劉緻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842 HTML5、JavaScript、CSS、XHTML、Ajax網頁程式設計陳惠貞作 五版 其他 1

9789863475859 C++全方位學習 古頤榛作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5866 超簡單!SketchUp 2014 3D設計速繪美學 邱聰倚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873 影視後製全攻略: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Encore鄭琨鴻, 盧冠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880 TQC+數位媒體出版認證指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903 JavaFX 8技術手冊 黃嘉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5927 水彩筆下的暖心小畫: 溫馨、清新、浪漫、舒壓劉豔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958 系統重灌、調校與資料搶救自己來. 2015 硬角色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5972 Arduino最佳入門與應用: 打造互動設計輕鬆學 楊明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5989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專題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6009 JavaScript & jQuery: The Missing Manual國際中文版David Sawyer McFarland原著; 楊尊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6023 AKILA魔法教室: LibreOffice Writer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061 AKILA魔法教室: LibreOffice lmpress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078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04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476085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術科解題實作(windows7+Fedora Core12)安靖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092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筆試. 一 楊潔芝, 楊麗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108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二, 櫃檯作業&清潔作業(微創pos系統)楊潔芝, 楊麗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115 iOS 8+iPhone 6/iPad 完全活用術: 260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點子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122 樂高機器人創意寶典: 181種絕妙新組合 五十川芳仁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76153 網路開店x拍賣王: 零元創業加薪不求人 3小時開店賣翻天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160 Photoshop設計不設限 蔡俊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177 跟我學InDesign製作電子書完全解密(適用CC/CS6)郭姮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184 Smart Apps Creator: 魔法APP設計師 呂聰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38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6276 第一次學C就上手: 從C程式範例到專題製作 李啟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6900 HTML5、CSS、JavaScript網頁程式設計與MCSD 70-480認證教材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17 HTML5跨平台遊戲設計不設限: 從入門到超人氣遊戲的修鍊實戰白乃遠, 吳苑瑜, 曾奕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24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31 資料結構--C語言實作 陳惠貞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6948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胡秋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55 ERP基礎檢定考試認證指南 林文恭, 謝志明著 增訂版 其他 1

9789863476962 Arduino互動設計超入門─用ArduBlock圖形化控制真簡單孫駿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979 第一次學C就上手--從C程式範例到專題製作 李啟龍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5018 工程數學(精華本) Dennis G. Zill, Warren S. Wright作; 黃孟槺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025 電子學 Enrique J. Galvez原著; 陳德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032 管理學 蔡敦浩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8985049 圖解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 2013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063 時聞讀解經濟 王鳳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070 基礎微積分: 在商學的應用 張三奇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85087 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測驗 鄭翔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094 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測驗(試題本) 鄭翔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9143 門市營運管理 林正修, 張彥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79150 展覽行銷管理: 理論與實務 洪肇志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079167 圖解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C# 2013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9181 工作態度與倫理 黃坤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2012 網路行銷: 理論、實務與證照 欒斌, 陳苡任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2029 類神經網路導論: 原理與應用 張斐章, 張麗秋合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092036 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閱讀測驗(初試): 試題本陳明華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9092043 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閱讀測驗(初試): 解析本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050 製造程序 Mikell P. Groover原著; 周永燦, 黃博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067 系統工程: 實務與應用 周瑞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074 靜力學 單秋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92081 基礎數學應用 邱進興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098 有機化學 William Brown, Thomas Poon原著; 洪耀釧, 李得响, 李冠漢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5647001 流體力學實驗 王安培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018 非營利事業行銷與管理 楊東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025 線性代數 陳子建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032 線性代數 Gareth Williams作; 劉霈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5647049 基礎數學應用 邱進興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7056 零售管理 劉典嚴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冊數共計：96

滄海圖書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新陸



9789865761011 經濟學 沈中華, 黃台心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761080 金融機構管理 李樑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127 餐飲採購學及食材認識 黃士禮, 陳淼, 蘇泰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134 行銷管理 洪順慶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761141 國際金融與匯兌 徐俊明, 黃原桂著 5版 其他 1

9789865761158 保險監理 陳瑞, 李珍穎, 黃自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172 當代財政學 李建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1189 企業概論 趙慕芬, 林宥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196 創業管理 王明杰等作; 陳振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202 Paper、論文、報告如何寫作 呂育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219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61226 稅務法規與申報實務 陳立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233 財務報表分析: 觀念與型例 武志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240 審計學原理 蔡信夫, 林惠雪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761257 統計學 張清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264 行銷學 洪順慶著 4版 平裝 1

9789865761271 財務資訊系統 江耕南編著 4版 其他 1

9789865761288 成本會計學 馬君梅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295 會計學 馬君梅等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761301 中級會計學 江淑玲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5761318 經營管理個案 李樑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325 企業創新8十法則 鄭漢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332 現代統計學 廖敏治, 蘇懿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761349 醫學美容與健康管理 李冠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370 證券投資分析: 選股標準作業 張上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387 企業評價實務 陳溢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58007 PowerPoint 2013多媒體簡報立即上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83 電腦硬體與周邊設備故障排除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090 Windows 8. 立即上手應用篇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06 系統、網路與軟體應用故障排除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新造數位



9789865658113 Windows 8. 管理備份修復篇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20 Windows 8. 安裝設定玩家篇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37 DIY電腦組裝、開機測試與系統安裝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44 Windows 7∕8 資料搶救與重灌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51 Windows 7∕8 調教、維護與多系統測試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68 DIY認識與選購電腦元件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75 DIY 系統設定、檢測、維護與問題排除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82 Windows 8 立即上手安裝使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199 Adobe Dreamweaver CS6 網頁美化與布局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05 Windows 8 效能提升與問題排除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12 Windows 8 系統安全與APP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29 Adobe Dreamweaver CS6 動態網頁與行動裝置網頁設計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50 Adobe Flash CS6 進階動畫與遊戲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74 Adobe Dreamweaver CS6 基礎網頁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81 Adobe Photoshop CS6必學技巧與相片編修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298 In 底子_激發你的設計潛能: PhotoShop 設計38招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04 Fun 心學Windows 7 SP1 一觸即通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11 Fun 心學 我的第一部筆記型電腦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28 Fun 心學 我的第一部電腦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35 In 底子_DreamWeaver CS 5.5 網頁設計師必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42 In 底子_PhotoImpact X3 平面設計師必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59 In 底子_ Flash Action 3.0程式設計實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66 In 底子_ Word 2010 辦公高手技巧活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73 Fun 心學 Windows 8 搶先體驗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80 In 底子_ 電腦組裝、維修DIY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397 Fun 心學 Photoshop CS6 平面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03 In 底子_Painter 擬真人物繪製技法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10 Fun 心學 DreamWeaver CS6 網頁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27 In 底子_Photoshop電繪技法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34 In 底子_ PhotoShop CS5.1平面設計師必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41 In 底子_ Excel 2010 公式設計與函數活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58 Fun 心學 Flash CS6 動畫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65 Fun 心學 2013 電腦組裝、選購與維修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72 Fun 心學Photoshop CS6 + Illustrator CS6實例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89 Fun 心學 2013 電腦問題故障排除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496 Fun 心學 Illustrator CS6 平面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02 Fun 心學 Windows 8 使用手冊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19 In 底子_大師親授 Photoshop CS6 精湛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26 Fun 心學 Excel 2013 試算表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33 Fun 心學 Word 2013 文書辦公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40 Fun 心學 網頁設計三合一綜合實例應用（Photoshop CS6+Flash CS6+Dreamweaver CS6）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57 Word 2013 專題報告實例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64 Word 2013 圖文組排實例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88 Fun 心學 Powerpoint 2013 互動簡報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595 Fun 心學 CorelDraw X6 平面設計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01 Fun 心學 Google 雲端活用密技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25 Fun 心學 Access 資料庫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32 Fun 心學計算機概論. 2013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49 Fun 心學會聲會影X6影片剪輯技巧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56 FUN 心學第一次在淘寶開店就上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663 In底子 數位多媒體概論與應用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其他 1

9789865658687 Fun 心學CorelDraw X7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700 Fun 心學Illustrator CC 圖形繪製與作品設計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717 Fun 心學第一次用 Wifi 就上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724 In底子Excel 2013公式與函數應用實例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731 In底子 商用計算機概論 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8748 FUN 心學第一次用筆電就上手: 選購、雲端應用、重灌還原、維護數位文化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5161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法律: 勞動法 李洙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62920 能源與永續環境: 臺灣小學永續環境教材 古建國, 陳錦雪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創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1

愛普拉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700234 狗狗大聯盟: 吉娃娃小學堂 加藤元監修;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58 無師自通. vol.5, 切面石膏像 任琪, 李晉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65 顛覆你常識的食品現形記 手島奈緒作; 高智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89 節能建築設備教科書 山田浩幸作; 潘振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296 無師自通. vol.6, 石膏像超精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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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24068 紐約.素顏 岡野弘佳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36 如何獨處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34 謎情柯洛斯: 魅惑 希維雅.黛(Sylvia Day)著; 羅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41 酒友,飯友 安倍夜郎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58 天空的守護者(女生版)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65 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張嘉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72 天空的守護者(男生版)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著; 蔡心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389 恭喜畢業: 離開學校後,最重要的事 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著; 徐之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4396 第五波 瑞克.楊熙(Rick Yancey)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02 大唐李白. 三, 將進酒 張大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19 首爾: 潮.流之外,新座標正在形成 鈴木千優著; 王俞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426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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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2207 如果還有明天: 憂鬱十八年 盧昇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69 再一次怦然: 寫給臺灣的批信 點石成金文創志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76 終於,我不再向別人要愛: 他會更愛我 黃馨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83 訓練自己不要太仁慈 李幸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2290 且愛且恨且存在 北川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4306 老子悅能: 自然就幸福的秘蜜 翁繼業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零極限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楓葉社文化



9789869164337 勇敢堅持 挑戰未來: 夢想資助計畫專書. 第九屆胡郁婷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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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1566 雲共山高下 蔡東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07 馬曆連夢錄. 2014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721 心鎖紅顏 佳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12 情慾料理: 愛.恨.貪.痴.悲.歡.離.合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29 食物戀: 李欣頻的30件飲食證據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536 戀物百科全書: 巫.愛.身.衣.醫.癮.靈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39 改變世界的10本書 池上彰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53 我用勇氣與驕傲在黑暗中種下一道光 海倫清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60 平行宇宙: 穿越創世、高維空間和宇宙未來之旅加來道雄(Michio Kaku)著; 伍義生, 包新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077 民主: 是與非 蔡東杰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6081 與IFRSs接軌: 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比較江美豔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6246296 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巫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246302 證管法令全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 第十三版 精裝 1

9789866246319 稅務法令全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 第十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1236 神給女性的應許 傑克.康特曼(Jack Countryman)著; 沈紡緞, 劉睦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6257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3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9789869012973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4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323951 歷代張天師傳 張源先編撰; 張懿鳳續撰 二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6424 南柯一夢: 高仁河導演回憶錄 高仁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493 春: 中國古代情色文學和春宮祕戲圖 殷登國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716509 漢室江山興衰史 魏得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23 烏托邦的幻滅: 延安一代士林(簡體字版) 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30 人生行動,行動人生: 生活中的儒道與易經智慧 鄭錠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47 勇敢,來自疼痛: 一位表演者面對躁鬱的赤裸告白童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54 教你讀唐代傳奇: 博異志 劉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78 九天玄女廟 潘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92 藝術策展人手記: 呂鵬的東方想像 陳義豐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3929 中國人是真的 張尚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43936 中國人是真的 張尚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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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66207 全身對症按摩大全 曾子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276 三十六計: 經典謀略學 東野君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66283 三十六計: 經典謀略學 東野君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66320 讓人無法說NO的影響力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337 3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344 4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六十五代天師張懿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9789863166351 5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054 安妮的青春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078 信念的魔力 布里斯托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368 人參的最新情報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375 猶太人神奇智慧 顧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382 大家一起讀心經 花山勝友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399 猶太人笑場人生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405 安妮的愛情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6412 察顏觀色健康密碼 魯直, 宇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33708 天津圖書館藏稀見日本文獻. 第一編 李培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5506 護理與社會: 跨界的對話與創新 張淑卿等作; 盧孳艷, 蔣欣欣, 林宜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711 馬/恩歷史唯物論的歷史與誤論 孫中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766 學術寫作與出版: 從期刊文章、專書、教科書到大眾書Beth Luey著; 陳玉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902 從神社到忠烈祠: 臺灣「國家宗祀」的轉換 蔡錦堂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954096 詩經鑒賞讀本 呂珍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119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4157 物權法題型破解 唐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164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4171 一試就上手: 超好用英文題庫書: 英文 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188 賴昌星案件的罪與罰 趙秉志, 張磊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195 薄熙來案件的罪與罰 趙秉志, 彭新林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249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經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學



9789862954256 刑事訴訟法爭點整理 孫宥, 荷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263 多用圖法典: 證券交易法 里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287 強制執行法關鍵選擇 林旺, 羅迪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88196 唐朝定居指南 森林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02 凝結之美: 慢速快門攝影 勝山俊光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219 圖解大航海時代大全 株式會社レッカ社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008 愛!在不經意的瞬間: 愛, 好可愛 看無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815858 債編各論新解: 體系化解說 林誠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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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7556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五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9290 營養蔬國 伍卉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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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圓融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楓樹林



9789869053891 中小企業的世紀好夥伴: 在地百年心,客戶一世情經濟日報記者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8403 田定豐翻轉命運的66個關鍵字 田定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09256 你想聽故事嗎？ 菲立普.史戴(Philip C. Stead)作; 艾琳.史戴(Erin E. Stead)繪;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676 消失的魔法 大衛.麥基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690 古強森的聖誕奇蹟 蘇珊.瓦奇喬斯基文; P.J林區圖; 劉清彥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809713 亨利的地圖 大衛.伊萊特圖.文;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720 貓咪的數學題 浅沼泰作繪者;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881 再生產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9805 牧者與羊 金南俊著; 金蓓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812 永不放棄的愛: 何西阿書精解 劉志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829 世界異象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9836 世界異象的喜悅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9843 勇敢的小伶 威廉.史塔克作繪者;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850 世界異象門徒大學第2學期指南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867 出去或差派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874 健康教會的強大引擎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898 世界異象門徒大學第1學期指南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904 領袖營會 金聖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928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約拿書註釋 吳獻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35 生命之道 郭明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42 薪傳: 提摩太後書信息分享 郭明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59 神的真恩 郭明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66 每日親近神 郭明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73 上帝的大能: 福音神學基礎 傅立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80 編輯鉤沉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997 一切都更新: 福音神學思考方法與教牧應用 傅立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029 亞當與耶穌基督兩個家譜的奧秘 汪川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005 男人,你是有脊椎的動物 李鴻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012 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 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 馬可.米道堡(Mark Mittelberg)作; 傅湘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036 妳!就是「貴婦」!: 惟獨妳超越一切 黃友玲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聲



9789864000043 編寫譯的技巧 殷穎編纂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050 給事奉充充電 蔡頌輝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074 建立小組長的5個原則 姜明玉著; 張雅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081 帶領新家人的5個原則 姜明玉著; 陳芸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104 寶寶,你愛我嗎? 米雅詩.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135 如何禱告 趙鏞基著; 韓相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142 想飛: 信徒生活的生死切片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159 臉書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166 毒蘋果的解藥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173 女人得釋放: 從創傷中得醫治 杰克斯(T. D. Jakes)著; 道聲編譯小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180 診斷你的禱告 趙鏞基著; 韓相玉譯 其他 1

9789864000197 微光中跳舞 理查.史汀斯(Richard Stearns), 瑞妮.史汀斯(Renee' Stearns)作; 約翰.華倫(John Warren)攝影; 薛豐旻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203 歌以載道: 聖詩100.道一百 李鴻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210 千古懸疑: 預定論PK自由意志論? 饒孝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227 醫治情緖創傷 露絲.霍基(Ruth Hawkey)著; 吳琇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234 醫治人的靈 露絲.霍基(Ruth Hawkey)著; 吳琇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241 從遺傳之罪得自由 露絲.霍基(Ruth Hawkey)著; 吳琇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258 鴨子的假期 吉萊德.蘇法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265 小蟬兒,今晚輪到你了! 工藤紀子作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272 亞比的第一句話: 亞伯特.愛因斯坦的童年故事 賈桂琳.圖維爾(Jacqueline Tourville)文; 懷寧.伊凡斯(Wynne Evans)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296 扭轉生命的禱告: 父啊!赦免他們 何彼得(Peter Horrobin)作; 羅育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319 如何建立禱告醫治團隊 露絲.霍基(Ruth Hawkey)作; 吳琇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418 你很特別(幼兒版) 陸可鐸(Max Lucado)著; 馬第尼斯(Sergio Martinez)圖; 郭恩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9157 十個改變生命的屬靈操練 約翰.歐特堡(John Ortberg)著; 岳景梅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1727 小螞蟻奇遇記 謝麗華, 王上秦文字; 許涵茹等繪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44962 聰明的貓騎士 劉奇作; 吳慧芬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2

慈濟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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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44979 跟孩子零距離 林美琪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003 彩虹森林 林雅萱作; 楊永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027 元氣早餐店! 凃心怡作; 肥咪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02 啵啵菩薩 山鷹作; 久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33 準備好就有風景: 從職場看慈濟教育軟實力 高美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71 熱心的公車運將 吳文峰作; 王明輝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88 治安守護神 范毓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195 我們都是好鄰居 有稚亦童作; 白志棋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811943 成佛之路 徐芹庭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1950 觀世音菩薩成佛法 徐芹庭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11967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六屆中國文字學會,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3003 知報廬文稿漫存 許文筆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53003 知報廬文稿漫存 許文筆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53010 福德法幢: 劉上師行跡教示略傳 許文筆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53010 福德法幢: 劉上師行跡教示略傳 許文筆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53881 癌症不用怕: 罹癌再找回快樂很簡單 癌友新生命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143 新日檢N2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150 從初級到中級超簡單圖解韓語文法 金京子, 河村光雅作; 周羽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174 高麗大學韓國語 高麗大學韓國語文化教育中心等編著; 朴炳善, 陳慶智譯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639181 高麗大學韓國語(Workbook) 高麗大學韓國語文化教育中心作; 朴炳善, 陳慶智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9204 新日檢N4單字帶著背! 張暖彗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211 蜘蛛網式學習法: 12小時日語發音、單字、會話,一次搞定!元氣日語編輯小組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寶藏



9789865639228 帶著日語趴趴走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235 說日語,玩日本! 林潔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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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8602 檸檬酵素研究所 吳明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98537 南光國小的天使: 林欽賢. 2005-2014 林欽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343659 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法規實務 賀士麃, 黃裕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710 建築計畫與設計 池體演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420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343727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343734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102年納入彙編之解釋函令). 104年版池體演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7343758 圖解營建法規. 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條例及區域計畫法令篇池體演等編輯 八版 平裝 1

9789867343765 圖解建築物理環境 池體演等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7343772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3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789 圖解營建法規(建築管理及相關法令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36423 樂在醫學志業中 韓良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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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9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夢十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達觀國際



9789866197406 禮頌 劉志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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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97390 華裔學志走過八十 顧孝永, 黃渼婷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444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5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輔仁大學圖書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444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5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輔仁大學圖書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97451 城鄉地景的變遷與省思論壇論文集. 2015 龔光祥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04949 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市石雕協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第五屆王錦茂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7802 地瓜島過新年 小黃米圖.文 初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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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8666269 助念生西須知 印光大師著述 平裝 1

9789868666290 常禮舉要 李炳南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向陽種籽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石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圖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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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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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0193 論語 平裝 1

9789869029919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 智溫居士擷選 平裝 2

9789869029957 念佛感應見聞記 林看治著 平裝 1

9789869029988 歧路指歸 戰德克居士編述 平裝 1

9789869029995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錄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169400 臺中蓮社二課法節 平裝 1

9789869169400 臺中蓮社二課法節 平裝 1

9789869169417 阿彌陀佛的說明 太虛大師, 范古農居士著 平裝 2

9789869169417 阿彌陀佛的說明 太虛大師, 范古農居士著 平裝 1

9789869169424 三歸五戒十善義 平裝 2

9789869169448 佛說阿彌陀經白話解釋 黃智海居士演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4010 筆謌墨舞: 臺中市書法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4 洪傳旺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36019 臺中市陶藝文化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2 丁紀言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09123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巡迴美展專輯. 2015林恆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0044 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專輯. 2014 卓淑貞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3

中市書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陶藝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3309 天文初探 陳冠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1241 南港常見蕨類圖鑑 曹錫智主編 平裝 1

9789868651258 快意馳騁: 社區美學教育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四屆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8651272 南港文化地景微旅行: 南港老埤塘之愛 曾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8651272 南港文化地景微旅行: 南港老埤塘之愛 曾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8651289 優良課程評選暨教學觀摩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8651289 優良課程評選暨教學觀摩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7403 舌尖上的臺灣小吃 林二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7410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1, 邯鄲學步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27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2, 鷸蚌相爭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34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3, 完璧歸趙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41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4, 負荊請罪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58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5, 紙上談兵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65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6, 排難解紛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72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7, 醇酒美人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89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8, 毛遂自薦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7496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9, 奇貨可居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31001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10, 市道之交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31018 圖說中華文化故事: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麗山高中星宇天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9789868434936 諮商心理師的執業須知 顏慧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210189 理路幻鑰.小理路. 3, 辨認返體的建立 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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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3141 適性.揚才.新思維: 蕭萬長名人講座 馮美瑜, 鄭任汶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3172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43165 民生科技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5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休閒產業研究中心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64715 華佗開講: 臺大名醫教健康 潘金英, 韓嘉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4753 臺商之愛: 新世代、新希望 李敏慈, 連珮雅, 蔡曉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4760 華佗開講. III, 臺大名醫教健康 陳明璋策劃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休閒產業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城市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工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世界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04896 臺北攝影年鑑. 2015 簡榮泰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95310 意念行銷魅力無窮: 陳品妏用生命經營壽險 陳品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704 天使不做的夢 劉大潭, 李秋玉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005372 千峯我為巔.賈伯斯成功商道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89 素書.天下第一謀略奇書 (漢)黃石公原著; 玄磯子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396 傷寒論新義(全.典藏版) 余無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02 厚黑教主.李宗吾攻心大法 慕容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19 華陀神醫秘典(扁鵲樓.珍藏版) (東漢)華陀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26 中國後宮.帝后嬪妃秘傳(圖文版)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33 觀心術.一眼看穿人心 歐陽澄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40 易經應用.應用易經 劉明昭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05457 驀然回首.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胡鼎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64 冰鑑.曾國藩相骨識人.天下奇書 曾國藩原著; 劉守訓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71 李嘉誠千峯為巔.商戰勝經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488 運籌幃幄天下第一.孫子兵法(圖文版)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01 叱吒風雲杜月笙.傳奇演繹(圖文版)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18 鬼谷子.天下第一兵法奇書 鬼谷子原著; 玄磯子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25 全臺最旺88財神靈廟(彩圖版) 石二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32 求神祈福這樣拜最靈(圖文版) 道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49 人生百誡高EQ做事低姿態做人 史懷哲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56 開店創業天時地利人和 高明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563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諸葛亮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綜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9789578005570 千古揭密!中國十大帝皇潛謀略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05587 千古揭密!中國十大帝皇潛謀略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05594 世紀大解密之末日預言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00 李嘉誠叱吒風雲縱橫商場無敵手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3927 防人術.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慕容華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17 有錢雖非萬能.無錢萬事難成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24 頂尖行銷.說話辦事一把罩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31 (彩圖版)細說三國.千古英雄豪傑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48 知人善用.天下第一寶典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55 (圖文版)36計.中國第一謀略奇書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62 取捨當立斷.孔明揮淚斬馬謖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79 最新實用七體書法範本 顏羲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86 商戰軍事.活用孫子兵法(圖解版)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693 五福臨門!風生水起好運來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09 贏於韜略.勝在人脈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16 讀心術.一眼看透人生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23 細節決定成敗.態度決定高度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30 玫瑰戰爭.靚女幸福保衛戰 李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47 禪的醒世小故事.人生大智慧 釋明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54 李嘉誠縱橫商場.致富商道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61 頭頂一片天.足踏一席地 慕容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78 回首已晚.回頭太難! 沈夢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85 先捨後得.伴隨一生的黃金法則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792 好習慣帶來健康與長壽 李善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08 睿智幽默.好人緣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15 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哭泣!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22 排便順暢代謝好.疾病少 簡易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39 一生心願使命必達黃金法則 李君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46 水滸傳演繹36計精髓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53 有錢人的想法、做法與你不一樣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60 幸福婚姻.真愛必備32絕招 吳君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77 康熙王朝.朋黨政爭精彩演繹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84 (圖解版)大衛魔術戲法秘典 大衛卡拉定原著; 劉千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891 商戰勝經.進場策略與退場機制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07 卡耐基.打開成功大門的金鑰匙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14 脫胎換骨.心靈洗滌10遊戲 吳君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21 拒當薪領22K的月光族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38 運氣接收網與機會集中站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45 中醫藥材使用寶鑑(典藏版) 廖巧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52 中國千古帝王秘辛風雲錄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69 頂尖行銷高手.成交攻心術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76 商機致富與品牌樹立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83 低姿態做人.高EQ做事.智慧精髓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5990 碰撞.逆中轉勝歡喜收穫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03 股神巴菲特.富甲天下58秘訣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10 化阻力為助力.化危機為轉機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27 史蒂芬.柯維成功高效8準則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34 李嘉誠富甲天下.致富商道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41 職場八面玲瓏.商界千峯為巔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58 (彩圖光碟版)東方藝術圖案設計精選 沈惠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65 中老年長命養生.健康食療術 高國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72 動心見性.感人故事精選輯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89 戰國策.借古鑑今經世韜略 胡鼎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096 老子道德經.活學活用(精髓版)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02 老二哲學.厚黑生存術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19 簡單輕鬆.學會易經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26 命名寶鑑取對姓名.好運財旺來!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33 健康基石長命養生.青春秘訣 李善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40 醍醐灌頂.心領神會禪故事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57 猶太致富商經. 智慧技巧篇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64 大揭密!蘋果教父賈伯斯致富秘辛 慕容華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71 寬容豁達.路更寬廣心靈雞湯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88 (嚴選精華版)最新書法字體大全 王亭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195 卡耐基挑戰極限.必勝金律 高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01 爭氣打敗不景氣之心靈加油站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18 (圖解版)肝病極效治療與預防 玲木太郎原著; 林明善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25 一生中翻身轉運的100個忠告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32 (精髓版)忍經百誡忍者無敵.活學活用 道玄子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49 日本第一行銷冠軍原一平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56 中國千古帝王青史留名錄(彩圖版)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63 一生受用生存百誡 歐陽澄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70 決定一生成敗的16種心態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87 (彩圖精華版)最新盆栽培植與剪修 中華園藝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294 做事不懂耍手段.那就LOW掉了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00 (彩圖版)黃帝內經長命養生祕訣 呂善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17 燒餅歌與推背圖未來預言術 李曉波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24 周易入門尋卜問卦.斷吉凶 高天行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31 沁人心脾感動故事精選輯 高翠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48 (圖文版)莊周夢蝶精彩故事演繹 高群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55 史上最強56名人唬弄術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62 刮別人鬍子前.先刮自己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79 (彩圖版)常見慢性病特效按摩與食療 曲家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86 全方位人生規劃與自我管理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393 狼道血酬成者為王敗為寇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09 天下第一火眼金晴讀心術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16 (雙彩版)推背圖密碼2017民末方舟 臥底小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23 無往不利面試成功頂尖絕招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30 紅頂商人胡雪巖傳奇演繹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47 李嘉誠致富韜略.活用孫子兵法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54 借古鑑今歷史名人傳奇演繹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61 豁達寬容學會感恩學會愛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78 瞞天過海扮豬才能吃老虎 歐陽澄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85 世界偉人千古留名.智慧演繹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492 新搭訕主義之魔鬼追求術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08 健康長壽生活知識小百科 沈家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15 (圖文精華版)常見慢性病神奇自療術 松村敏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22 心經精髓醍醐灌頂.心領神會 釋心覺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39 諸葛孔明草船借箭.錦囊妙計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46 三國演義英雄豪傑.演繹36計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53 (雙彩圖文版)帝后嬪妃後宮秘傳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60 有夢最美夢想是幸福的翅膀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77 姓名寶典富貴榮華.幸運密碼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84 李嘉誠縱橫商場.活用36計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591 (雙彩版)中文拼音.輕鬆學會說日語 高怡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07 (精彩版)世界經典名著.智慧新解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14 計畫難追變化.魔鬼藏在細節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21 (精華版)中國通史.白話新解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38 千古第一.兵法鼻組鬼谷子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645 賭氣不如爭氣.好馬也吃回頭草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6004 大翰典藏文物專輯. 第壹冊: 繪畫 葉燈輝, 黃襄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156011 中華文物藝術大展 葉燈輝, 黃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5

9789869156011 中華文物藝術大展 葉燈輝, 黃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963513 唱吧!英文歌謠: 聽歌謠說故事 Gloria Lu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963520 英文寫作教戰手冊. 基礎篇 黃瑜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3544 用英日語導遊臺灣: 觀光英語常用句圖解 古田島純作;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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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3681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許芳宜的生命態度 許芳宜口述; 林蔭庭採訪撰寫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4657 愛情的簡單道理 吳淡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5746 你是我的寶貝!海洋動物 羅瑞娜.希蜜諾維克(Lorena Siminovich)作; 方美鈴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753 你是我的寶貝!農場動物 羅瑞娜.希蜜諾維克(Lorena Siminovich)作; 方美鈴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760 你是我的寶貝!花園裡的動物 羅瑞娜.希蜜諾維克(Lorena Siminovich)作; 方美鈴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5913 宇宙覺士: 顧老師的禪教室 溫曼英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14 小桃子來玩吧! 豐田一彥文.圖; 張文玉譯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206712 華夏論述: 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 許倬雲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804 未來教育新焦點: 專注自己、關懷他人、理解世界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彼得.聖吉(Peter Senge)合著; 許妍飛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語言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7

送存冊數共計：128

鳳妃堂科技



9789863206828 偉大廣告公司 張阿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859 愛畫畫的吳道子 雷娜.路克文; 蘇美璐圖; 宋珮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873 什麼才是最難的事?: 矽谷創投天王告訴你真實的經營智慧本.霍羅維茲(Ben Horowitz)著; 連育德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880 給未來醫生的六堂人文課 白先勇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897 關於人生,我確實知道......: 歐普拉的生命智慧 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著; 沈維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903 拉拉去溜冰 茉莉.艾德爾(Molly Idle)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903 拉拉去溜冰 茉莉.艾德爾(Molly Idle)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910 吃對全食物 陳月卿著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3206927 10種物質改變世界 米奧多尼克(Mark Miodownik)著; 賴盈滿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934 追尋吧!過你夢想的人生 古利博(Chris Guillebeau)著; 劉真儀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941 樂暢人生報告書: 魚夫全臺趴趴走 魚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958 南丁格爾的夢想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張毓如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965 食蟻獸曬英文: 掉漆、踹共、翻白眼,100則學了就想用的英文單字畢靜翰(John Barthelett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6972 輕鬆搞懂數字爆的料: 不需統計背景,也能練就數據解讀力戴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 金鎮浩(Jinho KIM)合著; 錢莉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989 尋找阿嘉莎 艾米.汀柏蕾(Amy Timberlake)著; 黃聿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996 第一次看懂世界名畫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著; 江坤山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009 通訊科技與法律的對話 謝穎青, 葉志良著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3207016 跟誰簡報都成功 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著; 呂奕欣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023 替身 林滿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030 掌握人際5力, 職場人人是貴人! 黑幼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047 我的足球爸爸 尤金.葉爾欽(Eugene Yelchin)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07061 小老鼠愛數學Ⅰ 愛倫諾.梅文; 黛博拉.梅爾曼圖; 劉清彥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207078 時尚是門好生意 孫正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085 絕美日本: 我最想讓你知道的事 謝哲青, 李艾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092 全世界都是我的夢工場: 美加與臺灣的留學故事謝其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108 Mimi的法國廚房: 與家人朋友歡聚的美好生活 咪咪.索瑞森作; 何修瑜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115 鳥類不簡單 黃一峯文.攝影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122 66妙招,輕鬆練出好腦力 加藤俊德著; 駱香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139 神探噴射雞 蕭逸清文; 陳佳蕙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146 SCRUM: 用一半的時間做兩倍的事 傑夫.薩瑟蘭(Jeff Sutherland)著; 江裕真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153 完美的理論: 一整個世紀的天才與廣義相對論之戰費瑞拉(Pedro Ferreira)著; 蔡承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177 恐懼遊戲 蘿倫.奧立佛(Lauren Oliver)著;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207 全球大變革: 南環經濟帶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 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 桃樂絲.奈思比(Doris Naisbitt)著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214 我是好媽媽: 13個祕訣,共組充滿愛與願景的幸福家庭瑪莉娜.史雷頓(Marina Slayton), 葛雷格瑞.史雷頓(Gregory Slayton)作; 錢基蓮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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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22023 平行故事. 第一部, 喑啞地帶 納道詩.彼得(Nádas Péter)著; 余澤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87776 臺灣老街歷史漫步: 臺灣的記憶,臺灣的歷史 黃沼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783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臺灣真相: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陸傳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790 這樣釣魚會發瘋: 魚達人的釣魚神技與癡魚怪談李嘉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806 不花冤枉錢!新手購酒指南: 從認識葡萄品種、全球產區到掌握風格特性珍妮.派金森(Jane Parkinson)著; 陳亦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7813 45款居家必備乾貨活用食譜: 從昆布、香菇到豆類,變化出214道美味常備菜三浦理代監修;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20 池釣高手 李嘉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837 小巧華麗的法式開胃菜: 賞心悅目+簡單美味 最受歡迎的宴客首選105宮澤奈奈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844 臺灣老火車站巡禮: 當初送你離鄉的火車站,如今還在嗎?戴震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851 造音翻土: 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 羅悅全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7868 諸眾: 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高俊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912 萬用淋醬.沾醬黃金比例345: 照著作!就能掌握大廚級風味主婦與生活社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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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僧伽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3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9789869057097 超越迪士尼100分顧客滿意魔法 鎌田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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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30146 Hair style: 基礎造型寶典 造型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30160 時尚巴洛克梳編寶典 陳冠伶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30177 整體造型秘技. 香港新娘造型篇 造型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809 臺灣簫曲集 伍登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11310 企鵝和猴子 狄特爾.威斯米勒(Verlag Sauerlander)文圖; 譚海登翻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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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1716 友誼種子 麥克.佛爾曼(Michael Forman)作; 謝維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815 念故事給我們聽好嗎? 原京子文; 高橋和枝圖; 周姚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1884 哇!我不知道的動物奧秘 艾瑪.道斯文; 麥克.艾斯皮諾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76 勇闖迷宮大冒險 SMART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83 我的百變馬桶 鈴木武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990 我的飛天浴缸 鈴木武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041 騎士與公主 古都勒文; 克勞德.杜柏瓦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3275817 大清時報. 三部曲, 帝國哀歌(西元一七九六年-一九一一年)黃榮郎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364 就是喜歡有氣質的自己: 堀川波的大人穿搭提案堀川波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371 神奇的舒壓著色畫 漢娜.戴維斯(Hannah Davies), 理查.麥瑞特(Richard Merritt), 辛蒂.懷爾德(Cindy Wilde)著;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388 萌菇娘圖鑑 oso文.圖;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維和海德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9789573276395 勇敢創造自己的奇蹟: 100種自我激勵法,徹底翻轉你的人生史帝夫.錢德勒(Steve Chandler)著; 蒲文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01 改變世界,我可以!: 孩子擁有無限的力量,可以翻轉整個世界印度河濱學校教育基金會,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挑戰協會著; 楊雯祺, 廖芳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25 血與仇: 希拉蕊邁向首位女總統之路的抉擇 愛德華.克萊恩(Edward Klein)著; 林少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32 從土地而生: 在都市裡擁抱自然,從生命中獲得愛與重生的力量瑾恩.諾藍(Jeanne Nolan)著; 謝凱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49 我的幸福糕餅鋪: 臺味點心50選 張尊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6456 浣熊洗車中心 岡林千裕文; 大澤千加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463 鐵道王國千里紀行: 列車上的日本文學、戲劇與映畫風景岩坪輝, 星野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494 一起去野餐 顔邵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500 麥可喬丹自傳 羅倫.拉森比(Roland Lazenby)著;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27513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作品聯展專集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83133 船員海上求生與船舶滅火實務 蔣克雄編輯 平裝 1

9789865897154 新編船舶防火與滅火 蔣克雄編 平裝 1

9789865897161 人員安全與社會責任 蔣克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611438 流行鋼琴超詳細影音教學 吳欣儒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611452 現代樂理超簡單學習法 蔡文展作 第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11469 基礎吉他訓練 蔡文展作 第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611568 喬.聖德爾教融合電貝斯 喬.聖德爾, 酷派音樂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611780 約翰老師教你從頭學英語 Teacher John, 酷派音樂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611797 約翰老師教你從頭學英語 Teacher John, 酷派音樂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611834 董舜文薩克斯風教學 董舜文, 酷派音樂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940 50週年校慶成果專輯 侯瑞琳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15024 隅光: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毛永盛, 湯恒鈞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093 嘶溝藝: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王欣霈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109 墨默: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4級張珮綺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41933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2015時尚設計系. 第四期 許郁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15031 關帝文化與文創設計 陳昭吟撰文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72467 心靈修持之鑰 妙山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58462 基本哲學論文集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84642 大陸雜誌(合訂本) 大陸雜誌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642 大陸雜誌(合訂本) 大陸雜誌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673 運動休閒者的心靈與文化向度 歐崇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84680 運動者的心靈與文化向度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美靈學道學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維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臺南應用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9789868784680 運動者的心靈與文化向度 歐崇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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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41489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之詮釋語彙探究: 以〈暴風雨〉、〈熱情〉及〈告別〉為例邵婷雯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2501 古典書法之美: 洪啟義篆隸書藝展集 洪啟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501 古典書法之美: 洪啟義篆隸書藝展集 洪啟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947 跨校聯合學術研討會「資訊與管理」暨「觀光與休閒」研討會. 2015年 平裝 1

9789869059954 跨校聯合學術研討會「經營管理」暨「資訊科技」研討會. 2015年 平裝 1

9789869059961 跨校聯合學術研討會「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15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430650 擺脫女人要命的壞習慣: 讓你凍齡更漂亮! 吳明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395833 六個女人在紐約 張滌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40 清晨的人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857 臺灣詩人的囚與逃: 以商禽、蘇紹連、唐捐為例夏婉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漢雅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管理資訊計算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漢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浯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54574 再回首 一九四九 樓文淵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54581 剛毅正直義烏人的精神: 臺北市義烏同鄉會成立六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市義烏同鄉會編輯小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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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791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5楊瑞蓮主編 其他 1

9789866767814 華語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江惜美主編 平裝 1

9789866767869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5 OSET2015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821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吳珮君等作 平裝 2

9789866767845 兩岸公法法律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5 王鳳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807 銘傳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設計組: 設計.未來論文集. 2015張妃滿, 林昭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7838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游秀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5331 遇到而相信: 第十七世紀中國閩東道明會傳教區之平信徒山樂曼著; 李伯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546 聖瑪麗閨雅 陳靜怡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8017 慧光集. 62, 慧燈禪修階次. 二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017 慧光集. 62, 慧燈禪修階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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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6587 光與影: 謝孟雄回顧展 采錄 謝孟雄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96570 在膚之下: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所畢業專輯. 2015林佳葳平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122128 系統分析與設計 胡蕙玲, 狄宇昌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2166 Today's breakfast: 悠閒.慢食的幸福時光 山崎佳作; 牛瑞雰譯 平裝 1

9789863122173 白內障.青光眼: 眼睛疲勞、視力降低的保健與治療宮島弘子監修; 林大凱譯 平裝 1

9789863122333 最強Excel資料整理術: Excel 2013/2010/2007適用不二桜著; 許淑嘉, 牛瑞雰譯 其他 1

9789863122371 頻尿.尿失禁: 為了良好生活品質的保健與治療 高橋悟作;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2388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150: 插畫社群/動漫界/手繪界...一次收藏150位當代最強畫師作品集SE編輯部編 平裝 1

9789863122395 Apple design產品設計的秘密: 機構.製程.材質.包裝Nikkei Design編; 朱炳樹, 張雅琇譯 平裝 1

9789863122401 日本當代最強平面設計150: 海報設計/平面廣告/書籍裝幀/CD封套...一次收藏150位視覺藝術大師作品集SE編輯部編 平裝 1

9789863122418 完全詳解iPhone 6.6 plus活用術+iOS8活用事典 poppyplus作 平裝 1

9789863122432 EstiNet網路模擬實驗與應用 王協源, 陳永昇, 柯志亨作 平裝 1

9789863122449 邁向jQuery達人的階梯 株式會社シフトブレイン作; 林子政譯 平裝 1

9789863122456 接案我最行!: HTML5 + CSS3 + Javascript商業範例必殺技秋元良平等作; 汪牧君譯 其他 1

9789863122463 正確學會數位攝影的16堂課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22470 Illustrator魅麗絕技 井上のきあ著; 謝薾鎂譯 其他 1

9789863122487 讓我們LINE在一起(2015最新版) 阿祥, 3C布政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22289 好傳單,不簡單!日本流行海報設計 フレア, グラフィック社編輯部編; 蘇玨萍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9789863122494 好設計帶來好生意! 日経デザイン編; 陳令嫻譯 平裝 1

9789863121718 新觀念Android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511557 無上星尊 戰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1830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2066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2417 我老婆是黃月英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2134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2141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3056 星河霸主 蕭星艦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2325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332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349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356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72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398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3889 逍遙食神 金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3346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3872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3766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3865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2646 寂寞宮花紅 糖耳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735 寂寞宮花紅 糖耳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742 重生明珠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759 重生明珠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3896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2912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2929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2936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2943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2981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說頻文化



978986351317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3186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3193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320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4183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3438 天醫 霸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3452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3858 引動風雷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405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3629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4022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3902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4213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4558 九陽劍聖 官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3919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3926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3933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3940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3957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565 花都修真老師 紅眼白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3971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51410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51420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1466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14091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220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145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4152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416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176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4503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244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251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58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94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95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159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5227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426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541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336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4343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4367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350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142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411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442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5029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5036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5906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4435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4442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4459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466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579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510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862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879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418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534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5111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5432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5845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4596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4602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5104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5449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5593 幻獸大帝 赤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4619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4626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5210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5456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5630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4695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4701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5098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546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588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4749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4756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4763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4770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869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831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848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5753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5760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4787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794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4800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4817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824 春閨記事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4855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5135 無良醫聖 易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490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916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5494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5616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968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951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4923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4930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5487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5609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944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128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5654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5876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597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5982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19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15623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1599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1523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524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525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526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272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5289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5296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5302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319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5326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5333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5340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357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5913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5920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6057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347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5562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604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630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316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536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5524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5531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5548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5555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708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5715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5722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5739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5746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5814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5821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378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583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08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6095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361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5890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101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118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6583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6132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6149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6408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690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6156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6385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6392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7054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6187 仙帝 寂寞讀南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6200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217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422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6620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6231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6439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637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6644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934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6941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6262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16279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6446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707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1648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665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76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491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6774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781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798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6538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6545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7085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7252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7269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552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1656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1685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16576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7092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6590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6668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675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6682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699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6705 禍水 柳暗花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6712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7108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7320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6743 賢后很閒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6750 賢后很閒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6873 賢后很閒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6880 賢后很閒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6897 賢后很閒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6804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7207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7214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7221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6811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6866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7399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6835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6842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7535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7542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755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7351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6958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7375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6972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6989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6996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7009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7191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7368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7160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7344 傲視天下 長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7177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7412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7887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17184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7566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17245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1731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1760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18150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18440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1727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517382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517962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1816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51761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00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730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740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7429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728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18013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17436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7443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8020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7498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129 唯我神尊 傲無常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7573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8099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8471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8488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818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833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79957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8389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525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7634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8037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7641 花好月緣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7658 花好月緣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7665 花好月緣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7672 花好月緣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7689 花好月緣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7696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7702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7719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7726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8518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17733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7740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775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7764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777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7788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7795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7894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7900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7917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17924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17955 萬界獨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1797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836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9172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17986 逍遙神醫 日照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7993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18297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9516 真火丹神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518273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280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18068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8075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8174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797754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4046 無上天驕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13522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105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8426 戰神天賦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8464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18136 無極劍神 火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8143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8303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799543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3285 至尊丹帝 通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8235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18242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18341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7130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18556 符法無邊 沒落的游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18358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18501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13490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8693 星空藥帝 帝星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8396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18402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841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1845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8762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518495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8458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18747 校園極品兵王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11755 靈株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11762 花都之少年仙帝 蕭柏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2165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12578 虛空創世紀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12790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1406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5777 仙機劍舞 天上楓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6

送存冊數共計：36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616 我們祝福的源頭: 以色列(簡體字版) 劉代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9623 金字塔 神的簽名 劉代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9630 金字塔 神的簽名(簡體字版) 劉代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9654 真實的悔改(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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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98335 武霸天下 緋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3410 星武至尊 探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4806 臺灣勇者協會TGG 玥主朽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5964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5971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299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6305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114 滅盡蒼穹 瀟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5995 霸氣寶寶: 帶著娘親闖江湖 紫色流蘇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251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5438 天才剋星 威力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268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6275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6275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5513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3556312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3556329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3556350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269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50532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50549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56282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5933 諸天大願 長歌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5926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榮耀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銘顯文化



9789863555902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55865 天氣娘 るい・たまち著;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5570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4605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5220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015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03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55604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3556060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6084 囂張跋扈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374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6381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6138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6428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6145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6152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169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190 血!!魔導 暮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213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220 主宰天脈 天國難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6244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343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404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6411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6510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6435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6442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6466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6848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647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6480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649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56503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56527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55653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5654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355655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355656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3556572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589 醫道風流 一桶漿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596 黑袍守護者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602 極品賤仙 糞量十足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6619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626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633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6657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6640 殘劍嘯天 刺客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6664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671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688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6695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6701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6718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6725 囂張跋扈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732 囂張跋扈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6749 來自異世界的清水島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6756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763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770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787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794 七界劍皇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800 熾熱天驕 衣冠似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855 毀滅世界吧!魔王大人 三月九日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862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6879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6886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6893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556909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56916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3556923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3556930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6947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6954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7029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6978 魔法養成攻略 凌舞水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6992 這不就是組團刷秘境副本嗎?上仙!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7036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050 天上紅緋 月樺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57067 天上紅緋 月樺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57074 官將: 賞善罰惡. 第零集 宴平樂作 平裝 1

9789863557081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098 太古劍神 飄零幻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104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卷一 1

9789863557111 指壓聖手 醉蝠作 平裝 卷二 1

9789863557203 破界弒帝 狗狗執政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722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557265 霸唱星空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7319 無上刀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7333 流氓仙師 紙上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7357 武爆仙河 燈下無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7388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7388 神魔超進化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7401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7425 請叫我英雄 小結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744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557470 武極封神 未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647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7791 大道彌天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7692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123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86025 優游: 亞太女書法家大展專輯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87869 巴哈歐拉聖典選粹 巴哈歐拉作; 朱代強, 孫善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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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23282 中部美術展. 第62屆 廖本生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8107 異象.藝象. II, 連結&分享 張蓬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828438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5年 鄒國益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4601 福建二都秀篆堀龍: 開基始祖羅惇厚百六公略譜羅柏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62015 臺灣西海岸玉石藝術鑑賞 湯家錠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西海岸玉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仲素公派下羅姓族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主意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巴哈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801 英語語言管理操作手冊. 高中職篇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語言管理工作小組編著; 陳超明主編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18429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 2015年臺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8918436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網路行銷證照」網路行銷實務題型題庫臺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58155 變態博士駕到!! 左近堂絵里作; 青心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2693 盜賊神技: 在異世界盜取技能 飛鳥けい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058 魔法工學師 秋ぎつね作; 余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119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126 槍械魔法異戰. 1, 黑鎧與稚齡女王 長田信織作; K. K. 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140 重裝武器. 8, 七O%的統治者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164 見習神官LV1: 但有個最凶悍老婆 佐々原史緒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171 絕對的孤獨者. 1, 咀嚼者The Biter 川原礫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188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FD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201 王者英雄戰記. 上, 黃昏女神與廢墟之都 稻葉義明作; 珂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287 音韻織成的召喚魔法. 1, Busta Lyricers 真代屋秀晃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355 記錄的地平線外傳Honey Moon Logs 橙乃ままれ原作; 松乇トャ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447 Not lives 烏丸渡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492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3751 帕納帝雅異譚. 2, 熱砂的鎮魂曲 竹岡葉月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768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3775 今日開始兼職四天王!. 2, 勇者淪陷與革命之日 高遠豹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782 6天6人6把槍: 2/6 入間人間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799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3805 無限迴圈遊戲. stage2, 艾利沙的神奇大冒險 入間人間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812 Overlord. 4, 蜥蜴人勇者們 丸山くがね作; 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



9789863663829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3836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843 喜歡☆討厭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850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3881 境界線上的地平線 川上稔原作; 武中英雄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3898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3904 魔法科高中的優等生 佐島勤原作; 森夕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911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竜ノ湖太郎原作; 七桃りお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3928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3935 愛,逆轉 野萩あき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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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663959 狐仙的戀愛入門 よしだもろへ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3966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原作; 大庭下門漫畫;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3973 暴走教師: 帥哥老師真命苦 大和名瀨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3980 Gundam ex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3997 放學後PLAY High Heels 黑咲練導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000 猜謎王 杉基イクラ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4017 歡樂公寓 桂明日香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024 古書堂事件手帖 三上延原作; ナ力ノ漫畫;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4031 小長門有希的消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048 哥哥的溺愛日記!: 寒冬初體驗 大和名瀬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055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敗者們的榮耀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062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4079 強殖裝甲GUYVER 高屋良樹作; 磊正傑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664086 新世紀福音戰士: 碇真嗣育成計畫 Gainax, Khara原作; 高橋脩漫畫; 陳宏生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664093 Schoolmate Kiss あずまゆき作;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109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116 櫻x櫻 森繁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123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147 春姊對我XX的理由 大見武士作;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154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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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4178 天降奇機愛上我 渡会けいじ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185 心靈偵探八雲 神永学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4215 美食吃飽飽: 橫濱 山本あり, 笹木理恵著; 陳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222 闇之國的小紅帽 Killer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239 潛貓 恩顧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4345 潛貓 恩顧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4246 十王一妃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4253 以愛為名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260 0能者九条湊 葉山透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277 雀蜂 貴志祐介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284 放著不管就美味!用鍋子、烤箱、冰箱x時間,打造80道餐館級功夫菜馬場香織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291 桃猿最強!Lamigo2014封王感動與路 Lamigo Monkey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307 終身保固的女僕與容易崩壞的我 值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314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321 時槻風乃與暗黑童話之夜 甲田學人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664352 みやま零畫集: 惡魔高校DxD みやま零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369 小刀劍神域 川原礫作; 南十字星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376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4383 艦隊Collectiona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406 魔法他與她 児玉樹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420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4437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444 妖狐日和 澤野明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451 熟男不及格! こうじま奈月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468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乙 竜ノ湖太郎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475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夏海公司原作; 鶴山ミト漫畫; 陳宏生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482 飢餓的小兔子與戀愛中的大野狼 神田貓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499 黑色子彈 神崎紫電原作; もリのほん漫畫; kosar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512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452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妖精之舞 川原礫原作; 葉月翼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536 RDG瀕危物種少女 荻原規子原作; 琴音らんまる漫畫; 侯維琪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543 記錄的地平線: 西風旅團 橙乃ままれ原作; こゆき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4550 魔王勇者 橙乃ままれ原作; 淺見よう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4567 戰姬絕唱SYMPHOGEAR 上松範康, 金子彰史原作; 吉井ダン漫畫;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4598 不完全神性機關伊莉斯. 5, 154cm的新娘機關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604 實現之星 高橋彌七郎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61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5, Alicization invading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628 艦隊Collection: 鶴翼之絆 內田弘樹作; 黃永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635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夏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642 打工吧!魔王大人0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659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兔女郎學姊: 青春豬頭少年系列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680 告白預演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69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4, 廢柴四重奏 曉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734 機關鬼神曉月 榊一郎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4741 我的寶貝四千金原創小說 何曜先, 陳憶菁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758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SH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4765 聽見幸福原創小說 涂瑋芹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4772 臺北我來囉!日本插畫家初次海外旅行 カタノトモコ著;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005 Taiwan Telematics Industry Total Solution Guide 彭松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380580 奶奶只是想睡覺 梅蘭尼.佛羅瑞安(Melanie Florian)作.繪; 陳怡潔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610 聽不見的聲音 皮耶.高翰(Melanie Florian)作; 梅蘭尼.佛羅瑞安(Pierre Coran)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665 帕瓦娜的旅程 黛伯拉.艾里斯(Deborah Ellis)作; 鄒嘉容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0672 黑色魔船 柯南.道爾原著; 陳秋帆改寫; 陳敏捷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689 蠟面人 柯南.道爾原著; 王夢梅改寫; 陳敏捷內文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757 原來我家也很棒 服部千春作; 辻村亞由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7505 太和: <>與養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趙中偉等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周易養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101

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4838073 全民英檢新題型. 閱讀篇 謝竺樺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080 中級會計學 張仲岳, 蔡彥卿, 劉啟群著 2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4838097 核心職能: 管理技能實務 劉偉澍, 許成之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3730 有溫度的經營: 社會企業主題論文集. 第三輯/英文篇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策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7314 生命的樂章: 黃圻文當代繪畫作品集 黃圻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8908 防水工程連名保固推廣手冊 謝宗義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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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6607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法規與實務 李慈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7619 四分尾山踏查紀實. 二 翟慧美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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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美麗夷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物公共安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音.悅工場

臺灣東華



9789868914346 原住民族事務發展之回顧與前瞻 施正鋒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0207 臺灣海岸治理: 衝擊與衝突經營 李政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97148 疾病分類師/疾病分類員證照: 基礎醫學題庫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32817 紡織材料與科技原理 姚興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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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02847 基礎經濟學 Robin Bade, Michael Parkin著; 許景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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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035986 動手玩創意: 女孩最愛1000創思發明書 羅倫.艾利斯設計.圖; 費歐娜.華特文;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993 動手玩創意: 男孩最愛1000創思發明書 史黛拉.貝卡克, 保羅.尼可斯圖; 費歐娜.華特文;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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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36099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民間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105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民間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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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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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海洋治理策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528138 元代開國功臣許衡劉秉忠評傳 袁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275 使於四方: 四十年外交生涯回顧 吳仁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8503 生物晶片與基因工程 江建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524 王德育的觀想藝見. 西洋繪畫縱橫談: 從達文奇到佛洛伊德的美感解析王德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876 人皮盜獵者 麗莎.嘉德納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20 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 蔣永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9937 伊本.巴杜達遊記 提姆.麥金塔.史密斯(Tim Mackintosh-Smith)編; 苑默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44 雅歌雙譯 王福民, 楊東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51 貝葉裏的說書人: 尋訪佛經與文史的故事 林伯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99 黃越綏的意外人生 黃越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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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1271 什麼是漢語神學? 曾慶豹著 平裝 1

9789866131288 天風的沒落: 艾迪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回應 鄒朝春著 平裝 1

9789866131288 天風的沒落: 艾迪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回應 鄒朝春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84403 畫說古早臺灣老祖先的故事: 基督救贖文化與多元.漢文化相遇史: 郭文雄油畫集 臺灣基督教會歷史. 藝術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22217 寶寶蒙學第一步 臺灣童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童年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無憂小築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基督教藝術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商務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672123 覺醒啊!世人! 雷瓦達禪師作; 莊國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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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0404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system theory and kansei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15Chin-Tsai Lin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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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7108 骨骼營養學: 營養與骨骼健康 楊榮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66040 緩和醫療與生命末期照護臨床實務指引 Kim K. Kuebler, Debra E. Heidrich, Peg Esper原著; 白雅瑛等翻譯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666149 Davidson's臨床病例鑑別診斷 Mark W.J. Strachan, Surendra K. Sharma, John A. A. Hunter原著; 廖翊儒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644 從理論到實務: 做一個稱職的臨床教師 TD Barton, Sue Howard, Sally Thomson原著; 蕭斐璠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651 實證物理治療實務 Rob Herbert等原著; 郭怡良, 李映琪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6675 護理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王瑜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6774 Piermattei's圖解犬貓骨骼關節手術技法 Kenneth A. Johnson作; 丁睦懷, 蔡豐禧, 羅心孺翻譯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666781 小動物常用藥品手冊 蘇璧伶, 詹東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067127 運動教育學國際暨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許瓊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76959 農民之會 林美芳執行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9718 綠活慢療: 園藝治療與現代生活. 第九屆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9718 綠活慢療: 園藝治療與現代生活. 第九屆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302652 吃對營養順序孕媽咪好孕又快瘦: 掌握關鍵初、中、後期營養3階段,就算外食、高齡準媽咪也能好孕瘦李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263 14位抗癌權威醫師的食癒餐桌 (韓)姜載憲等作 平裝 1

9789861302300 不被糖尿病殺死的57個方法 板倉弘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20 挑對時機買到便宜房 李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37 歌舞伎町首席男公關交涉術: 20秒讓人卸下心防的交際手法!信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751 第一次跟貓咪的生活方式 貓咪日和編輯部編; 徐瑞羚譯 平裝 1

9789861302782 自我按摩治百病: 按出人體自癒力 家庭書架編委會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516165 <>原貌探索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1516172 <>的幽隱探照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1516189 小說<>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3213 書叢中的微光: 聽見書店的聲音 詹正德, 劉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390007 骨科微創手術新進展 楊榮森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學生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008 形塑一瞬 皮耶.薩維提(Pierre Cerviott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96102 臺灣藝術家協會會員創作專集 林世斌總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17561 醫學博士為什麼要素食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17585 可許則許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6175 甘露. 第二集(中英對照) 釋妙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9163 甘露. 第一集(中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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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7109 3D Maker教學寶典: 3D列印成型必修的18堂課 羅日生, 羅豪章, 朱延平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411920 蔡雪貞: 水墨武功秘笈 蔡雪貞作 平裝 1

9789868411937 蔡雪貞彩墨集 蔡雪貞作 平裝 1

9789868411944 蔡雪貞油畫集 蔡雪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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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0431 14天激瘦!: 讓你擁有傲人曲線的肌力球 柯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氏潑墨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靈巖山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摩比酷新媒體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家協會



9789869106412 33廚房: 123道家常料理的關鍵美味 超級電視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429 親愛的,我不想太早離開: 一名醫生陪伴愛妻對抗肺腺癌的真情日誌周昌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443 嬰幼兒益智餐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467 會說話的食譜書: 孕產婦營養餐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474 幸福的餐桌: 你吃的食物是來自天堂?還是地獄?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479 會說話的食譜書: 滋補湯羹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498 超級小英雄: 親子0距離,和小朋友們一起5力全開!Super!超級電視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47767 這樣吃,養一個聰明寶寶: 爸媽一定要知道幼兒飲食建議簡芝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774 提升代謝力的不飢餓飲食法 簡芝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781 麵疙瘩100%料理 邱寶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798 做個鹼性健康人 劉正才, 朱依柏, 鄒金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7804 不可思議的冬蟲夏草 王全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811 天天10分鐘,喝一杯、動一動、按一下,養出不生病的溫暖體質簡芝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7828 懶人也學得會的消病痛運動方,每日15分鐘,多活3年!劉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835 準媽咪必備的中醫助孕&養胎枕邊書 郝俊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842 辨證奇聞 (清)錢鏡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47859 阿育吠陀.神奇的身心靈養生術 西川真知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873 超簡單對症解痛方 蕭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880 吃鹽,每天6公克就夠了! 簡芝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03 不勞不累,養好腎! 劉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10 小配方.大妙用: DIY天然草本對症養生方 簡芝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27 天天這樣吃&這樣動,養出好骨力! 養沛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34 女生不痛、不病、不鬱10分鐘健康操 劉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41 天天吃.好素料理138道 戚明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58 清毒素.改善體質.自然飲食大實踐!愛喝手作新鮮蔬果汁于智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7965 愛上豆漿機 養沛文化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7972 一枝畫筆,描繪心靈之美: 我的瓷繪人生 洪華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989 這一餐一鍋搞定: 60道無油煙的速食電鍋菜 吳寶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7996 揉揉小手.不打針、不吃藥: 小寶貝對症推拿書 李德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005 親愛的,一起幸福吧!: 獻給想要改變的妳,30歲前一定要學習的功課上官昭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養沛文化館



9789865665012 抗老化.防惡化: 全家人の日常眼睛保養書 劉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029 體脂肪&肥贅肉OUT!29招打造逆齡S曲線: 每天10分鐘輕鬆鍛鍊背肌.腹肌.腰大肌久野譜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036 天然草本芳療聖典: 21款花草精油,打造無毒香氛家園羽鳥冬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65043 自然味の蔬果風味水: 自己調製37款清爽無負擔の美味水調飲福田里香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665050 媽咪自己做4-18月寶寶最愛吃的副食品: 完整輔助飲食指南,打造一個黃金健康寶寶!簡芝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067 動動腳趾,活更久!: 18種腳趾靈活操,保健骨骼&肌肉中村考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074 孩子應該適性教: 九型人格告訴你,原來應該這樣與孩子相處胡挹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081 你一定愛吃的排毒蔬食便當: 毒素OUT!活力UP!排毒專家&人氣料理師上菜囉!蓮村誠, 青山有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098 超有效骨盆矯正操: 瘦腰＆瘦臀＆瘦大腿1天1招躺著做松岡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104 懷孕時必備枕邊書 張震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111 搞定荷爾蒙: 變瘦.變美.變年輕 楊彥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128 完全圖解.奇效足部按摩: 按出體內自癒力!疼痛立即消!李宏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135 遇見園藝治療的盛放: 啟動五感能力,接受植物療癒力量郭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4800 異想世界: 義良散文集 謝義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3506 天光水影曙霞間: 顧兆仁攝影速寫作品集 顧兆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3506 天光水影曙霞間: 顧兆仁攝影速寫作品集 顧兆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1608518 獸醫組織病理學圖譜 陳三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549 豬病臨床診斷學: 四十年豬病診斷經驗紀要 陳三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56 辛亥革命: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寫中國 亞瑟.賈德森.李銘藤著; 季我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563 悸情塵世: 心象與美學的邂逅 陳春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銳志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億言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50207 材料科學與工程 William D. Calliste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陳恒清, 楊子毅, 張柳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214 普通物理學(精華版) Harris Benson原著; 蔡政男等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50221 工程數學 黃世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50238 工程力學: 靜力學 J.L. Meriam, L.G. Kraige原著; 林昭文, 陳正和, 謝慶雄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8950245 分析化學 Daniel C. Harris原著; 林維炤, 李淵博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50252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黃仁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3218 熱力學(精華版) Claus Borgnakke, Richard E. Sonntag原著; 章哲寰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8950269 電路學 Richard C. Dorf, James A. Svoboda原著; 黃世杰譯 九版 平裝 1

9789868950276 電路學(精華版) Richard C. Dorf, James A. Svoboda原著; 黃世杰譯 九版 平裝 1

9789868950290 微積分 劉明昌, 李聯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04800 葉寬雨書畫冊. 第一輯, 永銘客家 葉寬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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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52372 小甜點: 和風甜點&西洋甜點大匯集!67種小甜點福田淳子, 山崎彩作; 沈亮慧譯 平裝 1

9789866252389 茶甜點: 抹茶、紅茶、焙茶、調味茶...58種使用茶的甜點信太康代作; 沈亮慧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09338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采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寬雨書藝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34886 適合上班族的54種超值海外旅行 鄭泰官, 安仙熙, 金台炅作; 林慧君, 蘇世甄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078422 殖民與再殖民的認同困境: 李石樵(唱歌的小孩)與(市場口)研究潘桂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439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李宇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446 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 葉顯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453 清代臺灣地理空間書寫之文化詮釋 賴恆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460 中國婦女史論集. 十一集 游鑑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477 白色恐怖在臺灣: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 蘇瑞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484 世紀的容顏: 屏東縣里港國小百年發展史之研究(1900-2003)李秉穆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78491 歌仔戲實錄 廖秀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07 唐代仕女妝容文化探微 游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14 臺語現代詩研究 何信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21 一哂詩集 林燊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45 當代國際法戰略關係下的臺灣問題 胡慶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2293 記者冏很大: 一個新聞記者的採訪現場與省思 林靜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786918 宅女特助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25 娃娃福晉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32 香草戀人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49 總裁好ㄚ劣 于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56 總裁的風流債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媛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廣場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智文化



9789862786963 愛情怎這麼難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70 天下掉下來的羅曼史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87 特助情婦 洛彤[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994 總裁教父 紀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7007 總裁的小清新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14 酒國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21 狂情帝爺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38 宅女好甜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45 妾心似水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52 拒做總裁妻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69 情婦小姐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76 大齡恨嫁女 于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83 買來的一場愛情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090 決心嫁個有錢人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06 酒店清純妹 洛彤[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13 色狼總裁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20 奴家以身相許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37 孕母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144 奪愛霸主 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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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21598 鸞音警世 鳳邑省化社喚善堂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7135575 司馬懿職場筆記 秦漢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582 不會撒嬌,笨女人 王茜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599 世界名人名言 黃河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05 我富有,因為我這麼做. II 張俊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12 世界零售龍頭: 沃爾瑪傳奇 姜文波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29 制霸: 李嘉誠和他的年代 艾伯特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德惠雜誌社



9789577135636 股市投資必勝客: 巴菲特投資智慧 喬飛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43 易經的人生64個感悟 魯衛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35650 馬雲與阿里巴巴之崛起 秦商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67 小米之父: 雷軍 秦商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74 聖神皇帝武媚娘傳奇 秦漢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681 道德經的人生64個感悟 秦漢唐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76101 研究研究論論文: 進出知識宮籟的研究歷程與穿越學術沙漏的論文寫作吳鄭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28042 尋豆師: 國際評審的中南美洲精品咖啡莊園報告書許寶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59 無壓力,老後照護大百科 王天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66 只是不想將就在一起 御姊愛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73 好的設計沒那麼貴 姥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80 退休夢: 10年規劃+紀律進行,讓有錢人也羨慕的法國第二人生黃碧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97 突圍黑心房市!Sway誠實帶看日記 Swa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07 戀愛急救 陳艾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14 臺灣咖啡萬歲 韓懷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21 家的模樣 葉怡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38 對的人: 找回自己,才能找到親愛的你 御姊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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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9198 救命自療,跟著阿嬤營養師重生: 一碗湯、一塊布,從感冒、不孕到癌末,活人無數東城百合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05 神效醋療: 不思議百病百治秘方 楊綠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29 止咳聖經: 感冒、發燒、咳嗽、痰多、過敏一本通吳建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36 招財盆栽: 不懂風水、不是綠手指也能馬上征服的風水植栽圖解全攻略吳道子, 花草生信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43 毒這樣排安心吃放心用病不來: 專剋潛伏病、四高、各式慢性病和癌症孫安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廣毅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穀德工作室



9789868966550 自造女神,入列頂尖美女9999方: 只用清水、防曬、保濕,就能逆轉肌齡李士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67 男生長高、女生長胸: 專家食療吃出超強發育力蔡順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74 強胎計劃,母健子壯超人體質培養書: 懷孕、好孕、安胎、順產,一氣呵成孫安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6581 拳神貫注,心靜、竅開,讓腦力全開少林18式: 專注力、記憶力、思考力輕鬆強化300%吳美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6598 乾淨溜溜,170分鐘清潔收納一次打死: 魚乾女都風靡神奇清潔術、魔幻收納法郭品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5405 一拜發財,史上最優幸福人生指引: 讓神明完全聽懂你的聲音實現你的願望廣毅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385696 潘蓬彬油畫集. 2014年: 陽和方起 潘蓬彬撰文 平裝 2

9789869164504 潘蓬彬油畫集. 2015年: 奧義德寫生小品 潘蓬彬撰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63801 京華風雲 張雯菁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51866 近鄉情悅: 幽默大師林語堂的臺灣歲月 洪俊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873 十六歲的哲學課 手島純著; 黃心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880 陶瓷碎片: 侯麥短篇小說集 艾力克.侯麥(Eric Rohmer)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0484 專題製作與討論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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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8111 小頭目優瑪. 1, 迷霧幻想湖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廚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潘蓬彬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德謙居



9789869188128 小頭目優瑪. 2, 小女巫鬧翻天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35 小頭目優瑪. 3, 那是誰的尾巴？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42 小頭目優瑪. 4, 失蹤的檜木精靈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59 小頭目優瑪. 5, 野人傳奇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8173 怪傑佐羅力要被吃掉了!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91005 小熊兄妹的點子屋. 1, 點子屋新開張! 哲也文; 水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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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62049 蒸的好輕鬆: 79道無油煙料理不敗秘訣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339 家家鍋中有隻雞 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339 家家鍋中有隻雞 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172 媽媽的菜: 傅培梅家傳幸福的滋味 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295 酷炫多層夾心蛋糕: 50款甜美繽紛的多層夾心蛋糕之烘焙與裝飾瑟莉.歐洛弗森(Ceri Olofson)著; 朱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47 超人氣馬卡龍X慕斯: 70款頂級幸福風味 鄒肇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54 糖霜餅乾,在家也能做出星級點心!: 超實用技巧X超吸睛造型X超人氣風味黃品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85 蛋糕教室: 百種經典蛋糕 許正忠, 林倍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5641 THIS MEANS THIS.THIS MEANS THAT.這就是符號學: 探索日常用品、圖像、文本,76個人人都能懂的符號學概念尚恩.霍爾(Sean Hall)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733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都會包傳奇 尚克勞.考夫曼(Jean Claude Kaufmann)等作; 韓書妍, 劉怡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863 德式廚房整理術: 不浪費、不屯積、不焦慮,日日輕簡的健康料理生活門倉多仁亞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70 甜點的剖面世界 貓井登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87 深入大吉嶺,探尋頂級莊園紅茶 邱震忠, Victor Y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894 擺盤設計 喬.丹柏利(Jo Denbury), 卡拉.霍布戴(Cara Hobday)著; 喬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900 那些法國女人天生就懂的事 蒂許.潔德(Tish Jett)著; 呂珮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948 You're so French Men!紳士的風格: 從衣著到生活的優雅時尚學Frederique Veysset, Isabelle Thomas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955 色彩互動學(出版50週年紀念版) 約瑟夫.亞伯斯(Josef Albers)著; 劉怡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橘子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9202 能源與氣候的迷思: 兩兆元的政策失誤(修訂版) 陳立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431 臺灣民主警政的媒體再現研究 汪子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615 民初銀行大亨 尚綬珊等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639 全球展望與國家願景: 林嘉誠政治評論集 林嘉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646 殯葬管理與殯葬產業發展 楊國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653 地中海曉風殘月: 華裔影人米格爾.張的浮生劄記米格爾.張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29677 杜月笙秘書見聞錄: 富商哈同、申報人陳彬龢、鴉片史胡敘五原著; 蔡登山主編 平裝 1

9789865729684 中國大陸對臺灣次區域合作的戰略與政策: 以「平潭綜合實驗區」實徵研究為例邱垂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691 戰亂與革命中的東北大學 張在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14 1958年反右祭壇上的青春: 入監十二年的平反回憶錄許文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21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一, 初期紅事.延安紅史 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38 憲法之基本原理 許慶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45 巨流下的叛逆者: 改變民初歷史的九位革命家 蔡曉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52 沈沛霖回憶錄 沈建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69 民國教育先驅: 舒新城回憶錄 舒新城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776 我在空軍那些年(1956-1983) 葛光豫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2827437 Alice ESL beginners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572827444 Alice ESL beginners Stacy Kuo[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827451 Alice ESL beginners Stacy Kuo[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827468 Alice ESL beginners Stacy Kuo[作]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827475 Alice ESL beginners. V5, granny's day out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572827482 Alice ESL beginners. V6, my pet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572827499 Alice ESL beginners. V7, classroom rules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869071208 Alice ESL beginners. V8, my "A B C" animals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869071215 Alice ESL beginners. V9, places around town Stacy Kuo[作] 平裝 1

9789869071253 Alice ESL phonics. P4, Farm animals Stacy Kuo[作] 其他 1

9789869071260 Alice ESL phonics. P5, where's my granny? Stacy Kuo[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38249 讓神的智慧說話: 箴言、傳道書、雅歌.小組成長教材張瑞賢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20781 漲不停的力量: 黃綠紅海撈操作法 温首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798 股市放空獲利術: 歐尼爾教賺全圖解 William J. O'Neil, Gil Morales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804 金融怪傑 Jack D. Schwager著; 俞濟群, 王永健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20811 金融怪傑 Jack D. Schwager著; 俞濟群, 王永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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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6820 荷風蘭韻 孫少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47672 醒吾特色課程: 校外實習之漫畫Q&A 醒吾科技大學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47689 醒吾特色課程: 校外實習之漫畫案例 醒吾科技大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947696 醒吾特色課程: 連鎖加盟之漫畫個案 醒吾科技大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127301 醒吾特色課程: 連鎖加盟之漫畫個案教學指引 醒吾科技大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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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3063 銅板小店我帶路。25個你不知道的隱巷小店 周晏, 涂智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247 吐絲: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畢業製作作品集. 第九屆陳柏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254 刺棘: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畢業製作作品集. 第九屆陳素英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築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醒吾科大學習與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盧安藝術文化

興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14431 凹凸有誌印痕歲月: 臺灣50現代版畫: 璀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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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61754 靈鹿救人: 證嚴上人說故事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1761 Return to our pure nature Shih Cheng Yen[著] 平裝 1

9789866661792 轉世的老牛(中英對照版)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176715 黃庭堅的狂草藝術研究 盧廷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8664654 遠在.咫尺。 耿晧剛作 第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98304 我的義國風廚房 江美君, 簡敏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311 四季手作醃漬物 黃春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13157 性別教育: 政策與實踐 李淑菁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9789869010252 你不知道的英文發音 康邁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107 Glossika大量句子 葡萄牙語(巴西腔). 流利訓練基礎1康邁克, 陳珮瑜, Isabel Carneir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206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2 康邁克, К с е н и я  О р т ю к о в а , 陳珮瑜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213 Glossika大量句子. 俄語流利3 康邁克, К с е н и я  О р т ю к о в а , 陳珮瑜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24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tal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Marta Biff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25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tal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Marta Biff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26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tal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Marta Biff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41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ia.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編]; Brett Whitesid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7742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ia.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編]; Brett Whiteside[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743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hia.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編]; Brett Whiteside[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77565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 流利 康邁克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77572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 流利 康邁克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7589 Glossika大量句子: 閩南語(臺南腔): 流利 康邁克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08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inn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askine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09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inn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askine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10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inn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askine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46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Castilia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47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Castilia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48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Castilia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55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56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57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73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 (Castilian).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74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 (Castilian).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1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2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3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4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 (Castilian).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5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6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7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93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94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95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131 Glossika大量句子: 客家語(四縣/海陸)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陳明珠, 徐兆泉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148 Glossika大量句子: 客家語(四縣/海陸)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陳明珠, 徐兆泉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155 Glossika大量句子: 客家語(四縣/海陸)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陳明珠, 徐兆泉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186 Glossika大量句子: 法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陳珮瑜, Maxime Paquin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193 Glossika大量句子: 法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陳珮瑜, Maxime Paquin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209 Glossika大量句子: 法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陳珮瑜, Maxime Paquin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230 Glossika大量句子: 德語流利完整流利訓練 康邁克, 陳珮瑜,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247 Glossika大量句子: 德語流利完整流利訓練 康邁克, 陳珮瑜,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254 Glossika大量句子: 德語流利完整流利訓練 康邁克, 陳珮瑜,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469 Glossika 大量句子: 法語. 流利3 康邁克, 陳珮瑜,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21865 Glossika大量句子: 匈牙利語. 流利 1 康邁克, András Matuz,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872 Glossika大量句子: 匈牙利語. 流利 2 康邁克, András Matuz,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21896 Glossika agrupación de frases alemán fluidez 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902 Glossika agrupación de frases alemán fluidez 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919 Glossika agrupación de frases alemán fluidez 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957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Italien couramment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Marta Biffi[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964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Italien couramment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Marta Biffi[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971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Italien couramment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Marta Biffi[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169 Glossika大量句子: 粵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黃善治,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176 Glossika大量句子: 粵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黃善治,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183 Glossika大量句子: 粵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黃善治,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718 Glossika大量句子: 瑞典語. 流利2 康邁克, Markus Bruus, 陳珮瑜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725 Glossika大量句子: 瑞典語. 流利3 康邁克, Markus Bruus, 陳珮瑜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756 Glossika大量句子: 波蘭語. 流利3 康邁克, Urszula Gwaj, 陳珮瑜編著.翻譯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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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2967 現代一女性 艾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974 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 蔡志棟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981 章太炎後期哲學思想研究 蔡志棟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998 古今動物故事奇觀 嚴振新, 蕭永森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58

龍視界



9789865620004 從莎士比亞說到梅蘭芳 宋春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035 紅樓夢: 歷史與美學的啟思 丁維忠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028 紅樓夢: 歷史與美學的啟思 丁維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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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46386 自由軟體輕鬆學 劉羿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9907323 易經六十四卦祈財佈基籤詩 化弦拓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013897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畢業展演作品集. 第十四屆, 蒔世: Trans4teen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第十四屆畢業展演委員會美宣編輯組總編輯初版 其他 2

9789867013941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 陳崇裕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964672 阿奇想要一隻狗 王元容撰文; 陳炫諭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05940 飛頭少女 右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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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03183 臺電新進雇用人員(綜合行政人員): 歷屆試題精解學儒名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諦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儒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流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學園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臺



9789863303190 公共政策: 獨門暗器 程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3206 比較教育 羅正, 玉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213 國.民營特考: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 江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3220 電腦常識(含計算機概論)(重點+試題雙效學習) 陳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3237 義務役預官預士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244 國.民營特考: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凱薩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3251 犯罪偵查(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韋擎松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3268 國考英文文法一點通 英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275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王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299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歷屆申論題庫 喬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305 中等學校教師檢定題庫一本go 江河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312 土地稅法規 高毓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343 土地法規 高毓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367 民法概要(地政士專用) 高毓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374 農會會務行政歷屆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381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黃開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3398 捷運常識一試就上 黃彥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404 鐵路法(含大意) 韓新, 鄭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3411 土地登記實務 高毓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008 國文IN幫幫 林嵩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3152 各國人事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3466 現行考銓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3473 公務員法: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622278 世界水果圖鑑 郭信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339 追尋印度史詩之美: 100個神話故事全圖解 潘俊琳撰文; 吳德明等照片; 吳德明, Soma, 王佩娟繪圖三版 精裝 1

9789862622346 瞧這些英國佬: 英格蘭人的人類學田野報告 芙克絲(Kate Fox)著; 黃中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2353 野遊筆記: 101件山林生活教我的事 本山賢司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360 絕對不無聊!長程郵輪這樣搭就對了 施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377 流動的大都會: 黎辛斯基的城市規畫再思考 黎辛斯基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384 無國界醫生的世界 柏托洛帝(Dan Bortolotti)著; 林欣頤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貓頭鷹



9789862622407 第二性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 邱瑞鑾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622438 植物學中英百科圖典 彭鏡毅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177853 英文 林玉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2177860 繪畫基礎 莫嘉賓, 翁肇偉, 徐偉能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7907 SUPER高中基礎生物課堂講義 何建樂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7914 逆轉勝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詹志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921 專題製作: 餐飲、觀光 陳紫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938 掌握數學A複習講義 廖志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945 Let's克非6合1 吳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952 超簡單: 數學B、C複習講義 鍾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003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鄭呈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60608 大正時期以降の臺湾知識人における「祖国」、「近化代」と「回帰」という思想張修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5566487 團隊事奉興旺教會 聞道樂(Wayne Cordeiro)著; 楊淑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675 簡明聖經史地圖解 梁天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7774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大秦景教文獻釋義 景淨等原著; 吳昶興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781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大秦景教文獻釋義 景淨等原著; 吳昶興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139 家庭真理教室: 青少年基督教教義問答 駱玫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146 宣教心視野. 第一冊, 聖經視野 拉爾夫.溫德(Ralph D. Winter), 史蒂芬.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著; 彭懷冰, 彭臧玉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160 墨翟與耶穌: 吳雷川著作集. 二 吳雷川作; 曾慶豹編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騰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1439167 當攻是門技術活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9174 當攻是門技術活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9181 我本奴才: 色色中院大人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198 血姬的保育手冊End: 壞壞親王的調教課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04 咒願遊戲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11 亡靈小考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28 阿Sir玩私奔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35 屍美人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42 我的同事都是鬼: 我在陰間當業務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7064 屍物招領. 1, 索命屍戒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259 魔髮屍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3230519 城市微光 東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32 善與惡 陶龍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205 除不盡的愛: 臺灣雨人與特教媽媽的六堂課 陳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84 怨氣撞鈴. 卷一, 食骨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991 怨氣撞鈴. 卷二, 根鬚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04 嫉俗 李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11 不倫 章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28 馬廄的午夜.異者說: 中國鄉村妖怪錄 馮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35 親愛的佛洛伊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1042 親愛的佛洛伊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231059 跟著芥川龍之介訪羅生門 陳銘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66 怨氣撞鈴. 卷三, 飛天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73 怨氣撞鈴. 卷四, 黑蝶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80 骨董狂想曲 王湘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097 瘋狂的榛子 袁勁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103 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 劉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110 親愛的佛洛伊德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31134 生死場: 蕭紅名作選集 蕭紅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聯合文學



9789863231141 呼蘭河傳 蕭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1158 怨氣撞鈴. 卷五, 同路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1718 歷代篡弒之研究: 朱堅章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 朱堅章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88831 佛說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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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81306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價值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7340 麻辣性感: 誘惑三百年 向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7357 重口味川菜 朱建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836465 佛學大師智慧語暨王子悅造像碑 張春榮, 顏藹珠, 楊淑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36496 春聯集. 2015 楊淑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52445 彌勒皇道行. 二十一部曲, 玄外之境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麋研筆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9789866752452 彌勒皇道行. 二十二部曲, 聖皇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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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5984 藏本俱舍新譯: 闡明界品第一 世親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0844016 琴道 高羅佩原著; 李美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297 寫給所有人的45堂紅樓夢 周汝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03 音樂大歷史: 從巴比倫到披頭四 Howard Goodall著; 賴晉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913 股海尋寶圖 陳忠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920 MA寶典: 進入金融業一定要知道的23件事 班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10 最權威的延世大學韓國語課本 延世大學韓國語學堂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45327 埃及艷后: 克麗奧佩卓的狂戀與毀滅 Christian Jacq著; 周伶芝, 梁家瑜, 謝欣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41 小蓮的秘密 Michael Ende著; Jindra Capek繪;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58 人人擁有神聖的呼召 Ravi Zacharias著; 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65 道德底形上學 康德著; 李明輝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372 99個幸福時刻 George Myerson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440 歌德詩歌: 德語抒情詩及藝術歌曲譯注 歌德著; 鄭芳雄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471 新加坡,原來如此!: 一個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公民真心告白李慧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532 毛澤東: 真實的故事 Alexander V. Pantsov, Steven I. Levine著; 林添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5617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卷一, 1947-1950 王洞主編; 季進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5648 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65931 最美中國101個必遊景點 陳峻逸攝影.撰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戴維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聯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2527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7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8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297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30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33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34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358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358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372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372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38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38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396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402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41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426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5433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44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5457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546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471 挑戰學測試題成功之鑰 薪橋編輯部著 十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763053 臺灣幸福.小旅行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5763060 臺灣悠遊旅圖. 2015 環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2354261 小看護奈奈. 2 野村知紗作;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2

環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臉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769405 腓利門書研讀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69429 創世記中的神與人和人與神 朱韜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69004 追趕西沉的太陽 子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169011 兇手零距離 子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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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2739 天字醫號皇太后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746 天字醫號皇太后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753 天字醫號皇太后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52760 天字醫號皇太后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52777 天字醫號皇太后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52784 天字醫號皇太后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652791 雞賜良緣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807 雞賜良緣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814 引虎入香閨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821 換個娘子安宅院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852 媳婦說的是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2869 賊星貴妻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876 賊星貴妻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883 寵妻滅妾大丈夫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2890 寵妻滅妾大丈夫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2906 一手繡活爭天下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913 一手繡活爭天下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920 一手繡活爭天下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獵豹娛樂科技



9789865652937 一手繡活爭天下 白曼君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52968 阿玖不離十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52975 阿玖不離十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52982 阿玖不離十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025 家有醫寶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087 買餅送夫人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094 奴兒千千歲 半捲珠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100 媳婦請笑納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117 媳婦請笑納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124 媳婦請笑納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131 媳婦請笑納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148 媳婦請笑納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18155 姐兒求嫁 遇見貓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162 姐兒求嫁 遇見貓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193 搶聘下堂妻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18209 搶聘下堂妻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18216 妻以錢為天 素衣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223 妻以錢為天 素衣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230 妻以錢為天 素衣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18247 妻以錢為天 素衣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18254 世子妃種田去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261 茶家小主母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8278 後宅有隻胭脂虎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18285 後宅有隻胭脂虎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18292 後宅有隻胭脂虎 清風拂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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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18305 應用統計學 謝素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082 老人福利服務: 理論與實務 本土的觀點 陳燕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136 市場調查: 實務與分析 郭迺鋒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150 財務管理 洪茂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174 社會科學研究法: 理解人類社會的工具書 Daniel F. Chambliss, Russell K. Schutt著; 林佳瑩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43

雙葉書廊



9789865668181 社會學 George Ritzer原著; 鄭祖邦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198 方案規劃與評鑑 蔡啟源著 平裝 1

9789865668204 研究方法: 專案實作入門手冊 Uwe Flick原著; 張皓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228 老年心理學: 從心理科學看成功老化 程千芳, 游一龍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235 R在行為科學之應用 鄭中平, 許清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834289 愛倫.坡暗黑故事集 愛倫.坡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4296 愛倫.坡暗黑故事集 愛倫.坡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4630 鳳囚金宮 端木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34845 我愛EXO: 來自未知星系的超魅力新星! EXO研究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9215 糖尿病救命飲食運動法 向紅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029 驚異!世界史: 神祕職業 李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10 流浪貓理髮店 中嶋ジロウ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401 13億人都在吃の對症養生粗食 李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524592 輕鬆做天然液態皂 甯嘉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776 我的馬賽克生活拼貼 湯素雲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783 鋁線的生活札記 柚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046534 Q&A: 馬雲與員工內部對話 阿里巴巴集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43318 Lico Dino: a key to English 曾麗風編 三版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藝風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576169984 藥理學原理: 以病態生理學為基礎的藥物治療 David E. Golan等原著; 王健珍等編譯 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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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40043 醫檢師專技高考微生物學與臨床微生物學試題詳解. 103年何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050 老年生理、營養與老人食品 陳明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067 如何撰寫及發表科學論文 Robert A. Day, Barbara Gastel原著; 丘志威等編譯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754133 輕鬆掌握進銷存: 區域網路伺服標準版V1.8 吳欽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54140 輕鬆掌握進銷存: 區域網路用戶標準版V1.8 吳欽源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578524 臺灣傳統木作手工具: 鉋 陳虹臻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444951 你所不知道的市售食品真相!無添加反而更危險!有路昌彥著; 黃紘君翻譯 平裝 1

9789866444975 超市買不到の極品果醬: 純天然、最健康!不擔心會吃出問題的34款手工果醬配方+54種絕讚吃法施佳伶作 平裝 1

9789869173803 有氧療癒系多肉植物組合盆栽 季色工作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4060023 為什麼不愛我: 療癒無愛童年的傷痛 蘇絢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30 與快樂共老: 15個活出自我的後青春提案 丘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54 暗影 朱宥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懷德居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羅捷科技



9789864060061 曾經,閱讀救了我。現在,我用閱讀翻轉一群孩子梁語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78 追尋電車男孩的光 蕭裕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85 心教: 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 李崇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092 鬼入侵 雪莉.傑克森(Shirley Jackson)作;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139 邦查女孩 甘耀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9159906 信心說什麼? 陳信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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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8619 飛沙: 曹榮的自選集 曹榮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7126276 Fun Reading Laura Strom, Jeffrey B.Fuerst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126283 Fun Reading Laura Strom, Jeffrey B.Fuerst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126290 Fun Reading Laura Strom, Jeffrey B.Fuerst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126306 Fun Reading Laura Strom, Jeffrey B.Fuerst 其他 第4冊 1

9789867126313 Targeted phonics: consonants, vowels, blends and diagraphs, works and sentencesSharon Coan, Ashely Bishop, Sue Bishop[作] 其他 1

9789867126320 Character Education好品德ABC. 1 Pelangi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7126337 Character Education好品德ABC Pelangi作 一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126344 Character Education好品德ABC Pelangi作 一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7126351 Character Education好品德ABC Pelangi作 一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126368 Targeted phonics: blends and diagraphs works and sentencesJamey Acosta, Jennifer Wilson[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974586 綠蒂在威瑪 托瑪斯.曼(Thomas Mann)著; 侯浚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魔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顧力嘉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寶理神壇



9789868974593 西遊面紙 謝東霖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231575 鄭板橋全集 党明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711 彌勒佛百聯書法集成 華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31728 政教互動與宗教團體自由權限: 「宗教團體法草案」個案研究(1997-2012)蔡秀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766 道解易經 大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03 書家揮毫必攜: 古今對聯編選輯 施來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10 經濟學的力學原理(簡體字版) 于忠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58 胡錫恒現代硬筆行書 胡錫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865 殷商史簡論 王仲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988 畫壇四高僧 丁家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971 唐詩宋詞選說 吳祥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964 集合式住宅管理 楊世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995 先秦貨幣通覽 蔡啟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3004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李朝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011 邏輯與思維談概: 陶文樓文集 陶文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028 七七事變前後 李惠蘭, 明道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042 楊椒山集校注 李洪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059 臺灣古道與交通研究: 從古蹟發現歷史卷. 二 卓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6380341 駕馭閃光燈 王傳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8156357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2輯 1

9789868156364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3輯 1

9789868156371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平裝 第4輯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攝影家手札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馨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蘭臺



9789868156388 古周易卦象神奇占筮法 林松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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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3272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植憲編著 八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93265 這是一本證券交易法解題書 耘成, 山姆麥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319 刑事官司不求人 林俊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425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蔡志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432 詩人也是平凡人 莎莉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470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文章速覽 谷利, 銘麟, 穆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487 這是一本刑法分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494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93500 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解題書 高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517 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周凌, 周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531 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548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93562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爾雅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93616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爾雅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93579 這是一本刑法法典 奧凡, 大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586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93593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93609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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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8501 練習自信: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不公平 李慧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518 影子談判: 由你決定遊戲規則 夏萊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525 星座X血型X愛情私房運勢大公開 布萊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532 每日一大笑,勝過吃補藥 審桂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549 這是(便所專用)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556 從創業到企業: 如何選擇成功的起點 李翔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48 好想好想自己當老闆: 教你開一家會賺錢的公司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讀品文化



9789865808655 終極厚黑學: 巧玩交際,成功不再遙不可及 李宗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62 生活厚黑心理學 汪力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79 那些史上不能曝光的幕後真相事件簿 陳楚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86 推理破案王. 2, 祕密殺人事件簿 羅亮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693 全方位星座、血型、生肖職場人際縱橫手冊 六分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09 成功路上並不擁擠,因為堅持的人不多 瑪緹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61 生存厚黑心理學 汪力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78 推理破案王. 3, 死神召喚事件簿 羅亮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85 衝!衝!衝!不再當窮忙族,我要當老闆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792 扭轉命運: 改變人生,只要做對這32件事 簡勝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08 員工是天,老闆是地: 聰明領導者該知道的事 周旻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15 人性厚黑心理學(攜帶版) 李俊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8839 拼了!至少給自己一次當老闆的機會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46 偷走幸福的人: 在平凡中尋找不平凡 李慧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53 百鬼夜行: 魅惑 雪原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60 早知道!就不看的鬼故事 雪原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77 像天才一樣思考: 100位天才的思考習慣 瓊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91 一切從管理開始: 頂尖管理大師的成功祕密 蕭政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07 這些都是那些老闆不外傳的藏私祕密 董振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14 現代孫子兵法: 三十六計懶人包 蕭政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921 隱形吸引力: 即學即用的人際交往術 金仁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備註

9789865696092 奔向希望: 參與抗戰與建軍復國之路 張華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634 蟬與學士帽: 棕色果詩集 棕色果作 一版 平裝 2

9789865696788 冷眼看人生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795 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 徐珮芬詩集 徐珮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32 故國夢重歸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56 心在水之湄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887 明日又天涯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00 時間的背景 蘇紹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17 月白風清: 蕭蕭禪詩選 蕭蕭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釀出版



9789865696924 橋頭的陌生人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31 詩長調.十五日之思念小冊 張至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48 一:陳克華詩集(2012-2014) 陳克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5368 春風野草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76309 寂寞黃昏後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116 綠萍姊姊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57 新詩絕句100首 劉正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55 第三隻眼睛: 姚良長篇小說 姚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62 有情世界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79 留下,因為愛 區曼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86 陌生人來的晚上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993 滿月酒(電影書) 鄭伯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08 心靈深處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39 超強職場魅力: 打造妳專屬的完美形象 石詠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53 發現新北京: 深度探索胡同人家的百種風貌 石詠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77 黑水仙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84 十里洋場的亂世情緣: 記蔣介石、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的四位蘇州妻妾湯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91 秋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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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1541 發現.愛 游智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1541 發現.愛 游智婷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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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3014 戒淫對治錄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865

送存冊數共計：961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157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