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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存圖書之清單下載報表

======================

預計出版 :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ALL

送存日期:980101~980331

INK印刻文學 連絡人:江一鯉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

路800號13-3樓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布萊德.強森(Brad

Johnson), 凱莉.穆瑞

(Kelly Murray)著; 柯乃瑜

978-986-6631-32-0

搞定怪咖情人

9712 蔡登山著 978-986-6631-34-4 梅蘭芳與孟小冬

9712 程恆生著; 明含改寫 978-986-6631-35-1 光明恆生

9801 周志文著 978-986-6631-36-8 同學少年

9801 簡媜等故事; 石憶整理 978-986-6631-38-2 吃朋友

9712
楊富閔等作

978-986-6631-40-5
邀黑面琵鷺跳一支舞: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

品集. 二■■八

9801 蕭言生著 978-986-6631-54-2 敲經,活絡: 你可以再青春十歲!: 人體經絡使用手冊

9801 符立中著 978-986-6631-56-6 上海神話: 張愛玲與白先勇圖鑑

9802 林濁水著 978-986-6631-60-3 歷史劇場: 痛苦執政八年

9802 王本榮著 978-986-6631-61-0 一生無量

9802
瓦特.齊(Watt Key)著; 柯

乃瑜譯
978-986-6631-63-4

荒野之月

總計: 11種 11冊

Smart智富文化 連絡人:張志銘 電話:(02)25007977 傳真:(02)2500190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141號8樓
 E-mail:gloria_yeh@bwne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心陽編著 978-986-7283-24-5 操盤人教你看財務報表

9803 康文柔, 呂國禎著 978-986-7283-26-9 王永慶來不及教你的14個致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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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2冊

Tau Books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856388

郵遞區號:31141
地址:新竹縣五峰鄉桃山

村清泉10鄰18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丁松青著 978-986-82219-4-9 瑪利亞的故事

9710 Barry Martinson 978-986-82219-5-6 The story of Mary

9711 丁松青著 978-986-82219-6-3 遇見三毛

總計: 3種 6冊

一品 連絡人:何宜臻 電話:(02)23880103 傳真:(02)23889869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37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張建昭主編 978-986-6721-28-1 會計師法典

9710 陳連順作 978-986-6721-29-8 公司法精義

9712 蘇永欽著 978-986-6721-30-4 憲政論衡

9802 洪文夏著 978-986-6721-31-1 臺灣退休決策之經濟分析

總計: 4種 4冊

一鳴文化 連絡人:劉烘謀 電話:(02)89315686 傳真:(02)86638291

郵遞區號:11681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

路一段55巷27弄18號2樓

之1

 E-mail:ed16@ms6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石雨祺編著

978-986-84070-2-2
不寫錯別字: 從分析、辨識, 到不再寫錯別字完整學習,

永遠不做『白字 先生』

總計: 1種 1冊

二魚文化 連絡人:姚忠誠 電話:(02)23699022 傳真:(02)23698725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45號9樓之2
 E-mail:2fish@2-fishe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陳黎, 上田哲二譯 978-986-7237-91-0 臺灣四季: 日據時期臺灣短歌選

9712 林心笛著 978-986-7237-96-5 糖尿病食譜

9710 葉剛總編輯 978-986-7237-97-2 臺北餐館評鑑. 2008

9801 須文蔚主編 978-986-7237-98-9 e化偏鄉.幸福果實: 『DOC與我』成長故事集

9712 李子玉著 978-986-7237-99-6 憂鬱症,就是這樣: 一個憂鬱症者的自白

9712 葉剛總編輯 978-986-6490-00-2 臺中餐館評鑑. 2008

總計: 6種 8冊

十力文化 連絡人:劉叔宙 電話:0928995716 傳真:(04)23766788

郵遞區號:40878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

路一段186號4樓之2
 E-mail:af5605@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亞倫.艾斯勒(Alan

Axelrod)作; 合譯工作室
978-986-83001-2-5

辦公室超人: 讓自己成為辦公室裡不可或缺的人物

9708 錢世傑作 978-986-84236-2-6 車禍資訊站: 第一次打車禍官司就OK!

9708 怡克納米斯作 978-986-84236-3-3 火星人經濟學: 玩經濟的28種另類思考

9712 法律小屋工作室作 978-986-84236-4-0 資訊法律達人: 資訊生活與法律倫理

9801 熊彥喬作 978-986-84236-5-7 可不可以不勇敢?

9712 許富雄, 錢世傑作 978-986-84236-6-4 刑事訴訟: 第一次打刑事官司就OK!

總計: 6種 6冊

人人 連絡人:馬佩瑤 電話:(02)29183366 傳真:(02)29140000

郵遞區號:23145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橋

路235巷6弄6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編

輯部著; 廖梅珠譯
978-986-7112-89-7

東京

9712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編

輯部著; 林維泰譯
978-986-7112-91-0

金澤 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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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編

輯部著; 賴惠鈴譯
978-986-7112-92-7

湯布院 阿蘇 別府

9712 <<拉薩攻略>>編寫組編 978-986-7112-93-4 拉薩: 最值得推薦的98個地方

9801
若村亮, らくたび作; 許

懷文翻譯
978-986-7112-94-1

京都漫慢走: 精選18條散步道

9802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海

外版編輯部著; 尤淑心
978-986-7112-96-5

法國

9802 蘇昭旭著 978-986-7112-97-2 阿里山森林鐵路傳奇

9802 蘇昭旭著 978-986-7112-98-9 臺灣鐵路火車百科: 臺鐵、高鐵、捷運 完整版

總計: 8種 8冊

人本自然文化 連絡人:戴世容 電話:(02)22182708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

路45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麥科.葛洛蘇(Michael

Grosso)作; 廖世德譯
978-957-470-540-5

靈魂不死: 西方科學家眼中的生死實相

9711
吳九箴作

978-957-470-541-2
其實,你和你的煩惱都不存在: 面對煩惱,你必懂的八萬

四千種觀照

總計: 2種 2冊

人事行政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555422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濟南路一段

2-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編著 978-986-01-4625-7 美之饗宴: 全國公教美展專輯. 二■■八

9707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編著 978-986-01-4624-0 美之饗宴: 全國公教美展專輯. 二■■八

9709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編著 978-986-01-5102-2 人事行政法令彙編

總計: 3種 4冊

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連絡人:魏彩鶯 電話:(049)2372027 傳真:(049)2352979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

新村光明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梁元本主編 978-986-01-5408-5 研習論壇精選. 第二輯, 公共治理之新視野

總計: 1種 2冊

人乘 連絡人:釋覺滿 電話:(06)2989183 傳真:(06)2985824

郵遞區號:70843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平豐

路391巷22弄28號
 E-mail:jcbbc111@ms1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聖開導師講 978-957-0450-78-1 人乘福音

9801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

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0450-79-8

真心的動態: 二■■■年九月九日於美國加州北嶺佈

教所

總計: 2種 4冊

人與植物學會 連絡人:張元毓 電話:(02)33664859 傳真:(02)23699085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俊彥主編 978-986-84885-0-2 園藝治療效益評估及活動設計

總計: 1種 1冊

八方出版 連絡人:徐利宜 電話:(02)86671177 傳真:(02)86671333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

路188號2樓
 E-mail:Kevin944@ms4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修淑芬著 978-986-7024-86-2 完全離婚手冊: step-by-step圖解離婚工具書

9709 林夢薇作 978-986-7024-94-7 手作創意潮T

9711 東田植通著: 郭玉梅譯 978-986-7024-99-2 請聽我說, 傾聽自閉少年的內心之歌

總計: 3種 3冊

八正文化 連絡人:王麗瑾 電話:(02)23361292 傳真:(02)2336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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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86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萬大

路27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娜希姆.艾瑟非(Nassim

Assefi)著; 鄭淑芬譯
978-986-85057-0-4

一片花海的聲音

總計: 1種 1冊

九十九度藝術 連絡人:楊孟庭 電話:(02)27003099 傳真:(02)27062298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一段259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邱顯德作]; 杜文宇文字

翻譯
978-986-84977-0-2

邱顯德: 2009畫集

總計: 1種 1冊

九九美術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虎山

路3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蔡金田等編輯 978-957-29216-1-6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專輯. 2008

總計: 1種 1冊

九州圖書 連絡人:吳鳳美 電話:(02)23652183 傳真:(02)23649642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88號5樓
 E-mail:jcpub@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包雲祿等編著 978-986-6929-13-7 實用心臟超音波學

總計: 1種 1冊

九角文化 連絡人:陳琦男 電話:(02)22586811 傳真:(02)22583900

郵遞區號:22047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

路二段182巷3弄70號7樓
 E-mail:publish@nonag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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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隋曉明, 趙文明著 978-986-7293-80-0 苦一點也要笑一笑

9709 駒田晴市著 978-986-7293-81-7 魔法心理測試200題: 風靡全日本的經典測試題

9709 夏靜國著 978-986-7293-83-1 讓想法變出方法

9710 王海謀編著 978-986-7293-84-8 計較多不如看開好

9712 基礎語言學習研究群編 978-986-7293-85-5 英文自我介紹這本就行了!

總計: 5種 5冊

九歌 連絡人:薛至宜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三段12巷57弄40號
 E-mail:joyceh@chiuk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周芬伶著 978-957-444-559-2 青春一條街

9802 游乾桂著; 梁曉勤繪 978-957-444-566-0 天使補習班

9802 聶魯達著; 陳黎, 張芬齡 978-957-444-567-7 聶魯達雙情詩

9801 杏林子著 978-957-444-568-4 杏林小記

9801 司馬中原著; 李月玲圖 978-957-444-569-1 司馬爺爺說鄉野傳奇

9801 盧兆琦著 978-957-444-570-7 十三暝的月最美

9801 張菱舲著 978-957-444-571-4 跣足舞者: 綸音

9712 陳黎著 978-957-444-572-1 陳黎散文選: 一九八三-二■■八

9803 蔡文甫著 978-957-444-573-8 飄走的瓣式球

9803 季季主編 978-957-444-574-5 97年小說選

9803 周芬伶主編 978-957-444-575-2 97年散文選

9803
約翰.保利斯著; 琦君譯;

蔡家驊圖
978-957-444-576-9

菲利的幸運符咒

9803 黃秋芳編; 陶一等圖 978-957-444-577-6 97年童話選

9803 廖輝英著 978-957-444-579-0 先說愛的人,怎麼可以先放手

總計: 14種 14冊

三之三文化 連絡人:林培齡 電話:(02)29306999 傳真:(02)29301712

郵遞區號:11678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羅斯

福路五段218巷4號1樓
 E-mail:lin@3-3ed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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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慶子.凱薩茲文.圖; 李坤

珊翻譯
978-986-7295-48-4

我的幸運日

9802
原京子文; 秦好史郎圖;

米雅翻譯
978-986-7295-49-1

遇見春天

9803
朵兒佛瑞曼文.圖; 黃筱

茵翻譯
978-986-7295-50-7

小蟲蟲的金牌夢

總計: 3種 3冊

三民 連絡人:余婉慈 電話:(02)25006600 傳真:(02)25064000

郵遞區號:1047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復興

北路386號
 E-mail:editor@sanm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沈叔儒, 常淑君編著 978-957-14-4849-7 衣: 中國傳統時尚

9802 王忠林注譯; 張孝裕注 978-957-14-4903-6 新譯荀子讀本

9801 游彪著 978-957-14-4978-4 宋史: 文治昌盛與武功弱勢

9802 黃志民等編著 978-957-14-4058-3 國文

9802 張忠綱, 趙睿才, 綦維注 978-957-14-5028-5 新譯杜甫詩選

9802 王夢吉等著; 楊宗瑩校 978-957-14-5032-2 濟公傳

9802 李明慈等編著 978-957-14-5054-4 國文課外閱讀文選. 文言篇.白話篇

9802 夏燕生等編著 978-957-14-5055-1 英文. 第六冊

9801 張潤書著 978-957-14-4598-4 行政學

9801 朱永嘉, 蕭木注譯 978-957-14-4675-2 新譯呂氏春秋

9801 朱永嘉, 蕭木注譯 978-957-14-4599-1 新譯呂氏春秋

9802 王世宗, 湯熙勇編著 978-957-14-5064-3 選修歷史. 下

9802 林騰鷂著 978-957-14-5080-3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9802 洪邦棣編著 978-957-14-4606-6 高中國文自學手冊. 六

9802 王琇嫻等編著 978-957-14-5086-5 英文自學手冊. 六

9802 季子欽, 林真, 卓心美著 978-957-14-5097-1 選修歷史自學手冊. 下

9801 戴東雄, 戴瑀如著 978-957-14-5106-0 婚姻法與夫妻財產制

9711 花亦芬著 978-957-14-5114-5 林布蘭特與聖經: 荷蘭黃金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

9801 黃鈞注譯 978-957-14-5116-9 新譯搜神記



9711 王世宗著 978-957-14-5118-3 真理論述: 文明歷史的哲學啟示

9801 王子今著 978-957-14-5120-6 秦漢史: 帝國的成立

9802 曾淑瑜著 978-957-14-5126-8 刑法分則實例研習: 國家、社會法益之保護

9802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978-957-14-5128-2 秒殺公民與社會: 跨版本隨身讀

9801 洪萬生等著 978-957-14-5129-9 當數學遇見文化

9801
Frederick Mostert著; 李光

燾編譯
978-957-14-5130-5

從愛迪生到iPod: 保護你的創意並從而致富

9801 周惠民著 978-957-14-5131-2 愛爾蘭史: 詩人與歌者的國度

9801 何瓊芳著 978-957-14-5132-9 國際金融: 全球金融市場觀點

9801 鄔國平注譯 978-957-14-5133-6 新譯歸有光文選

9801 劉雲湘著 978-957-14-5134-3 英文作文示範Join the Writing Club!

9712 古蒙仁著 978-957-14-5135-0 溫室中的島嶼

9802
三民書局辭典編輯委員

會編
978-957-14-5136-7

小學生國語辭典

9801 鈕則誠著 978-957-14-5138-1 從常識到智慧: 生活8x5

9801
彭若堯, 歐世華, 羅慶綦

編著
978-957-14-5139-8

中國史料選讀

9801 王瓊玲著 978-957-14-3931-0 美人尖

9802 劉昭辰著 978-957-14-5143-5 民法總則實例研習

9801 蒲慕州著 978-957-14-5144-2 西洋上古文化: 探索與反思

9801 鄒文莉著 978-957-14-5146-6 兒童英語教學13堂課

9802
三民書局學典編纂委員

會編輯
978-957-14-5147-3

學典

9802 林黛嫚著 978-957-14-5148-0 李行的本事

9802 王鍾和著 978-957-14-5149-7 親職教育

9802 柯芳枝著 978-957-14-5152-7 公司法論

9802 ■金堂著 978-957-14-5150-3 教育測驗與評量

總計: 42種 42冊

三民補習班 連絡人:吳玄妃 電話:(02)23316438 傳真:(02)23751933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

段13號3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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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炎文編著 978-986-6530-02-9 投信投顧法規: 完全攻略

9801 陳文傑,柯憲榮編著 978-986-6530-05-0 票據法完全攻略

9712 夏傑編著 978-986-6530-07-4 基本電學大意: 完全攻略

9712 黃彥勳編著 978-986-6530-08-1 行政學完全攻略

9712 盛俐編著 978-986-6530-09-8 法學大意完全攻略

9802 夏傑編著 978-986-6530-10-4 電子學: 完全攻略

9803 陳文欽編著 978-986-6530-11-1 鐵路法: 完全攻略

總計: 7種 7冊

三民圖書 連絡人:吳玄妃 電話:(02)23316438 傳真:(02)23142049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3號3樓
 E-mail:lsy318@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邵康編著 978-986-6791-21-5 行銷學(行銷管理)完全攻略

總計: 1種 1冊

三言社 連絡人:陳玫潾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419100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二段

213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安卓雅.格隆梅耶(Andrea

Gronemeyer)著; 陳品秀
978-986-7581-59-4

電影小史

總計: 1種 1冊

三采文化 連絡人:陳淑瑜 電話:(02)87971234 傳真:(02)87971688

郵遞區號:1146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

路513巷33號8樓
 E-mail:kila_chen@suncolo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古平正義等編 978-986-6716-82-9 School of design

9712 相良敦子著; 連雪雅譯 978-986-229-015-6 放手讓孩子做: 培養孩子獨立自主的生活力

9801 三采文化編著 978-986-229-020-0 北歐設計紋樣1003



9712 賴榮年作 978-986-229-023-1 生理期自療事典

9712 石玉鳳主編 978-986-229-024-8 週末搞定一週便當菜

9712
Grimnamu文; Rename圖;

徐月珠譯
978-986-229-026-2

足球小王牌

9712
派屈克.蓋爾(Patrick

Gale)著; 趙丕慧譯
978-986-229-029-3

最後一場畫展

9801
克萊兒.莫瑞(Clare

Morrall)著; 盧相如譯
978-986-229-030-9

記憶流離

9712 三采文化編著 978-986-229-031-6 插畫設計市集305

9801
令丈裕子作; 亞沙美繪;

鄭涵壬譯
978-986-229-032-3

溫泉屋小女將

9802
Keyman Network作

978-986-229-033-0
早上3分鐘的情報速讀術: 資訊爆炸時代的必修職場基

本功!

9712 曾雅青總編輯 978-986-229-034-7 鞋包圖鑑2008-2009秋冬版

9711
韓相福原著; 全芝恩作;

金成信繪; 徐若英譯
978-986-229-036-1

沒選上班長的那學期

9712
全芝恩作; 金成信繪; 徐

若英譯
978-986-229-037-8

跟好朋友道歉的勇氣

9801
石崎洋司作; 藤田香繪;

黃穎凡譯
978-986-229-039-2

黑魔女學園: 秋琵特失蹤了!. 6

9801 湯汲英史著; 蕭雲菁譯 978-986-229-040-8 轉換孩子情緒的22句話

9712 曾雅青總編輯 978-986-229-041-5 名醫名廚暖身低脂電鍋燉湯

9801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978-986-229-044-6

科學實驗王

9801
倉橋燿子作; 目黑直子

原繪; 亞緋■譯
978-986-229-045-3

月眠之家

9801 三采文化編著 978-986-229-046-0 瑜伽Pose速查輕圖典

9801 三采文化編著 978-986-229-047-7 別為記憶力抓狂: [飲食][生活][遊戲]鈍感腦修復65妙

9801
金俓旼作; 秋德英繪; 徐

若英譯
978-986-229-048-4

不能放棄的養狗計畫

9801 三采文化編著 978-986-229-052-1 創意市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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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洪在徹, 柳己韻文; 文情

厚圖; 徐月珠譯
978-986-229-053-8

埃及金字塔歷險記

9802
洪在徹, 崔海雄文; 崔海

雄圖; 徐月珠譯
978-986-229-055-2

飛行傘科學大冒險

9802
Kim San-ha作; Kim Han-

min圖; 紫元譯
978-986-229-059-0

Stop!. 1, 跳蚤為什麼住在狗身上?

總計: 26種 26冊

三聯科技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劉芷秀 電話:(02)27081730 傳真:(02)27031561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390號5樓之3
 E-mail:ef@sanlie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郭豐州, 夏偉恩作 978-986-84878-0-2 當自己的跑步教練

9712 郭豐州圖解; 何英裕繪 978-986-84878-1-9 伸展與核心肌群訓練圖解

總計: 2種 2冊

下課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0063
地址:新竹市明湖路400

巷64弄20號1樓
 E-mail:cain-c-hairs@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喬作文作 978-986-81733-3-0 高中數學就該這樣K

總計: 1種 1冊

土溝農村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874252

郵遞區號:731
地址:臺南縣後壁鄉土溝

村148-5號
 E-mail:g930613@mail.tnnu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徐佳伶等編輯 978-986-81827-1-4 平安竹仔腳: 聚落生活空間藝術改造行動

9712 廖國雄, 呂耀中編輯 978-986-81827-2-1 土溝村之寫真集

總計: 2種 2冊

士林地方法院 連絡人:陳美月 電話:(02)28312321 傳真:(02)28343223



郵遞區號:1115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士東

路19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高愈杰撰寫; 臺灣士林

地方法院編輯
978-986-01-6504-3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之研究

9712
鍾任賜, 周妙枝撰寫; 臺

灣士林地方法院編輯
978-986-01-6744-3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民事事件法官審理時間之統計分析

與相關議題之研究

總計: 2種 4冊

士詠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724370

郵遞區號:24160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成功

路110號22樓之1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吳玉成著 978-986-84341-0-3 寫字: 吳玉成書法作品選

總計: 1種 1冊

士鼎廣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201070

郵遞區號:25142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學府

路1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查爾斯.謝朵沃斯原著;

趙幸蘭編譯
978-986-84903-0-7

綠遊經

總計: 1種 1冊

工研院產經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820302

郵遞區號:31040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

路四段195號10館202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文仁等作 978-957-774-926-0 都會區短程交通系統產業與技術展望

9710 謝志強等作 978-957-774-927-7 生質精煉技術帶動化工產業新機會探索

9710 王孟傑等作 978-957-774-928-4 奈米技術在新興材料領域應用展望

9711 楊瑞臨作 978-957-774-930-7 行動寬頻時代,WiMAX競爭分析與市場前景探索



9711
張淮杞等作

978-957-774-931-4
因應區域經濟改變,臺商國際化佈局策略調整: 以泛湄

公河經濟圈為例

9711 張慈映等作 978-957-774-932-1 個人化預防醫學技術展望

9711 王英裕, 謝孟玹, 陳孟敏 978-957-774-933-8 安全科技展望

9711
簡佩萍等作

978-957-774-934-5
高附加價值與簡約產品設計趨勢下,臺灣ICT產業的因

應之道

9711 陳梧桐等作 978-957-774-935-2 450mm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生態之衝擊

9711 鍾俊元, 劉美君, 賴彥中 978-957-774-936-9 後G10世代面板產業版圖與應用大趨勢

9712 林志勳等作 978-957-774-937-6 感性覺知風潮下,人性化介面衍生商機與技術趨勢

9711 郭建良等作 978-957-774-938-3 探索服務業新型態附加價值

9712
林維林, 陳立臻, 陳志洋

作
978-957-774-939-0

臺北市2020年交通情境模擬分析: 探討未來移動系統

發展趨勢

9712 曾繁銘等作 978-957-774-940-6 產業潔淨科技展望

9712 康志堅, 王孟傑, 李雯雯 978-957-774-941-3 矽晶太陽光電產業低成本化技術展望

9712 陳麗芬, 江愛群作 978-957-774-942-0 『一卡通』政策衍生產業效益評估與技術發展機會分

9712
莊惟傑作

978-957-774-943-7
由臺灣高科技產業需求,探討金屬材料發展策略: 以銦

在TFT LCD產業為例

9712 黃素珍等作 978-957-774-944-4 運用臺灣生活型態調查加值產業之研究

9712 何介人等作 978-957-774-945-1 再生城市重現風華: 標竿城市再生案例 探索產業投入

9712 黃楹鈞等作 978-957-774-946-8 全球生態城市之趨勢、標竿及衍生產業研究

9712 白忠哲, 徐愛蒂, 楊明潔 978-957-774-947-5 探索情緒互動感知技術發展與應用趨勢

9712
彭光中, 張哲瑜, 張蕎韻

作
978-957-774-948-2

智慧電表建置之成本效益以及可搭配的創意時間電價:

用戶平滑計價

9711 鍾美華等作 978-957-774-949-9 自願性環保議題對電子產業的影響

總計: 23種 46冊

工程會 連絡人:劉書堯 電話:(02)87897807 傳真:(02)87897800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松仁路3號9

樓
 E-mail:max@mail.p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5817-5

BOT專案進度與品質管理參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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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5819-9

委託專案管理模式之工程進度及品質管理參考手冊

9712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5820-5

統包模式之工程進度及品質管理參考手冊

9712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7004-7

卡玫基及鳳凰颱風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成

果報告. 97年

總計: 4種 8冊

工業局 連絡人:蘇意婷 電話:(02)27541255 傳真:(02)27091674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

41號之3
 E-mail:service@moeaid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江東法等編撰 978-986-01-5642-3 含氯碳氫化合物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技術手

9712 蘇文憲總編輯 978-986-01-5806-9 智慧財產管理解碼: 知識變黃金,創造企業大未來

9711 經濟部工業局編 978-986-01-5825-0 優良國產環保設備品質評鑑專輯. 九十七年度

9711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等撰 978-986-01-5942-4 數位學習白皮書. 2008

9712 經濟部工業局[編] 978-986-01-5993-6 產業全球運籌電子化擴散計畫成果彙編. 97年

9712 陳文輝總編輯 978-986-01-6009-3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清潔生產中衛體系專輯. 2008

9711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

同業公會執行
978-986-01-6251-6

臺灣創業投資年鑑. 2008年

9712

Industry Development

Bureau,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978-986-01-6325-4

e-Learning in Taiwan 2008: the vision and achievements

9712

經濟部工業局安全產業

推動辦公室, 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執行

978-986-01-6335-3

臺灣安全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2008

9712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

人臺灣綠色生產力基金

會編著

978-986-01-6342-1

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效益與展望宣導手冊

9712 許明倫總編輯 978-986-01-6360-5 工業溫室氣體減量技術案例彙編

9711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

心執行
978-986-01-6420-6

知識管理案例輯. 九十七年度: 知識領航.價值創新



9711 王義基等編撰 978-986-01-6533-3 揮發性有機物減量指南

9712 978-986-01-6679-8 推動工業合作專案計畫成果彙編. 2008

97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編
978-986-01-6757-3

ICT平臺事業應用大未來

9712
修天浩, 王美婷, 陳家祥

編輯
978-986-01-6964-5

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務創新競賽暨人才媒合博覽會成

果彙編. 2008第13屆

9712 淦克萍主編 978-986-01-6968-3 舞動創意生活主張

9712
王雅各等編輯

978-986-01-7179-2
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創新專輯: 舞動生技研

發成果產業化新旋律

9712
王雅各等編輯

978-986-01-7180-8
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 94-97年度: 業者創新研

發計畫補助成果

9712
李世琪等執行編輯

978-986-01-7480-9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97年度: 研發個案成果彙

編-產品開發、聯 合開發分項計畫

9712
李世琪等執行編輯

978-986-01-7481-6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97年度: 研發個案成果彙

編-產品設計分項 計畫

總計: 21種 45冊

大千 連絡人:梁崇明 電話:(02)22231391 傳真:(02)22231077

郵遞區號:2355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板南

路498號7樓之2
 E-mail:darchen@www.darche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吉祥積著; 郭敏俊譯 978-957-447-152-2 藏傳佛學關鍵詞彙

總計: 1種 1冊

大元書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51168

郵遞區號:1085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南寧

路35號
 E-mail:aia.w168@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鄭志明等著 978-986-82681-1-1 <<雜阿含經>>的瞻病關懷

總計: 1種 1冊

大屯 連絡人:黃麗如 電話:(02)88666777 傳真:(02)88666776



郵遞區號:1115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福國

路65號2樓
 E-mail:engsino@ms5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3 劉鵬佛著 978-957-41-3561-5 清代湘鄉曾氏家族與經濟社會

9504
中華歐亞基金會, 世界

和平研究所編著
978-957-41-3601-8

亞洲新情勢及因應對策: 臺日論壇二■■五年東京會

議論文集

9506 中華歐亞基金會編著 978-957-41-3750-3 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略

9507 姜文奎編撰 978-957-41-3848-7 誰是總統

9512
陳明通等著

978-957-41-4284-2
海を越えて來る中國の脅威: 臺灣の國家安全保障に

對する挑戰と戰略

9610
王儀旭著

978-957-41-4771-7
探討不同回饋策略介入對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

研究: 以刺槍術教學  為例

9701 黃偉冀作 978-957-41-4941-4 駐: 閒逸詩集

9701 黃偉冀作 978-957-41-4942-1 過癮

9701 謝聰頡著 978-957-41-5192-9 國軍軍事院校體適能與體脂肪之研究

9701 謝聰頡著 978-957-41-5193-6 國防體育研究文集

9702 曉夢著 978-957-41-5232-2 臺灣股市風雲

9707 King-Yuh Chang 978-957-41-5613-9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relations: variables &

總計: 12種 12冊

大未來畫廊 連絡人:曲家筠 電話:(02)27508811 傳真:(02)27509922

郵遞區號:1055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南路一段252巷11號1樓
 E-mail:lkart@lkartqallery.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978-957-8238-55-8 許江

9711 978-957-8238-60-2 行旅生涯: 朱沅芷與朱禮銀之繪畫

總計: 2種 2冊

大正 連絡人:胡英虎 電話:(06)2626620 傳真:(06)2626355

郵遞區號:70264
地址:臺南市南區興隆路

15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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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雲中客作 978-986-7019-07-3 孔明神數: 三八四籤大解析

總計: 1種 1冊

大安 連絡人:陳鳳蛟 電話:(02)23643327 傳真:(02)23672499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

路三段151號2樓
 E-mail:taan1@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李志宏著 978-986-7712-36-3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說敘事研究

9711 洪淑芬著 978-986-7712-37-0 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復興: 以智圓、契嵩、宗杲為例

總計: 2種 2冊

大老巷護康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7087040

郵遞區號:4075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中

港路二段128-3號1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尤瑪■達陸等作 978-986-85044-0-0 商業空間的藝術: 電子廁所藝術展

總計: 1種 1冊

大光傳播 連絡人:蔡堂均 電話:(02)25628133 傳真:(02)25614743

郵遞區號:1046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22號9樓之1
 E-mail:gp0220@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2-4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彼得前書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3-1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彼得後書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4-8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雅各書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5-5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約翰壹書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6-2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約翰貳、參書及猶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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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102-0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啟示錄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101-3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啟示錄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100-6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啟示錄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9-3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啟示錄

9710
黃六點, 李元樞收集; 大

光出版部編輯
978-957-475-098-6

新約聖經講章寶庫: 啟示錄

總計: 10種 10冊

大拓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

路三段194號9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晨悟編著 978-986-6972-47-8 人生不就是一種感覺

9710 張震濂編著 978-986-6972-48-5 你就是說話高手

9712 郭紅梅編著 978-986-6972-50-8 每天都有個奇蹟

9712 丁凡, 方亞東編著 978-986-6972-51-5 少吃多動: 養生之道的不二法門

9712 柯君編著 978-986-6972-52-2 不要懷疑自己

9801 韓菲編著 978-986-6972-53-9 別老抱怨...為什麼

9801 丁凡, 方亞東編著 978-986-6972-54-6 用健康來背書

9802 博冰著 978-986-6972-55-3 老婆使用說明書

9802 胡曉梅著 978-986-6972-56-0 老公使用說明書

總計: 9種 13冊

大侑貿易 連絡人:莊曉錡 電話:(02)27751780 傳真:(02)27527459

郵遞區號:1065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三段197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莊曉錡, 王欣瑜編輯 978-986-83427-1-2 1分鐘美食 200道全營養食譜



總計: 1種 1冊

大春中醫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50639

郵遞區號:70167
地址:臺南市東區榮譽街

17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林鉅超著 978-957-97708-6-6 抗癌日知錄: 中醫治癌白皮書

總計: 1種 1冊

大是文化 連絡人:徐仲秋 電話:(02)23757911 傳真:(02)2375699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21號5樓之5
 E-mail:assuntahs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勝間和代著; 李佳蓉譯 978-986-6526-07-7 現在,該進場了嗎?: 勝間和代教你找出未爆彈選中潛力

9712 大野■著; 劉宗德譯 978-986-6526-08-4 3天讀懂德國: 讓你著迷的國家、值得效法的人民

9801
尼爾登.邦德拉比(Rabbi

Nilton Bonder)作; 晴天譯
978-986-6526-09-1

猶太人的致富技術

9712
大衛.米契(David Michie)

著; 閻蕙群譯
978-986-6526-10-7

寫給大忙人的快樂佛法書

9801

詹姆斯.基爾茲(James M.

Kilts), 約翰.曼夫雷(John

F. Manfredi), 羅伯.勞伯

(Robert L. Lorber)合著;

晴天譯

978-986-6526-11-4

大事法則: 其他不予理會: 巴菲特欽點,重整大師教你一

年內獲利起飛

9801
賈桂琳.惠特摩

(Jacqueline Whitmore)著;
978-986-6526-12-1

老闆不說,但要你做到的事: 做成生意的禮數和『眉

角』

9803 吉越浩一郎著; 高信鐽 978-986-6526-13-8 打敗笨懶慢: 老闆沒法教的做事竅門

9803
李查.保羅.伊凡斯

(Richard Paul Evans)作;
978-986-6526-16-9

我的『有錢人計畫』: 每個富翁都辦到的五件事

9803
拉姆.夏藍(Ram Charan)

作; 劉真如譯
978-986-6526-17-6

搶到訂單的情報術: 客戶不說的,你也知道: 業務的終極

王道

總計: 9種 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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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精舍印經會 連絡人:潘維雄 電話:(02)23145010 傳真:(02)23312136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漢口

街一段132號6樓
 E-mail:tzuyun.ma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孫劍鋒讀編 978-986-7424-55-6 大般涅槃經簡要

9712 如覺法師著述 978-986-7424-56-3 維摩詰經遊意; 蓮影集合刊

總計: 2種 5冊

大展 連絡人:王蓮玉 電話:(02)28236033 傳真:(02)28272069

郵遞區號:1128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致遠

一路二段12巷1號
 E-mail:elaine_wang@books.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淑玉主編 978-957-468-650-6 黑豆健康法

9712 李宏, 武高輝著 978-957-468-651-3 尚派形意拳械抉微

9712 趙理明編著 978-957-468-652-0 望面診病圖解

9712 王永主編 978-957-468-653-7 現代藥用植物栽培

9801 李亭全著 978-957-468-657-5 太極推手真傳

9801 劉淑玉主編 978-957-468-658-2 納豆健康法

9801 岳維傳著 978-957-468-659-9 跟專家練跆拳道

9801 林虹余編著 978-957-468-663-6 易經六十甲子籤解探究

9802 文碧玲, 鄂建設主編 978-957-468-665-0 針灸治法與處方歌訣

9802 陳羲主編 978-957-468-666-7 『老子』給現代人的啟示

9802 郭武備, 趙國喜編著 978-957-468-667-4 越吃越聰明

總計: 11種 11冊

大康 連絡人:鄧以慧 電話:(02)23628872 傳真:(02)23626189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浦城

街9-8號1樓
 E-mail:book@dacom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7
布藍登.布瑞茲(Brendan

Brazier)作; 黃秀貞譯
978-986-82168-3-9

Vega鹼回健康: 透過植物性完整營養獲取健康的最佳

指南



x

9509 黃惠琦, 李姿穎合著 978-986-82168-4-6 0到100歲的經絡芳療

9511 荷田編著 978-986-82168-6-0 靈氣轉化了我的生命

9605 黃秀貞著 978-986-82168-7-7 40危機: 用營養來解除您的健康危機

9512 林瑤棋著 978-986-82168-8-4 臺灣路邊茶: 風趣庶民精采活

9605 斯容著 978-986-82168-9-1 i美: 斯容百變造命運

9608
寶拉.培岡(Paula Begoun)

著; 張啟杉譯
978-986-83474-0-3

美麗聖經普及版: 藥妝保養醫學美容全書

9608
海藻Fucoidan『褐藻糖

膠』採訪組編著
978-986-83474-1-0

逼迫癌細胞自殺: 海藻Fucoidan『褐藻糖膠』

9709 李翠瑩作 978-986-84428-0-1 號碼的盛宴: 林中寬和數位新世界

9708 蔡忠翰著 978-986-84428-1-8 焦點美齒 微笑滿分

9709 黃愛玲著 978-986-84428-2-5 一生就減一次肥

9710 劉國年著 978-986-84428-3-2 人體電力公司: 結合西醫與中醫保養身體的第一本書

9801 林永安, 許明鎮編著 978-986-84428-5-6 姓氏探源: 臺灣百大姓源流

總計: 13種 13冊

大都會文化 連絡人:蔡穎如 電話:(02)27235216 傳真:(02)27235220

郵遞區號:1105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432號4樓之9
 E-mail:metro@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千智蓮著 978-986-6846-43-4 智慧沙

9709
羅德.貝可, 大衛.貝思著;

李琪瑋譯
978-986-6846-46-5

居家急救百科: 一本你不能不看的救命寶典

9710 何明敏著 978-986-6846-49-6 執行力: 現代企業的江湖式生存

9710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 978-986-6846-50-2 秋養生: 二十四節氣養生經

9711 許泰昇著 978-986-6846-51-9 打造一整年的好業績: 店面經營的72堂課

9712
大衛.科特萊爾(David

Cottrell)著; 高秀娟譯
978-986-6846-53-3

週一清晨的領導課

9712 安凱莉著 978-986-6846-54-0 好心態,好自在

總計: 7種 7冊

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 連絡人:蔡玉珍 電話:(03)5927700e 傳真:(03)592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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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30740
地址:新竹縣芎林鄉大華

路1號
 E-mail:yuchen@thi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郭振坤著 978-986-6491-02-3 雲霓夢筆: 郭振坤膠彩工筆畫集

總計: 1種 2冊

大陽國際顧問 連絡人:林軒逸 電話:(02)27318288 傳真:(02)27212628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283號7樓
 E-mail:27001680@lin-J-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真邑著 978-957-29599-5-4 林真邑開運招財寶典. 2009

總計: 1種 2冊

大新 連絡人:王志偉 電話:(02)27073232 傳真:(02)27011633

郵遞區號:1066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瑞安

街256巷16號
 E-mail:dhlin@dahhs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金子史郎等著 978-986-6882-83-8 看漫畫學日語

9712 友松悅子, 和栗雅子著 978-986-6882-88-3 重點集中 中級日本語文法總整理: 20關鍵

9712 楊淑真, 徐如妹, 洪春梅 978-986-6882-89-0 日語檢定百寶箱. 2級: 日本語能力試驗

總計: 3種 3冊

大葉大學 連絡人:邱琬真 電話:(04)8511888e 傳真:(04)8511050

郵遞區號:51591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

路1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紫芸作 978-986-6600-09-8 懸浮 之間: 王紫芸作品集. 2007

總計: 1種 2冊

大葉大學休管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511382

郵遞區號:51591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

路112號
 E-mail: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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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LRM93總編輯

978-986-6600-06-7
跟著我們的記憶一起去旅行: 大葉大學休閒事業管理

學系畢業珍藏. 2008

總計: 1種 1冊

大葉大學視傳系 連絡人:蕭媛之 電話:(04)8511888e 傳真:(04)8511570

郵遞區號:51591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

路1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大葉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學系編著
978-986-6600-07-4

影像未來的視覺性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2冊

大葉大學國際企管系 連絡人:洪誼琳 電話:(04)8511888e 傳真:(04)8511510

郵遞區號:515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

路112號
 E-mail:ib5150@mail.d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美玲主編 978-986-6600-08-1 國際企業暨跨領域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大塊文化 連絡人:陳信至 電話:(02)87123898 傳真:(02)87123897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25號11樓
 E-mail:ken@locuspublishi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喬依絲.唐巴(Joyce

Dunbar)文; 彭倩文翻譯;

幾米繪

978-986-213-087-2

吃掉黑暗的怪獸

9711
阿爾巴羅.穆迪斯(Alvaro

Mutis)著; 許琦瑜譯
978-986-213-095-7

抵達不了的港灣

9801
卡爾.歐諾黑(Carl

Honore)著; 薛絢譯
978-986-213-100-8

慢的教育

9802 藍弋丰著 978-986-213-101-5 明騎西行記



9802 欣西亞著 978-986-213-102-2 飄洋過海追上你

9802
赫拉巴爾(Bohumil

Hrabal)著; 楊樂雲譯
978-986-213-103-9

過於喧囂的孤獨

9802 李瑾倫作 978-986-213-104-6 靠窗的位子,光線剛好: 我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9802 張妙如, 徐玫怡作 978-986-213-105-3 交換日記

9802 嚴飛羽文; 劉振祥攝 978-986-213-106-0 前後: 劉振祥的雲門影像敘事

9803 王力雄著 978-986-213-107-7 天葬: 西藏的命運

9803
朱利歐.萊奧尼(Giulio

Leoni)著; 羅妙紅譯
978-986-213-108-4

馬賽克拼圖謀殺案

9803
馬克.海登(Mark Haddon)

著; 林靜華譯
978-986-213-109-1

黃昏老爸的煩惱習題

9803 石田淳著; 邱麗娟譯 978-986-213-110-7 絕對做得到的持續術

總計: 13種 13冊

大辣 連絡人:呂靜芬 電話:(02)27182698 傳真:(02)25148670

郵遞區號:1058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健康

路11-1號8樓
 E-mail:jf@dalapub.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艾力克.康弗(Alex

Comfort), 蘇珊.薇蓮

(Susan Quilliam)作; 許佑

978-986-6634-07-9

新性愛聖經

9803

安.卡瑞羅.蓋利(Ayn

Carrillo-Gailey)作; 陳逸

軒譯

978-986-6634-11-6

好女孩的情色學分

總計: 2種 2冊

大旗 連絡人:蔡穎如 電話:(02)27235216 傳真:(02)27235220

郵遞區號:1105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432號4樓之9
 E-mail:metro@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環球國家地理>>編委

會編著
978-957-8219-71-7

環球國家地理: 歐洲



9707
<<環球國家地理>>編輯

委員會編著
978-957-8219-72-4

環球國家地理: 亞洲.大洋洲

9708 曹鴻濤編著 978-957-8219-73-1 老子的部落格

9709
<<環球國家地理>>編輯

委員會編著
978-957-8219-74-8

環球國家地理: 非洲.美洲.兩極

9710 徐志摩著 978-957-8219-75-5 翡冷翠山居閒話

9709 陳峰, 夢亦非編著 978-957-8219-76-2 孔子的部落格

9710 董少尹著 978-957-8219-77-9 失聯的飛行員: 一封來自30,000英呎高空的信

9711
<<中國國家地理>>編輯

委員會編著
978-957-8219-78-6

中國國家地理: 華北、華東

9711 老舍著 978-957-8219-79-3 大智若愚

9712 魯迅著 978-957-8219-80-9 野草

9801
<<中國國家地理>>編輯

委員會編著
978-957-8219-82-3

中國國家地理: 中南、西南

總計: 11種 15冊

大領航 連絡人:許麗芳 電話:(02)23880356 傳真:(02)23886861

郵遞區號:40645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北屯

里北屯路167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蘇敬堯編授 978-986-7398-05-5 行政學精修. 上

9704 蘇敬堯編授 978-986-7398-06-2 行政學精修. 下

總計: 2種 2冊

大龍海文化 連絡人:陳文美 電話:(02)23880356 傳真:(02)23886861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公園

路2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林棟編授 978-986-7381-44-6 會計學精修

9611 黃再枝編 978-986-7381-49-1 消防勤務概要

9611 方偉編授 978-986-7381-52-1 稅務法規精修

9709 吳新村編授 978-986-7381-61-3 戶籍法規精修



x

e

9709 黃唐編授 978-986-7381-62-0 鋼筋混凝土學與設計

9709 Sunny chung編授 978-986-7381-63-7 土木施工學概要

9709 魏薰編授 978-986-7381-64-4 結構學精修

9709 程英編授 978-986-7381-65-1 勞工行政與勞工法規大意

9709 郝強編授 978-986-7381-66-8 戶政法規含戶籍法規

9709 黃捷編授 978-986-7381-67-5 行政法概要.大意精修

9709 張恆編授 978-986-7381-68-2 勞工行政與勞工法規

9711 林朝誠編授 978-986-7381-69-9 民法重點題庫解析

9801 黃再枝編授 978-986-7381-72-9 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

9801 黃再枝編授 978-986-7381-73-6 災害防救法精修

9801 黃文編授 978-986-7381-74-3 警察勤務與戶口查察(含家戶訪查)

總計: 15種 15冊

大燈文化 連絡人:高慈香 電話:(03)3526847e 傳真:(03)3521165

郵遞區號:33845
地址:桃園縣蘆竹鄉奉化

路204號1樓
 E-mail:webmaster@e-dade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盧勝彥著 978-986-6564-12-3 阿爾卑斯山的幻想:瀑布與小花

9803 盧勝彥著 978-986-6564-20-8 拈花手的祕密: 重讀五燈會元之七

總計: 2種 2冊

大樹林 連絡人:邱湘婷 電話:(02)22227270 傳真:(02)22221270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橋和

路116號6樓
 E-mail:notime.chu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穴澤賢作; 林麗秀譯 978-957-0403-79-4 富士丸搞笑日記

總計: 1種 1冊

大學城文化 連絡人:薛小姐 電話:(07)2855229 傳真:(07)2853921

郵遞區號:80143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七賢

二路20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2 林立志等編著 978-986-7275-34-9 基準高中地理典範. 下

9802
吳榮發, 顏銘賢, 蘇美月

編著
978-986-7275-35-6

基準高中歷史典範. 下

總計: 2種 2冊

大穎文化 連絡人:黃秀錦 電話:(02)27469169 傳真:(02)27469007

郵遞區號:1059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38-1號11樓
 E-mail:emily@ol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蘇珊.雪佛(Susan Schafer)

文; 道格.庫希曼(Doug

Cushman)圖; 孔繁璐 譯

978-986-7235-81-7

小小的尾巴在哪裡?

9801

拉妮.山本(Lani

Yamamoto)文.圖; 胡洲賢

譯

978-986-7235-82-4

艾伯特想東想西: 宇宙的外面是什麼地方呢?

9712

拉妮.山本(Lani

Yamamoto)文.圖; 胡洲賢

譯

978-986-7235-83-1

艾伯特想東想西: 所有事情都可以停下來嗎?

9801

拉妮.山本(Lani

Yamamoto)文.圖; 胡洲賢

譯

978-986-7235-84-8

艾伯特想東想西: 我到底是大還是小?

9801

克莉絲汀.諾曼-菲樂蜜

(Christine Naumann-

Villemin)作; 吳欣怡譯

978-986-7235-90-9

三隻小豬不一樣

9801
蜜妮.葛瑞(Mini Grey)文.

圖; 孔繁璐譯
978-986-7235-91-6

蛋蛋艾格想要飛

9802
強.艾吉(Jon Agee)作; 胡

洲賢譯
978-986-7235-92-3

布萊恩不想再當小孩

9802
朱利安.海特(Julian

Hector)作; 胡洲賢譯
978-986-7235-93-0

不愛鬥牛的小小鬥牛士



9801

迪地耶.雷非(Didier

Levy)文; 蒂蕊娜.羅曼寧

(Tiziana Romanin)圖; 王

978-986-7235-94-7

愛讀書的樹

總計: 9種 9冊

大鴻 連絡人:蕭敏璋 電話:(02)27771592 傳真:(02)27310304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渭水

路38號1樓
 E-mail:pmspms@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學音工作室研究團隊作 978-957-9179-30-0 樂理模擬考全真試題. 一(升國中音樂班適用)

9709
學音工作室研究團隊作

978-957-9179-31-7
聽寫模擬考全真試題. 一(升國中.高中.大學音樂班/科

系適用)

9710 邱意淳編著 978-957-9179-32-4 樂理考試達人

總計: 3種 3冊

大輿 連絡人:王維咨 電話:(02)23028768 傳真:(02)23021158

郵遞區號:1085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廣州

街189號4樓
 E-mail:info@ema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56-3 看地圖玩單車

9711 978-957-791-657-0 世界地圖

98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58-7 單車酷樂部

98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59-4 高臺鐵定好好玩

9801 978-957-791-660-0 臺灣地形圖

98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61-7 Bicycle fun: 帶地圖玩單車

98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62-4 環島地圖

9802 978-957-791-663-1 新版苗栗縣地圖

總計: 8種 8冊

上人文化 連絡人:賴美伶 電話:(02)27012847 傳真:(02)22436075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橋和

路115號9樓
 E-mail:mllai@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Derek Matthew著; 曙林譯 978-986-7086-85-3 快樂立體書

9605
潘志輝, 誠美堂圖文工

作室編繪; 賴惠鳳修文.
978-986-7086-87-7

秦始皇統一中國(簡體字版)

9605
潘志輝, 誠美堂圖文工

作室編繪
978-986-7086-88-4

魏蜀吳三國鼎立(簡體字版)

9605
潘志輝, 誠美堂圖文工

作室編繪
978-986-7086-89-1

大唐帝國的盛世(簡體字版)

9605
潘志輝, 誠美堂圖文工

作室編繪
978-986-7086-90-7

大蒙古帝國與元朝(簡體字版)

9605
潘志輝, 誠美堂圖文工

作室編繪
978-986-7086-91-4

明朝的興衰與滿清的崛起(簡體字版)

9607 David Pelham著 978-986-7086-93-8 蘋果蜜的相反詞: 貓捉老鼠立體書

9607 David Pelham著 978-986-7086-96-9 蘋果蜜的數數: 貓捉老鼠立體書

9609 Rachel Fuller著; 賴雅靜 978-986-7086-98-3 是誰躲在家裡?

9609 Rachel Fuller著; 賴雅靜 978-986-7086-99-0 是誰躲在戶外?

9609 Rachel Fuller著; 賴雅靜 978-986-212-000-2 是誰躲在幼兒園?

9609 Rachel Fuller著; 賴雅靜 978-986-212-001-9 是誰躲在農場上?

9702 DK著.圖; 游紫玲翻譯 978-986-212-011-8 動物: 塗塗畫畫輕鬆擦

9702 DK著.圖; 游紫玲翻譯 978-986-212-012-5 交通工具: 塗塗畫畫輕鬆擦

9702

The Templar Company著;

Maurice Pledger, Bernard

Thornton Agency 圖; 賴

雅靜翻譯

978-986-212-013-2

海洋

9702

The Templar Company著;

Maurice Pledger, Bernard

Thornton Agency 圖; 賴

雅靜翻譯

978-986-212-014-9

夜行動物

9702 Nadia Bouchama圖 978-986-212-015-6 紅色

9702 Nadia Bouchama圖 978-986-212-016-3 黃色

9702 Nadia Bouchama圖 978-986-212-017-0 藍色

9702 Nadia Bouchama圖 978-986-212-018-7 綠色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19-4

畫說西遊記. 1, 石猴大鬧天宮(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0-0

畫說西遊記. 2, 高老庄收服豬八戒(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1-7

畫說西遊記. 3, 豬八戒娶妾(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2-4

畫說西遊記. 4, 真火燒悟空(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3-1

畫說西遊記. 5, 觀音收服紅孩兒(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4-8

畫說西遊記. 6, 火燒琵琶洞(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5-5

畫說西遊記. 7, 三借芭蕉扇(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6-2

畫說西遊記. 8, 如來顯佛法(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7-9

畫說西遊記. 9, 猴王告御狀(簡體字版)

9703
吳承恩原著; 潘志輝, 誠

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28-6

畫說西遊記. 10, 靈山取真經(簡體字版)

9707
Anderew Crowson著; 賴

惠鳳翻譯
978-986-212-044-6

挖土機和砂石車

9707
Andrew Crowson著; 賴惠

鳳翻譯
978-986-212-045-3

消防救護車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48-4 有趣的故事(簡體字版)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49-1 生肖的故事(簡體字版)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51-4 機智的故事(簡體字版)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52-1 滑稽的故事(簡體字版)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53-8 智慧的故事(簡體字版)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54-5 好笑的故事(簡體字版)

9706 誠美堂圖文工作室編繪 978-986-212-055-2 星座的故事(簡體字版)



e

9712
Rebecca Harry著; 賴惠鳳

譯
978-986-212-072-9

小象

9712
Rebecca Harry著; 賴惠鳳

譯
978-986-212-073-6

小獅子

9712
Rebecca Harry著; 賴惠鳳

譯
978-986-212-074-3

小猩猩

9712
Rebecca Harry著; 賴惠鳳

譯
978-986-212-075-0

小斑馬

總計: 43種 43冊

上羊文化 連絡人:詹美玲 電話:(04)23596983 傳真:(04)23502624

郵遞區號:40768
地址:臺中市工業區38路

60號4樓
 E-mail:biggoatp@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洪羊文.圖 978-986-81604-9-1 猜猜我是誰: 動物叢林

9710 洪羊文.圖 978-986-84517-0-4 猜猜我是誰: 可愛農場

9710 洪羊文.圖 978-986-84517-1-1 卡通明星: 表情變變變

9710 洪羊文.圖 978-986-84517-2-8 我們這一家: 表情變變變

9710 洪羊文.圖 978-986-84517-3-5 動物王國: 表情變變變

總計: 5種 5冊

上奇科技 連絡人:嚴楓琦 電話:(02)87923001 傳真:(02)87920540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

路76巷33號3樓
 E-mail:editor@grandtec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m-plus普生數位科技著 978-986-6587-20-7 Adobe Photoshop CS3視覺設計與影像合成處理

9710 趙英傑著 978-986-6587-21-4 Adobe Flash CS3多媒體設計與網站動畫

9710
Rachel Andrew著; 羅友志

譯
978-986-6587-22-1

CSS網頁設計師手札: 101個您一定會遇到的問題與解

答

9710 王震寰著 978-986-6587-23-8 C++最新程式設計範例入門

9710 Bob Smith等著 978-986-6587-24-5 Linux產品設計指南



e

9710
James Talbot等著; 羅溦

憑譯
978-986-6587-25-2

Flex 3徹底研究

9711 林文強著 978-986-6587-26-9 Word 2007: 讓您在生活和職場上都能運用自如

9712 沈志文著 978-986-6587-27-6 Excel 2007: 讓您在生活和職場上都能運用自如

9712 林文強著 978-986-6587-28-3 Powerpoint 2007: 讓您在生活和職場上都能運用自如

9711 李啟龍, 李安泰著 978-986-6587-30-6 用Google輕鬆過生活

9711 曹青雲著 978-986-6587-31-3 慾望影城: YouTube尋芳客

9711 趙英傑著 978-986-6587-32-0 Adobe Dreamweaver CS3網站視覺設計與網頁製作

9712 張光煜著 978-986-6587-35-1 Photoshop CS4の即效見本

9712 張靜怡著 978-986-6587-36-8 Dreamweaver CS4の即效見本

9712
Adobe Creative Team著;

羅友志譯
978-986-6587-37-5

跟Adobe徹底研究Flash CS4

9712
Adobe Creative Team著;

羅溦憑譯
978-986-6587-38-2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S4

9712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廖錦慧譯
978-986-6587-39-9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S4

總計: 17種 17冊

上海銀行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周維沛 電話:(02)25582111 傳真:(02)25598972

郵遞區號:1067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二段238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維沛總編輯

978-986-81424-1-1
鴻飛八秩: 慶祝上海商業儲蓄銀行創立中國旅行社八

十週年

總計: 1種 1冊

上揚國際開發 連絡人:羅董事長 電話:(02)27495713 傳真:(02)27495560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

段57號14樓之8
 E-mail:rise.apple@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劉省作著 978-986-84008-2-5 有關係,別說您不會: 臺灣警察人際關係新探

總計: 1種 1冊



上智文化 連絡人:黃素玲 電話:(02)29017342 傳真:(02)29027212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Alida Massari繪; 柏玲編 978-986-7873-72-9 瑪竇福音

9802

凱瑟琳.賀梅斯(Kathryn

James Hermes)著; 林清華

譯

978-986-7873-73-6

憂鬱症的靈性療法

總計: 2種 2冊

上誼文化 連絡人:尤嘉莉 電話:(02)23913384 傳真:(02)23962775

郵遞區號:1007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二段75號
 E-mail:carrie@hsin-y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間瀨直方文.圖; 高明美

翻譯
978-957-762-460-4

坐電車出發 坐電車回家

總計: 1種 1冊

上澤社文化 連絡人:廖蝯釗 電話:(02)25676790 傳真:(02)25814820

郵遞區號:10352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南京

西路61號6樓
 E-mail:shangze.publis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彭曦著 978-986-6977-45-9 絕對命中!日檢單字1級

9709 沈依穎著 978-986-6977-46-6 小豬教你玩助詞

9708 鄭宜熏作 978-986-6977-47-3 瘋韓語: 看招牌,玩遍韓國大街小巷

9710 陳慶彰著 978-986-6977-50-3 商用敬語這樣說才對

9710 上澤社日文編輯小組著 978-986-6977-51-0 看圖速記日語單字: 超強自然學習法

9710 上澤社日文編輯小組著 978-986-6977-52-7 看圖速記日語會話: 超強自然學習法

9711 Tiffany著 978-986-6977-53-4 瑞典居遊: 闖進維京海盜的版圖

9711 上澤社日文編輯小組著 978-986-6977-48-0 大家的旅遊日語

9711 上澤社日文編輯小組著 978-986-6977-54-1 大家的生活日語



e

e

9801 和泉福庭, 陳慧嫻著 978-986-6977-55-8 日本語で臺灣散散步

9801 陳慧嫻著 978-986-6977-56-5 用英語散步臺灣

9712 具孝靜著 978-986-6977-57-2 這本韓語發音最好用

總計: 12種 12冊

山岳文化 連絡人:胡芳芳 電話:(02)27085509 傳真:(02)27086157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一段35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高章敏等作 978-986-80744-5-3 自遊巴黎: 一手掌握最新情報

9706 高章敏等撰文.攝影 978-986-80744-7-7 自遊倫敦: 一手掌握最新情報

總計: 2種 2冊

千華數位文化 連絡人:吳美儀 電話:(02)22289070 傳真:(02)22289076

郵遞區號:2354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三段136巷10弄17號
 E-mail:editorial@chienhu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561-2 行政法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712 祝裕編著 978-986-195-563-6 工程力學(含靜力學、材料力學、動力學)

9710 余揚等編 978-986-195-566-7 數學(B)商職(歷年試題+模擬考)

9709 張定榮編著 978-986-195-580-3 消防器材構造及使用

9710 蔡先容編著 978-986-195-583-4 行政學口訣

9710 張恆編著 978-986-195-587-2 考前24HR公務員法大意焦點速成

9710 陳逸編著 978-986-195-588-9 刑事鑑識系統整理(含歷年試題精析)

9709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589-6 行政法概要(基層警察人員)

9710 甄家灝編著 978-986-195-590-2 數位邏輯、數位邏輯實習完全攻略

9710 席菈編著 978-986-195-592-6 英文(歷年試題+模擬考)

9709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598-8 行政學(含概要)獨家高分秘方版

9710 張定榮編著 978-986-195-601-5 消防勤務概要

9710 高芬編著 978-986-195-602-2 餐旅概論(歷年試題+模擬考)

9710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05-3 英文實戰題庫

9710 陳儒慧編著 978-986-195-606-0 國文(警專)



9709 淨文編著 978-986-195-607-7 圖解式行政學(含概要): 附主題式精選題庫

9709 淨文編著 978-986-195-608-4 行政學(含概要)混合式考古題

9710 蔡先容編著 978-986-195-610-7 政治學(含概要)考古題(麻辣大師破題)

9710 成宜霖編著 978-986-195-611-4 民法親屬編概要

9710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12-1 國文實戰題庫

9710 郝強, 王寶鑑編著 978-986-195-613-8 地方自治概要測驗題庫1000題

9710 陳培林編著 978-986-195-615-2 教育專業科目歷年試題解題聖經

9711
龍宜辰, 許願, 劉似蓉編

著
978-986-195-618-3

司法特考: 法學知識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

緒論與英文)

9710 任穎編著 978-986-195-620-6 行政程序法(含概要)精讀筆記書

9710 陸冠奇編著 978-986-195-622-0 基本電學(含大意)

9710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623-7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9710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624-4 行政法輕鬆上手

9710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625-1 行政法

9710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626-8 公務員法

9710 陳忠孝編著 978-986-195-627-5 行銷管理

9710 周良編著 978-986-195-628-2 國際貿易實務系統整理

9710 陳忠孝編著 978-986-195-629-9 財政學(關務特考)

9710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630-5 行政學(含概要)測驗式考古題

9711 畢瑩編著 978-986-195-632-9 餐旅服務技術、飲料與調酒(模擬考)

9710 張毅編著 978-986-195-634-3 化學

9710 王志成編著 978-986-195-635-0 經濟學(交通事業)

9710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636-7 社會學

9710 朱華聆編著 978-986-195-637-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9711
龍宜辰, 許願, 劉似蓉編

著
978-986-195-638-1

鐵路特考: 法學知識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

緒論與英文)

9711 陳震編著 978-986-195-639-8 電子學(含概要、大意)

9711 程馨編著 978-986-195-641-1 民法大意測驗焦點

9711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642-8 社會工作

9711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643-5 現行考銓制度(含人事行政學)

9709 王志成編著 978-986-195-652-7 經濟學(臺電.中油)

9711 陳淨修編著 978-986-195-645-9 工礦衛生技師歷年經典題庫總彙



9711 陳金城編著 978-986-195-646-6 企業管理(適用管理概論)

9711 陳金城編著 978-986-195-647-3 企業管理大意

9711 陳金城編著 978-986-195-648-0 企業管理(含大意)

9711 穆儀, 羅格思編著 978-986-195-650-3 法學緒論測驗題庫1000題(關務特考)

971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51-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9711 李振濤編著 978-986-195-653-4 心理學概要嚴選題庫(包括諮商與輔導)

9711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654-1 行政法(含概要)測驗式考古題

9711 白崑成編著 978-986-195-656-5 運輸學(含概要)

9711 艾育編著 978-986-195-657-2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9711 駱平編著 978-986-195-658-9 會計學(含概要)考古題

9711 程馨編著 978-986-195-660-2 民法(含概要)系統整理

9711 程馨編著 978-986-195-661-9 圖解式民法概要實例演練(關務特考)

9711 程馨編著 978-986-195-662-6 圖解式民法概要實例演練

971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63-3 新橫式國文: 公文(司法特考)

971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64-0 國文(國民營事業)

9711 張恆編著 978-986-195-665-7 企業管理大意滿分題庫

9711 陳金城編著 978-986-195-666-4 最新企業管理(含概要、大意)Q&A

9711 郭藩編著 978-986-195-667-1 教育哲學(含教育史)

9711 郭藩編著 978-986-195-668-8 教育心理學

9711 劉劍成編著 978-986-195-669-5 行政法概要申論式實戰搶分題庫

9711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670-1 社會學考古題

9711 邱華君編著 978-986-195-671-8 警察學

9711 簡正城, 王一周著 978-986-195-672-5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司法五等)

9711 羅格思編著 978-986-195-673-2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1000題(關務特考)

9711 羅格思著 978-986-195-674-9 法學知識: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1000題

9711 羅格思編著 978-986-195-675-6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1000題

9711 張恆編著 978-986-195-676-3 企業管理(含大意)題庫密碼

9711 倪明編著 978-986-195-677-0 英文輕鬆一次搞定

9710 夏紹禹編著 978-986-195-678-7 消防安全設備系統整理

9711 郭藩編著 978-986-195-679-4 教育行政學

9711 張育稱編著 978-986-195-680-0 機械原理(含概論、大意)(鐵路特考)

9711 郭藩編著 978-986-195-681-7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9712 盧栩君編著 978-986-195-683-1 基測Pro數學總複習題庫

9712 鴻漸, 程馨編 978-986-195-684-8 民法(含概要)考古題(麻辣大師破題). 二

9712 陳忠孝編著 978-986-195-685-5 財政學(含概要)考古題

9711 邱華君編著 978-986-195-686-2 警察法規

9712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687-9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9712 林翠華編著 978-986-195-688-6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教戰手冊

9712 張恆編著 978-986-195-689-3 內勤郵政法規(含大意)題庫密碼

9711 張定榮編著 978-986-195-690-9 消防實務滿分寶典

97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195-691-6 會計學(含概要)考古題

971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92-3 英文題庫密碼

9711 陳鴻慶編著 978-986-195-693-0 主題式內勤郵政法規(大意)勝經

9712 馬克思喬編著 978-986-195-694-7 基測Pro理化總複習題庫(教師專用)

9712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695-4 刑法概要及刑事訴訟法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712 陳忠孝編著 978-986-195-696-1 稅務法規(含概要)考古題

9712 劉似蓉編著 978-986-195-697-8 郵政英文勝經

97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698-5 簡易郵政英文

9712
陳鴻慶編著

978-986-195-699-2
主題式外勤郵政法規(大意)勝經: 含郵政法, 郵件處理

規則, 郵務營業規章

9712 陳正祥編著 978-986-195-700-5 消防法規(含概要)精析

9712 王一周, 王曹編著 978-986-195-701-2 刑事訴訟法系統整理

9712 陸冠奇編著 978-986-195-702-9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9712 蘇永銘編著 978-986-195-703-6 保安警察學

97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04-3 簡易郵政英文題庫密碼

9712 張志森編著 978-986-195-705-0 警察勤務與家戶訪查

9712 賴農惟編著 978-986-195-706-7 行政法(含概要)系統整理(司法特考)

9712 陳金城編著 978-986-195-707-4 行銷學

9711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708-1 社會福利服務

9712 陳培林編著 978-986-195-709-8 教育行政類專業科目考古題

9712 蔡禾恩編著 978-986-195-710-4 監獄學(含概要)

9712 敦弘, 羅格思編 978-986-195-711-1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五等)

97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195-712-8 會計事務乙級技能檢定學科測驗大全

9801 章懷編著 978-986-195-713-5 警察勤務與家戶訪查(含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712 陸冠奇編著 978-986-195-715-9 主題式電工原理精選題庫

9801 張正頌編著 978-986-195-716-6 警專 物理

980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17-3 物理講義

97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195-718-0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測驗大全

9801 趙豐群編著 978-986-195-719-7 犯罪偵查(含概要)

9712 徐士珩編著 978-986-195-720-3 監獄行刑法(含概要)彙編

9801 簡正城編著 978-986-195-721-0 圖解式民事訴訟法概要

97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195-722-7 會計事務乙級技能檢定術科試題精解

9801 黃蓁編著 978-986-195-723-4 金融專業知能: 貨幣銀行學(含概要)

9801 傅維廷編著 978-986-195-724-1 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80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25-8 英文

97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26-5 公民全真模擬考

9712 邱燁編著 978-986-195-727-2 中外地理輕鬆一次搞定

9801 劉似蓉編著 978-986-195-728-9 英文

9801 夏鵬翔編著 978-986-195-729-6 火災學(含概要)

9801 高銘編著 978-986-195-730-2 最新測量學題庫千題精解

9801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731-9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801 茆政吉, 蔡穎編著 978-986-195-732-6 計算機概論(含網路概論)

9801 陳震編著 978-986-195-733-3 電子學

9801 白崑成編著 978-986-195-734-0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合輯

9801 陳家豪編著 978-986-195-735-7 大學升了沒: 升大指考化學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01
蔡先容編著

978-986-195-736-4
大學升了沒: 升大學測、指考公民與社會科超強題庫

1000題

9801 余揚編著 978-986-195-737-1 大學升了沒: 升大指考數學甲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0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38-8 郵政內勤從業人員考古題合輯

9801 陳郁雯編著 978-986-195-739-5 大學升了沒: 升大指考英文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01 黃淑真, 陳麗玲編 978-986-195-740-1 國文(論文寫作)

980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41-8 國文高分題庫

9801 洪偉編著 978-986-195-743-2 大學升了沒: 升大指考國文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01 陳霖編著 978-986-195-744-9 法院組織法大意全真模擬考

9801 尚素麗編著 978-986-195-745-6 新題型國文測驗

9801 黃淑真, 陳麗玲編著 978-986-195-746-3 新題型國文作文



9801 呂強編著 978-986-195-747-0 數學輕鬆一次搞定

9802 陳家豪編著 978-986-195-749-4 大學升了沒物理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01 林翠華編著 978-986-195-751-7 教育問題與對策: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試題解析

980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52-4 國文(含作文, 測驗)全真模擬考

9802 警專金榜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753-1 警專甲組消防安全科超強金榜合輯

9801 陳培林編著 978-986-195-754-8 教育行政類國考專業科目全科重點精析

9802 陳仁謙編著 978-986-195-755-5 法學緒論(題庫+歷年試題)

9802 警專金榜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756-2 警專甲組超強考古題解析

980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57-9 英文全真模擬考(司法五等)

9802
警專金榜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759-3
警專乙組行政科超強考古題解析(含國文、英文、數

學、中外歷史、中外 地理)

9802 陳永煌編著 978-986-195-760-9 會計學概要

9802 陳震編著 978-986-195-761-6 電路學

9802 千華編委會著 978-986-195-763-0 國文(作文與測驗)(不動產經紀人)

9802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764-7 英文(題庫+歷年試題)

9802 陳培林編著 978-986-195-765-4 教育專業科目歷年試題解題聖經. 三

980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766-1 國文全真模擬考(司法特考)

9802 方君編著 978-986-195-767-8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9802 何曜辰編著 978-986-195-768-5 主題式機械製造(含識圖)高分題庫

9802 司法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195-771-5 民法概要考古題

總計: 158種 158冊

川流 連絡人:劉必權 電話:(02)29464351 傳真:(02)29465182

郵遞區號:2356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興

街115巷9之4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劉必權著 978-957-9554-57-2 世界列國誌. 希臘

9802 劉必權著 978-957-9554-58-9 世界列國誌. 以色列

總計: 2種 2冊

久石文化 連絡人:陳文龍 電話:(02)25372497 傳真:(02)25374409



e

郵遞區號:1045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

東路一段25號10樓之4
 E-mail:manlung@yam.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華勒思.華特斯(Wallace

D. Wattles)等著; 張皓維
978-986-84592-1-2

『秘密』中的秘密: 兩本啟發<<秘密>>的經典

9711
拿破崙.希爾(Napoleon

Hill)著; 包丹丰譯
978-986-84592-2-9

思考致富: 成功致富的13步驟

9801 奚愷元著 978-986-84592-3-6 別當正常的傻瓜: 避免正常人的錯誤,成為超凡的決策

總計: 3種 3冊

久佑達文化 連絡人:簡澄鏞 電話:(02)22234902 傳真:(02)32348050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

路502號4樓之1
 E-mail:pftwsdom@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易照峰著 978-986-7660-73-2 上海幫傳奇: 黑道. 1

9712 易照峰著 978-986-7660-74-9 細說青幫: 黑道. 2

9801 易照峰著 978-986-7660-75-6 細說洪幫: 黑道. 3

9712 杜天宇著 978-986-7660-86-2 禪師的一輪明月: 豁達與寬容的人生智慧

9802 杜天宇著 978-986-7660-88-6 梅花香自苦寒來: 要成就大事 先吃苦耐勞

總計: 5種 5冊

久周 連絡人:羅珮芳 電話:(02)23253223 傳真:(02)23253347

郵遞區號:1068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二段105號5樓B室
 E-mail:elsa.lo@jcpublish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尼克.楚饒特(Nick Trout)

作; 丹鼎譯
978-986-6852-43-5

告訴我哪裡痛?: 外科獸醫的一日生活紀實

9801

彼得.戴德蒙(Peter J.

D'Adamo), 凱薩琳.惠特

妮(Catherine Whitney) 作;

何敏如譯

978-986-6852-44-2

基因飲食養生法: 根據6種基因型態打造健康生活



9802
席薇雅.包芬遜(Silvia

Bovenschen)著; 葉宗琪譯
978-986-6852-45-9

我的純真年代: 歲月教我的二三事

9802
東尼.艾伍德(Tony

Attwood)著; 劉瓊瑛譯
978-986-6852-47-3

亞斯伯格症進階完整版: 寫給家長、患者和專業人員

的完全手冊

9803
潘妮洛普.薩琪(Penelope

Sach)著; 胡玉立譯
978-986-6852-48-0

自然美人: 快樂女人必備的美麗祕訣&100道養生食譜

9803
約翰.葛羅根(John

Grogan)作; 吳美真譯
978-986-6852-49-7

漫漫回家路: 一段年少輕狂與自我追尋的真愛旅程

總計: 6種 6冊

久鼎 連絡人:朱文章 電話:(02)29511539 傳真:(02)29511249

郵遞區號:22062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重慶

路31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吳先化編著 978-986-6625-08-4 閭山神壇玄機符籙

9711 [久鼎出版社]編輯部編 978-986-6625-10-7 初級菲律賓語會話

9711 宋英成編著 978-986-6625-11-4 八字真訣啟示錄

9801 宋英成編著 978-986-6625-12-1 易經的世界

9712 清鴻山人編 978-986-6625-13-8 玄空風水學理秘訣. 三, 斷法篇

總計: 5種 5冊

小石頭文化 連絡人:吳璧琳 電話:(02)26342623 傳真:(02)26340166

郵遞區號:1148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康寧

路三段22-1號2樓
 E-mail:rockjj@ms3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徐盟霖, 小石頭編輯部 978-986-81859-4-4 光影魔術手nEOiMAGING影像超簡單

9801 王俊隆編著 978-986-81859-5-1 PhotoCap 4.3相片處理超簡單

總計: 2種 2冊

小兵 連絡人:蔡景湳 電話:(02)29150734 傳真:(02)23583529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218巷4號3樓
 E-mail:bintonnet@mail2000.com.tw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光福文; 達姆圖 978-986-6544-07-1 我也是臺灣人

9712 林翔文; 陳又凌圖 978-986-6544-08-8 他的職業是犯人

9712 林淑玟文; 任華斌圖 978-986-6544-09-5 吠城故事

9712 鄭宗弦文; 法蘭克圖 978-986-6544-10-1 唱歌的聖誕樹

9801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978-986-6544-11-8 危雞總動員

9801 王文華文; 達姆圖 978-986-6544-12-5 甜甜圈公主

9802 廖大魚文; 大尉圖 978-986-6544-13-2 邪小刀的綠色眼淚

9802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978-986-6544-14-9 小四愛作怪之瘋狂動物園

總計: 8種 9冊

小知堂 連絡人:郭佩貞 電話:(02)26642112 傳真:(02)86626919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270巷2號6樓
 E-mail:pekomilk@wiskno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二階堂黎人著; 楊明綺 978-957-450-587-6 魔術王事件

9711

博報堂Paco Underhill研

究會, 小野寺健司, 今野

雄策編著; 李惠芬譯

978-957-450-591-3

就是要在這家店買東西: 熱銷商店的24法則

9712 山田侑著; 周若珍譯 978-957-450-592-0 會計師給女兒的32+1封信

9712 席尼.薛爾頓著; 何敏綺 978-957-450-593-7 暗夜行

總計: 4種 4冊

小異 連絡人:陳信至 電話:(02)87123898 傳真:(02)87123897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25號11樓
 E-mail:ken@locuspublishi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克里斯多福.希鈞斯

(Christopher Hitchens)著;

劉永毅譯

978-986-84569-2-1

上帝沒什麼了不起: 揭露宗教中的邪惡力量

9801
恰克.帕拉尼克(Chuck

Palahniuk)著; 景翔譯
978-986-84569-3-8

惡搞研習營



e

總計: 2種 2冊

小魯文化 連絡人:曾怡菁 電話:(02)27320708 傳真:(02)27327455

郵遞區號:1067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居

街6號12樓
 E-mail:article@tienwe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郭嘉琪作; T-Bone繪 978-986-211-037-9 數學親親: 看童話,學數學

9707 曹文軒作 978-986-211-050-8 紅瓦房

9708 周姚萍作 978-986-211-055-3 標點符號歷險記

9709 洪志明作 978-986-211-056-0 一分鐘寓言

9709 趙忠慶編著 978-986-211-059-1 童話聊齋: 鬼故事,學語文

9710 張友漁著 978-986-211-060-7 阿國在蘇花公路上騎單車

9711 張如鈞作 978-986-211-066-9 大腳李柔

9710 小林豊文.圖; 黃宣勳翻 978-986-211-067-6 世界上最美麗的村子

9710

蘿拉.紐玫若芙(Laura

Numeroff)文; 琳恩.孟辛

兒(Lynn Munsinger)圖;

柯倩華翻譯

978-986-211-068-3

媽媽最棒!爸爸最棒!

9803 林滿秋文; 林莉菁圖 978-986-211-069-0 好一個瓜啊!

9801 陳思婷編著 978-986-211-070-6 看故事,學成語

9801

尤里.諾勒斯堅故事構

成; 佛蘭西斯卡.亞布索

娃繪圖; 鄭明進翻譯

978-986-211-077-5

狐狸與兔子

9711 林滿秋作 978-986-211-078-2 雲端裡的琴聲

9712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

翻譯
978-986-211-080-5

你永遠是我的寶貝

9802 李潼著 978-986-211-081-2 少年龍船隊

9801
工藤紀子文.圖; 賴秉薇

翻譯
978-986-211-082-9

海盜船: 一切都是為了夥伴!

9802 周姚萍文; 曹俊彥圖 978-986-211-083-6 十二生肖同樂會

9802
愛蜜麗.戴曼原著; 吳宜

潔翻譯
978-986-211-084-3

海島人的贖金



9803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

翻譯
978-986-211-085-0

100層樓的家

9802 李光福作 978-986-211-086-7 躲避球情聖

9804
松野正子文; 瀨川康男

圖; 鄭明進譯
978-986-211-088-1

不可思議的竹筍

總計: 21種 21冊

文心文化 連絡人:林素秋 電話:(049)2933482 傳真:(049)2933369

郵遞區號:54048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文昌

街54巷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83142-7-6 高級禪修教本

總計: 1種 1冊

文天外語 連絡人:林淑德 電話:(02)29515150 傳真:(02)29515160

郵遞區號:22055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北門

街50號3樓
 E-mail:wentien@1111.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簡樹勳, Charlie Jack編 978-986-84423-1-3 Alligator & squirrel(writing version)

9707 簡樹勳, Charlie Jack編 978-986-84423-2-0 Alligator & squirrel(Reading version)

總計: 2種 2冊

文化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617164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陽明山華崗

路5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珮華等著; 羅玲玲編 978-986-6710-32-2 『牧場到筷子: 優質豬肉百分百』研討會論文集

9711 羅玲玲編輯 978-986-6710-34-6 超音波技術應用於豬隻生產與育種研討會論文集

9801 羅玲玲, 王佩華著 978-986-6710-38-4 豬之動物福利

總計: 3種 5冊

文化大學史研所史學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2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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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陽明山華崗

路55號
 E-mail:sut81518@ms5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史學彙刊>>編輯委員

會編輯
978-986-6710-40-7

史學彙刊. 第22期

總計: 1種 2冊

文化大學動科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618511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陽明

山華崗路5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羅玲玲編輯 978-986-6710-35-3 超音波技術應用於豬隻生產與育種研討會手冊

總計: 1種 1冊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連絡人:馮興盛 電話:(02)28614062 傳真:(02)2861716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陽明

山華岡路55號
 E-mail:ccup@ccuo16@p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崔秀里著

978-986-6710-28-5
國內頂尖女子桌球選手比賽技能表現探討分析之研究:

以黃怡樺為例

9712
物理學系通識課程委員

會編著
978-986-6710-37-7

物理學

9712 化學系通識課程委員會 978-986-6710-39-1 化學

總計: 3種 3冊

文化大學森保系 連絡人:林志欽 電話:(02)28610511 傳真:(02)28626750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華岡

路55號
 E-mail:waterlily@staff.p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派鋒撰文.攝影 978-986-6710-30-8 繽紛精靈: 華林生態園區蝴蝶解說手冊

9711 王派鋒撰文.攝影 978-986-6710-31-5 六足王國: 華林生態園區昆蟲解說手冊

9312 卓子右等撰文 978-986-6710-33-9 中國文化大學校園植物解說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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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6冊

文化大學藝研所 連絡人:郭亮玎 電話:(02)28610511 傳真:(02)28618267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陽明

山華崗路55號
 E-mail:crrmar@staff.p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陳藍谷主編 978-986-6710-29-2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音樂研究. 第六期96學年度

總計: 1種 1冊

文史哲 連絡人:彭雅雲 電話:(02)23511028 傳真:(02)23965656

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一段72巷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劉竹青著 978-957-549-743-9 孟郊、賈島詩比較研究

9612 林智隆, 陳鈺祥編著 978-957-549-744-6 隋唐五代兵器研究初稿

9612 林智隆, 陳鈺祥編著 978-957-549-753-8 鋼之流采: 郭常喜之摺疊花紋鋼鑄劍技藝

9611 彭伯良編纂 978-957-549-754-5 中華民族炎黃源流簡易譜. 彭

9702 何進盛等編著 978-957-549-766-8 新編五專國文

9704 蘇心一著 978-957-549-791-0 文人畫今昔:■從許海欽談起

9707 陳素雲著 978-957-549-801-6 乙未割臺前後林維朝之國族認同與生命抉擇

9710 林正三總編纂 978-957-549-809-2 瀛社會志

9710 林正三總編輯 978-957-549-810-8 歷屆詩題便覽

9710 林正三總編纂 978-957-549-811-5 十年題襟集

9710 林正三總編輯 978-957-549-812-2 瀛社風義錄

9711 楊拯華著 978-957-549-814-6 詩寫美哉山水

9710 莫詒謀著 978-957-549-815-3 叔本華的藝術等級及其音樂

9712 陳永騰著 978-957-549-816-0 猿與鳥: 二百五十年後的幻想: 另一類的科學思維

9710 汪理著 978-957-549-817-7 走過千山萬水

9710 張堂錡著 978-957-549-819-1 追想彼岸: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論叢. II

9711 陳國綱著 978-957-549-820-7 一心文集

9711 田台鳳著 978-957-549-821-4 道極觀: 揭開萬象的面紗

9711 嵐濤著 978-957-549-822-1 雪祭之塞納河的回憶



9712 張堂錡著 978-957-549-823-8 嬗變中的光影: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論叢. III

9712 楊贊淦著 978-957-549-824-5 正心文集

9711 張穎著 978-957-549-825-2 身在何處都好修行

9711 季進著 978-957-549-826-9 閱讀的鏡像

9712 林智隆, 陳鈺祥編著 978-957-549-828-3 宋遼夏金元兵器研究初稿

9801 白金銑著 978-957-549-829-0 唐代禪宗懺悔思想研究

9801 白金銑著 978-957-549-830-6 慈悲水懺法研究

9801 唐潤鈿著 978-957-549-833-7 優游於快樂時空

9801 陳哲三著 978-957-549-834-4 古文書與臺灣史研究: 陳哲三教授榮退論文集

9801 呂寶霖編著 978-957-549-672-2 訂做西服技術書

總計: 29種 29冊

文光 連絡人:沈海琳 電話:(02)23789331 傳真:(02)23788667

郵遞區號:1067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二段267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彭子益著 978-957-9232-71-5 圓運動的古中醫學

總計: 1種 1冊

文沛美術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260752

郵遞區號:70046
地址:臺南市萬昌街20巷

1號
 E-mail:yming8@ms1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文沛美術圖書出版社]

編輯部主編
978-986-81926-6-9

楊沂孫篆書菜贊四則

總計: 1種 1冊

文听閣圖書 連絡人:曾志華 電話:(04)27067357 傳真:(04)27067357

郵遞區號:40742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逢甲

路225巷9號
 E-mail:teng1019lin@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慶彰主編 978-986-82900-4-4 民國文集叢刊. 第一編



總計: 1種 1冊

文房文化 連絡人:趙蓓玲 電話:(02)23629066 傳真:(02)23629069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三段100號10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齊樂樂作 978-986-6982-76-7 歡樂畢業班

9801 徐嫚作 978-986-6982-77-4 情比姊妹深

9802 許世勳作 978-986-6982-78-1 讓我作你的耳朵

9802 伍美珍作 978-986-6982-79-8 雙胞胎愛作怪. 5, 裝不完的小袋鼠

9802 王美慧作 978-986-6982-80-4 愛的營養午餐

總計: 5種 5冊

文津 連絡人:邱家敬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遞區號:1065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

南路二段294巷1號
 E-mail:twenchin@ms1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共同學科編
978-957-668-885-0

人文精神與全人教育: 2007人文通識教學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9801 鄭志明著 978-957-668-886-7 宗教生死學

9712 王志宇著 978-957-668-887-4 寺廟與村落: 臺灣漢人社會的歷史文化觀察

9801 王建生編著 978-957-668-888-1 歐蘇文選評注

總計: 4種 4冊

文英堂 連絡人:李中邦 電話:(02)82301588 傳真:(02)82301576

郵遞區號:11653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和

街8號7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許介鱗作 978-957-8811-36-2 對日外交. I, 盲點在哪裡?: 蔣介石、蔣經國時代

9801 許介鱗作 978-957-8811-37-9 對日外交. II, 為什麼盲信?: 李登輝、陳水扁時代

總計: 2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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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 連絡人:連庭芳 電話:(02)23434051 傳真:(02)2394873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北平東路

3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78-986-01-5320-0 文化統計. 2005-2006

9711 簡榮聰, 阮昌銳撰述 978-986-01-5912-7 臺灣民俗文物大觀

9712 黃才郎策劃 978-986-01-6305-6 臺灣文化觀光導覽手冊. 2009

9712 黃才郎, 王玉齡策劃 978-986-01-6524-1 公共藝術年鑑. 民國九十六年

9712 柯基良等編輯 978-986-01-7346-8 『傳統加持x設計加值』傳統文化藝術加值設計暨授

9801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編
978-986-01-7580-6

國色牡丹.廖瓊枝: 行政院文化獎得獎人成就專輯. 第二

十七屆

9801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編
978-986-01-7581-3

跨時代的優雅.郭雪湖: 行政院文化獎得獎人成就專輯.

第二十七屆

總計: 7種 16冊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理處連絡人:劉國儀 電話:(04)22295848 傳真:(04)22292475

郵遞區號:40247
地址:臺中市南區復興路

三段36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林磐聳主編

978-986-01-4807-7
美麗在旅行: 雙軌並行/鐵道藝術網絡: 臺灣鐵道藝術村

連動展覽

9708 林磐聳主編 978-986-01-5038-4 臺灣鐵道藝術容顏

9712 張玉璜主編 978-986-01-5859-5 文化性資產清查操作參考手冊

9711
倪再沁等專文撰稿; 林

磐聳, 李麗芳主編
978-986-01-6170-0

百慧藏坤: 陳慧坤作品修復與保存合作計畫

9712 楊凱成主編 978-986-01-6351-3 喜新.戀舊: 創造產業文化資產新價值

9712
臧振華等撰稿

978-986-01-6500-5
海洋臺灣新視界: 澎湖馬公商港疑似沉船遺址調查評

估報告

9712 周寶中作 978-986-01-6939-3 文物科學管理

9712 張玉璜主編 978-986-01-6943-0 形塑夢工場: 退輔會榮民塑膠工廠

9712 張玉璜主編 978-986-01-6944-7 煙硝桃花源: 退輔會龍崎工廠

9712 林曉薇計畫主持 978-986-01-7076-4 國際工業遺產專家學者來臺交流計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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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曾培育, 劉棠思企劃 978-986-01-7364-2 走讀: 臺灣糖.鹽.酒: 八個產業再生的影像故事

總計: 11種 23冊

文訊雜誌社 連絡人:吳穎萍 電話:(02)33435430 傳真:(02)23964212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

南路11號6樓
 E-mail:wenhsun7@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封德屏主編 978-986-83928-6-1 臺灣人文出版社30家

總計: 1種 1冊

文笙 連絡人:李冠立 電話:(02)23814280 傳真:(02)23146035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233號
 E-mail:winsooon@winsoo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家熒著

978-986-6727-34-4
獎勵全民參與防制不法: 以公益代位訴訟建立全民防

弊陣線

總計: 1種 1冊

文揚資訊 連絡人:蔡孟倩 電話:(02)27987012 傳真:(02)27997963

郵遞區號:1144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

路一段91巷28號
 E-mail:winyoungtest@gigigaga.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聯

合命題
978-986-82674-6-6

3500應用題彙編: 社會科

9802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聯

合命題
978-986-82674-7-3

3500應用題彙編: 自然科

9802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聯

合命題
978-986-82674-8-0

3500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

9802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聯

合命題
978-986-82674-9-7

3500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

9802
160位國高中資優教師聯

合命題
978-986-6450-00-6

3500應用題彙編. 數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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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種 5冊

文經社 連絡人:管仁健 電話:(02)25176688 傳真:(02)25153368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

北路二段66號11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愫儀著 978-957-663-554-0 大導演: 李安的故事

9803 趙月華著 978-957-663-555-7 左手胡雪巖右手曾國藩

9802 松本幸夫著; 楊曉婷譯 978-957-663-556-4 輸給會說話的人不甘心

9803 景繼生著 978-957-663-558-8 圖說槍.輕武器

9802 陳啟淦著 978-957-663-559-5 人間導師: 聖嚴法師的故事

總計: 5種 5冊

文魁資訊 連絡人:張豫川 電話:(02)23830383 傳真:(02)23812593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50號B3
 E-mail:cyc@kingsinf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吳玄玉編著 978-986-204-279-3 Flash 8實力養成暨評量解題秘笈

9709
郭宏賓, 廖基堯, 郭柔妤

編著
978-986-204-324-0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丙級學術科必殺手冊

總計: 2種 2冊

文瀾資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224328

郵遞區號:23445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永貞

路228號5樓
 E-mail:service@win-land.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療傷小魔女MIDA, 工頭

堅, 黃建昌作
978-986-85066-0-2

遇見幸福的地方,放掉憂愁的旅程: MIDA、工頭堅與黃

建昌的慢遊屏東手 札

總計: 1種 1冊

文藻外語學院師培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1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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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079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

一路900號
 E-mail:ttc@mail.wtu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戴明國主編 978-986-6585-02-9 新世代師資培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方智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50號6樓之1
 E-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馬修.埃蒙斯(Matthew

Emmens), 貝絲.凱法特

(Beth Kephart)著; 陳信宏

譯

978-986-175-132-0

找不到的133A室: 找到的,就是炙手可熱的人才!

9712 曲家瑞著 978-986-175-133-7 喂,幹嘛不做你自己

9712 Uedada著 978-986-175-134-4 すごい!日本創意文案

9801 草莓圖騰著 978-986-175-135-1 那簡直不能叫做愛

9801 高瑞協等合著 978-986-175-136-8 大笑的驚人力量

9801 安一心著 978-986-175-137-5 活用祕密的43個練習

9801
廖苑利等合著

978-986-175-138-2
白金級肌膚10堂課: 告訴你化妝品專櫃小姐不說產品

標式不提的美容祕密  !

9802 曹幼非, 趙樂峰著 978-986-175-139-9 懂A股,迎接下一波賺錢機會

9802 益田米莉著; 陳系美譯 978-986-175-140-5 不結婚,好嗎?

9803 葉卉軒著 978-986-175-141-2 我愛千金生活

9802
艾克哈特.托勒(Eckhart

Tolle)著; 張德芬譯
978-986-175-142-9

修練當下的力量

9803 章成著 978-986-175-143-6 絕望中遇見梅爾達

9803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謝明

憲譯

978-986-175-144-3

比神更快樂

總計: 13種 26冊



方廣文化 連絡人:蔡文熙 電話:(02)23920003 傳真:(02)23919603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77-2號11樓
 E-mail:fangoan@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9
夢參老和尚講述; 方廣

編輯部整理
978-957-9451-97-0

地藏菩薩的懺悔法門

9409
夢參老和尚講述; 方廣

編輯部整理
978-957-9451-98-7

地藏菩薩的念佛法門

9411

夢參老和尚主講; 梁國

英, 溫哥華地區道友, 方

廣編輯部錄音整理

978-957-9451-99-4

地藏菩薩的止觀法門

9506

宗喀巴大師作; 大勇法

師講譯; 法尊法師補譯;

昂旺朗吉口授校正

978-986-7078-05-6

菩提道次第略論

9506
增廣大師造; 法尊法師

譯; 觀空法師講
978-986-7078-07-0

菩提道次第修法筆記

9512
(唐)般刺密諦譯; (明)釋

德清述
978-986-7078-08-7

大佛頂首楞嚴經通議

9601

堪布卡塔講述; 噶瑪索

南卓瑪英文彙編; 喝瑪

策凌卻準中譯

978-986-7078-09-4

白度母修法: 如意輪: 成就無死的法門

9605 夢參老和尚講 978-986-7078-10-0 地藏菩薩本願經

9605 夢參老和尚主講 978-986-7078-11-7 大乘大集地藏十輪經

9609
夢參老和尚主講; 方廣

編輯部編輯
978-986-7078-12-4

華嚴經淨行品

9708 世親造; (唐)玄奘譯 978-986-7078-13-1 阿毗達磨俱舍論

9708 龍樹菩薩造; 鳩摩羅什 978-986-7078-14-8 中觀論頌

9708 維祇難等譯 978-986-7078-15-5 法句經: 古譯本

9709 無著菩薩造; 玄奘法師 978-986-7078-16-2 攝大乘論

9710 (宋)曇無蜜多譯 978-986-7078-19-3 觀普賢菩薩行法經

9710 (蕭齊)曇摩伽陀耶舍譯 978-986-7078-20-9 無量義經

9712 三藏般若譯 978-986-7078-21-6 大乘理趣六波羅蜜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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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夢參老和尚主講; 梁國

英, 溫哥華地區道友, 方

廣編輯部錄音整理

978-986-7078-23-0

地藏菩薩的戒律法門: 大乘大集地藏十輪經. 無依行品,

第三

總計: 18種 19冊

心理 連絡人:陳姝■ 電話:(02)23671490 傳真:(02)23671457

郵遞區號:1064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80號7樓
 E-mail:market@ps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林偉文著 978-986-191-143-4 教師創造力之系統觀點: 學校、社群、個人與創意教

9707 郭明德著 978-986-191-155-7 國民中小學學校知識管理與教師創新教學關係之研究

9706 林佳蓉著 978-986-191-161-8 ISD系統化教學設計與數位教材實務工作坊

9801
Veronica Coulshed等著;

劉曉春譯
978-986-191-192-2

社會工作管理

9801
John J. Schmidt著; 倪履

冰等譯
978-986-191-201-1

中小學諮商師生存指南

9801

Stephen Krulik, Jesse A.

Rudnick著; 馬秀蘭, 吳德

邦譯

978-986-191-209-7

中學數學教學資源手冊: 推理與解題導向

9801 Alan McLean著; 賴麗珍 978-986-191-212-7 激勵學習的學校

9801

Mary Marden Velasquez等

著; 歐吉桐, 黃耀興, 林

曉卿譯

978-986-191-213-4

物質濫用的團體治療: 改變階段的治療手冊

9712 張奕華, 許正妹著 978-986-191-217-2 研究方法與軟體應用: 概念及實例

9711
林維芬著

978-986-191-218-9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impact on

child sexual abuse

9801

Martin M. Antony,  David

H. Barlow編著; 李立維

等譯

978-986-191-219-6

心理疾患衡鑑與治療計畫手冊

總計: 11種 11冊

心靈工坊文化 連絡人:朱玉立 電話:(02)27029186 傳真:(02)27029286



郵遞區號:1068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四段53巷8號2樓
 E-mail:yuli_chu@psygarde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湯瑪士.克許(Thomas B.

Kirsch)著; 古麗丹等合譯
978-986-6782-14-5

榮格學派的歷史

9802

布賴恩.克洛迪舒克

(Brian Kolodiejchuk)編;

駱香潔譯

978-986-6782-29-9

德蘭修女: 來作我的光

9709 楊俐容著 978-986-6782-33-6 我好,你也好: 增進孩子的溝通技巧

9709 呂俐安等著 978-986-6782-37-4 我是解題高手: 激發孩子解決問題的能力

9709
侯碩極(Guy Rosolato)著;

卓立, 楊明敏, 謝隆儀譯
978-986-6782-39-8

犧牲: 精神分析的指標

9709 牛格正, 王智弘著 978-986-6782-40-4 助人專業倫理

9710
大衛.賽門(David Simon)

著; 譚家瑜譯
978-986-6782-41-1

心態,決定幸福: 十個改變人生的承諾

9710

伊麗莎白.羅伊.梅爾

(Elizabeth Lloyd Mayer)

著; 李淑珺譯

978-986-6782-42-8

不可思議的直覺力: 超感知覺檔案

9711
佩瑪.丘卓(Pema

Chodron)作; 雷叔雲譯
978-986-6782-43-5

生命不再等待

9712
史帝芬.蕭爾(Stephen

Shore)作; 丁凡譯
978-986-6782-44-2

破牆而出: 我與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共處的日子

9712 楊蓓作 978-986-6782-45-9 勇氣與自由

9712 王浩一編著 978-986-6782-47-3 在廟口說書

9712
唐諾.溫尼考特(D. W.

Winnicott)著; 廖婉如譯
978-986-6782-48-0

二度崩潰的男人: 一則精神分析的片斷

9801
大衛.里秋(David Richo)

作; 廖婉如譯
978-986-6782-50-3

以愛之名,我願意: 開啟親密關係的五把鑰匙

總計: 14種 14冊

王士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235347



郵遞區號:404
地址:臺中市北區博館路

26號15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梁光余著 978-957-41-5556-9 博物館行銷策略與方法

總計: 1種 1冊

王定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3223882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一段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郭斯予總編輯 978-957-41-5863-8 溯流: 寫實新貌油畫特輯

總計: 1種 1冊

王金城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4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粉寮

路一段101號
 E-mail:083014@mail.hw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王金城著

978-957-41-3922-4
男子籃球選手休閒活動的現況與滿意因素及阻礙因素

之相關研究

總計: 1種 1冊

王香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310579

郵遞區號:43302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

路3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王香蘋, 劉一龍著 978-957-41-5997-0 人口老化與社會政策

總計: 1種 1冊

王望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253333

郵遞區號:804 地址:高雄市蓮海路7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望舒撰

978-957-41-6076-1
王望舒獨唱會. 2006: Sure on the shining night音樂會詮

釋報告

總計: 1種 1冊

王紫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10
地址:彰化縣員林鎮萬年

路三段236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王紫芸作 978-957-41-4033-6 異物

總計: 1種 2冊

王德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241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新泰

路101巷30號3樓
 E-mail:buddha2006@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天靜導師作 978-957-41-6035-8 新世界: 女人國中國

總計: 1種 2冊

元神館 連絡人:李韻玫 電話:(02)28338131 傳真:(02)28351147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德行

東路256號4樓
 E-mail:yuenchi.li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偉傑, 黃木生編 978-986-6465-00-0 祈夢解夢奇書

9801 劉厚祿編著 978-986-6465-01-7 神機妙算劉伯溫傳奇. 一, 燒餅歌與靈棋經

9802 劉基原著; 劉厚祿編譯 978-986-6465-02-4 神機妙算劉伯溫傳奇. 二, 郁離子

總計: 3種 3冊

元素集合 連絡人:張昱永 電話:(02)23770889 傳真:(02)23770561

郵遞區號:1068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

路二段129號2樓
 E-mail:info@element-plu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09 呂理煌[編] 978-957-29884-0-4 建築繁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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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 呂理煌[編] 978-957-29884-1-1 建築繁殖場. 2004-2008

9801 呂理煌[編] 978-957-29884-2-8 建築繁殖場. 2004-2008

總計: 3種 3冊

元氣齋 連絡人:劉小玲 電話:(02)28338131 傳真:(02)28351147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德行

東路256號4樓
 E-mail:yuenchih@ms5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中華民國中醫抗衰老醫

學會編著
978-986-6664-11-3

中醫抗衰老寶典

9710 黃文龍著 978-986-6664-12-0 仙宗醫學靜坐

9708 彭于賓編著 978-986-6664-13-7 最夯抗老聖品[]硫辛酸

9709 董延齡編著 978-986-6664-14-4 國醫董延齡開藥方

9709 楊怡祥著 978-986-6664-15-1 癌不必積極治療:不可不知的救命新觀念

9710 張明彰編著 978-986-6664-16-8 有機生活真健康

9711 徐順裕編著 978-986-6664-17-5 救人青草藥

9712 楊蓮生編著 978-986-6664-18-2 診療祕話六十年: 楊蓮生醫師自傳體大事記

9712 吳碧玲編著 978-986-6664-19-9 浪漫禪風養生帖

9801 張謨瑞編著 978-986-6664-20-5 老中醫養生真言

9802 李錦楓編著 978-986-6664-21-2 減肥聖品白腎豆

總計: 11種 11冊

元盛 連絡人:賴雯卿 電話:0968223088 傳真:(02)23651025

郵遞區號:1006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

西路二段142號
 E-mail:kunget@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龔顯男編著 978-986-83760-7-6 分類成語寫作. 自然界篇

總計: 1種 1冊

元照 連絡人:蔡志宇 電話:(02)23756688 傳真:(02)23703286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

路18號5樓
 E-mail:justice@mail.angl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翁岳生著 978-986-6842-71-9 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

9709
黃鈺華, 蔡佩芳, 李世祺

合著
978-986-6842-77-1

政府採購法解讀: 逐條釋義

9709 潘秀菊著 978-986-6842-79-5 信託理財面面觀

9712 陳聰富著 978-986-6842-82-5 侵權違法性與損害賠償

9709 陳郁婷等著 978-986-6842-84-9 跨國專利侵權訴訟之管理

9711 潘秀菊著 978-986-6842-86-3 人身保險實務

9709
大出良知等編著; 日本

刑事法學研究會譯
978-986-6842-88-7

刑事辯護

9709 李惠宗著 978-986-6842-90-0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憲法生活的新思維

9709 王文宇等合著 978-986-6842-92-4 商事法

9709 陳春山著 978-986-6842-93-1 全球科技企業法務管理

9709 蘇永欽著 978-986-6842-94-8 尋找新民法

9709 張麗卿著 978-986-6842-95-5 新刑法探索

9709 蘇永欽著 978-986-6842-96-2 尋找共和國

9709 洪銘勳著 978-986-6842-97-9 實用商務法律

9709 李淑明著 978-986-6842-99-3 民法入門

9709 黃榮堅等編 978-986-6540-00-4 月旦簡明六法

9711 石木欽著 978-986-6540-01-1 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之證據法則: 以審判實務為中

9709 王文宇等合著 978-986-6540-03-5 金融法

9709 李惠宗著 978-986-6540-04-2 憲法要義

9709 廖義男等作 978-986-6540-05-9 行政罰法

9709 李惠宗著 978-986-6540-06-6 行政法要義

9709 鄭仰峻, 鄭乃文著 978-986-6540-07-3 法律與生活

9709 潘秀菊著 978-986-6540-08-0 公司法

9709 王志誠著 978-986-6540-09-7 票據法

9710 楊代華著 978-986-6540-11-0 生物科技與醫療發明專利

9710
賴源河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40-12-7

財經法制新時代: 賴源河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

9709 李太正等合著 978-986-6540-13-4 法學入門

9709 張瑞星, 周天, 程法彰合 978-986-6540-14-1 科技與法律



9710 王伯儉著 978-986-6540-15-8 工程契約法律實務

9709 陳聰富著 978-986-6540-16-5 民法概要

9712
柯澤東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40-17-2

二十一世紀法學發展新境界:■柯澤東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論文集

9709 黃承啟著 978-986-6540-18-9 民法案例研習

9709 陳美伶, 李太正, 陳連順 978-986-6540-19-6 民法入門

9709 陳運星等合著 978-986-6540-20-2 生活中的法律: 法院裁判書之案例教學法

9710 陳清秀著 978-986-6540-21-9 現代稅法原理與國際稅法

9709 趙晉枚等合著 978-986-6540-22-6 智慧財產權入門

9709 李淑明著 978-986-6540-23-3 民法物權

9709 王文宇著 978-986-6540-24-0 公司法論

9711 陳清秀著 978-986-6540-26-4 稅法總論

9710 許志雄等合著 978-986-6540-28-8 現代憲法論

9711 廖大穎等合著 978-986-6540-29-5 企業籌資法務與個案分析

9710
劉鐵錚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40-30-1

劉鐵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 一, 新世紀宏觀法學

之研究與展望

9710
劉鐵錚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40-31-8

劉鐵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 二, 國際私法理論與

實務問題之探討

9710 謝榮堂著 978-986-6540-32-5 社會福利行政法規導讀

9710 林合民等合著 978-986-6540-33-2 行政法入門

9711 羅昌發著 978-986-6540-34-9 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論析

9711 謝榮堂著 978-986-6540-35-6 社會法治國基礎問題與權利救濟

9711
林山田教授紀念論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540-36-3

刑與思: 林山田教授紀念論文集

9711
Hans-Jurgen Kener作; 許

澤天, 薛智仁譯
978-986-6540-37-0

德國刑事追訴與制裁: 成年刑法與少年刑法之現狀分

析與改革構想

9712 曾宛如著 978-986-6540-39-4 公司之經營者、股東與債權人

9801 李佳玟著 978-986-6540-42-4 在地的刑罰.全球的秩序

總計: 51種 51冊

元麓書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62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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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141巷24號4樓
 E-mail:21stpublisher@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李宗吾著 978-986-85074-0-1 厚黑學: 天下第一奇書

9803 張默生著 978-986-85074-1-8 李宗吾傳奇: 厚黑教主

總計: 2種 2冊

天下遠見 連絡人:蔡淑君 電話:(02)26620010 傳真:(02)26620007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93巷1號2樓
 E-mail:daisy@cwg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丸山綾子文.圖; 柳怡如 978-986-216-049-7 蒲公英飛到哪裡去?

9712 高顯瑩著 978-986-216-084-8 誠信與圓滿: 戴榮吉和他的不織布王國

9709 白先勇著 978-986-216-201-9 白先勇作品集

9712
艾金斯(Peter Atkins)著;

師明睿譯
978-986-216-220-0

化學分子世界導覽

9712
艾金斯(Peter W. Atkins)

著; 歐姿漣譯
978-986-216-222-4

化學元素王國之旅

9710

琳恩.何沃(Lyn Heward),

約翰.貝肯(John U.

Bacon)著; 謝凱蒂譯

978-986-216-233-0

發掘你的太陽魔力: 像太陽劇團一樣熱熱情有創意

9712
李如青, 嚴淑女文; 李如

青圖
978-986-216-241-5

勇12: 戰鴿的故事

9712
施洛德(Alice Schroeder)

著; 楊美齡等合譯
978-986-216-244-6

雪球: 巴菲特傳

9712
黑澤俊二作; 早■德子

繪圖; 陳昭蓉譯
978-986-216-246-0

小學生觀念數學. 第1級

9712
黑澤俊二作; 長谷部徹

繪圖; 陳昭蓉譯
978-986-216-247-7

小學生觀念數學. 第2級

9712 刁明芳編 978-986-216-248-4 國際漢學的推手: 蔣經國基金會的故事

9712 楊維晟著 978-986-216-250-7 臺灣甲蟲生態大圖鑑

9712 楊維晟著 978-986-216-249-1 臺灣甲蟲生態大圖鑑



9801

喬姬.亞當斯(Georgie

Adams)文; 愛蜜莉.包蘭

(Emily Bolam)圖; 周思芸

譯

978-986-216-253-8

3個小公主故事書

9712 傅佩榮著 978-986-216-254-5 人能弘道: 傅佩榮談論語

9801
黑澤俊二作; 長谷部徹

繪圖; 陳昭蓉翻譯
978-986-216-256-9

小學生觀念數學. 第3級

9801
黑澤俊二作; 早■德子

繪圖; 陳昭蓉翻譯
978-986-216-257-6

小學生觀念數學. 第4級

9712
南西.史妮德曼(Nancy L.

Snyderman)著; 錢莉華譯
978-986-216-258-3

致命的醫學常識: 以及真正讓你更健康的99個祕訣

9801

史帝芬.波斯特(Stephen

Post), 吉兒.奈馬克(Jill

Neimark)著; 李淑珺  譯

978-986-216-259-0

好人肯定有好報

9712 陳慧如等作 978-986-216-260-6 第一份工作就上癮

9801 羅智強著 978-986-216-261-3 生命沒有過渡: 羅智強的8個工作心法

9801
王偉忠, 陳志鴻合述; 王

蓉整理
978-986-216-262-0

這些創意不是亂講

9801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撰文; 東尼.狄特里尼

(Tony DiTerlizzi)繪圖; 錢

基蓮翻譯

978-986-216-263-7

巨人的甦醒

9801 施建生著 978-986-216-264-4 偉大經濟學家費利曼

9801 朱耀沂著 978-986-216-265-1 蟑螂博物學

9802
增井光子監修; 陳昭蓉

翻譯
978-986-216-266-8

我的動物寶貝. 1: 大貓熊

9802
增井光子監修; 陳昭蓉

翻譯
978-986-216-267-5

我的動物寶貝. 2: 無尾熊

9802
蘿莉.藍森(Lori Lansens)

著; 李靜宜譯
978-986-216-268-2

那兩個女孩

9801
鍾坤霖, 許美淑作; 楊麗

玲採訪整理
978-986-216-269-9

身價.自己創造: 遠雄超級業務員創造超級身價



e

9801 李明蒨著 978-986-216-270-5 用音樂打造學習力

9801
范恩(John B. Fenn)作; 李

乃信譯
978-986-216-271-2

熱力學練功寶典: 熱的簡史

9802 李鼎著 978-986-216-272-9 這樣也不賴

9802

茱莉亞.唐納森(Julia

Donaldson)文; 大衛.羅伯

茲(David Roberts)圖; 郭

恩惠譯

978-986-216-273-6

醜小龍

9802

茱蒂.布倫(Judy Blume)

著; 詹姆斯.史蒂文森

(James Stevenson)繪; 吳

978-986-216-276-7

星期六的小冒險

9802 蕭容慧著 978-986-216-281-1 幽默一定強: 胡志強的閃亮幽默學

9802
科特(John P. Kotter)著;

黃秀媛譯
978-986-216-282-8

急迫感: 破局致勝的關鍵

9802
佩莉.柯來斯(Perri Klass)

著; 廖月娟譯
978-986-216-283-5

在你穿上白袍之前: 醫生媽媽給兒子的10封信

9802
泰勒(Jill Bolte Taylor)著;

楊玉齡譯
978-986-216-284-2

奇蹟

9802 黃河南著 978-986-216-285-9 手之書

9802 郭正佩文.攝影 978-986-216-286-6 希臘.村上春樹.貓

9802
湯馬斯.佛里曼(Thomas

L. Friedman)著; 丘羽先
978-986-216-290-3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全球暖化、能源耗竭、人口

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  革命

總計: 41種 47冊

天下雜誌 連絡人:曾韻珊 電話:(02)25078627 傳真:(02)25079011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

東路二段139號11樓
 E-mail:books@cw.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福田直圖.文 978-986-6759-33-8 蘋果是我的!

9802 張友漁文 978-986-6582-31-8 失蹤的檜木精靈

9802 張友漁文 978-986-6582-32-5 野人傳奇



9711
阿思緹.林格倫文; BO2

圖; 黃秀如譯
978-986-6582-49-3

古堡裡的珍珠

9711

詹姆斯.吉爾摩(James H.

Gilmore), 約瑟夫.派恩(B.

Joseph Pine II) 著; 邱如

美譯

978-986-6582-50-9

體驗真實: 滿足顧客的真正渴望

9712
山本敏晴文字.攝影; 米

雅翻譯
978-986-6582-51-6

日漸沉沒的樂園-吐瓦魯:你最重要的東西是什麼?. 地

球暖化篇

9711

亞歷珊德拉.哈妮

(Alexandra Harney)著; 洪

懿妍譯

978-986-6582-52-3

低價中國: 中國競爭優勢的真實代價

9711 官振萱著 978-986-6582-53-0 我的慢熟人生: 30歲以前的日子都很苦

9711 曾野綾子著; 姚巧梅譯 978-986-6582-54-7 綠手指: 園藝之樂

9712 Ilkka Taipale主編; 洪蘭 978-986-6582-55-4 芬蘭的100個社會創新

9712

滿里子著; 李文佑,

MargaretLEDOUX, Shane

O'DONNELL譯

978-986-6582-56-1

臺灣一個驚喜!

9711 劉清彥文; 筆撒列圖 978-986-6582-57-8 撲撲來了

9712
阿思緹.林格倫文; BO2

圖; 黃秀如, 賴雅靜譯
978-986-6582-58-5

大草原凶殺案

9711 張明志著 978-986-6582-59-2 癌症病房沒告訴你的事: 一個醫生的另類接觸

9711 王梅著 978-986-6582-60-8 手術室裡的秘密: 外科醫師沒告訴你的事

9712 王文華文; 崔麗君圖 978-986-6582-61-5 四季嘻遊記

9712 李昂, 劉克襄, 林文義著 978-986-6582-62-2 上好一村: 十八個充滿Sun與hope的小鎮故事

9801 林哲璋文; BO2圖 978-986-6582-63-9 屁屁超人與飛天馬桶

9801 童嘉文.圖 978-986-6582-64-6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9801 哲也文; 水腦圖 978-986-6582-65-3 小火龍棒球隊

9801
本下泉美文; 信實圖; 張

郁翎譯
978-986-6582-66-0

小奈奈的表白

9712 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編 978-986-6582-67-7 香港閱讀現場: 開啟一場新的閱讀實驗

9712 須藤靖貴著; 山田淑敏 978-986-6582-68-4 銀座: 專業職人 世界第一: 拜訪銀座31位老店名匠

9712 林芝安等作 978-986-6582-69-1 搶救中風: 防止全家不被病魔拖累



9712
露絲.詹德勒(J. Ruth

Gendler)著; 楊雅婷譯
978-986-6582-70-7

關於美之必要

9801 凱文.薛瑞文.圖; 愛堇喵 978-986-6582-71-4 海裡我最大

9801

阿思緹.林格倫(Astrid

Lindgren)文; BO2圖; 陳

靜芳譯

978-986-6582-72-1

荒島上的間諜

9801
理查.佛羅里達(Richard

Florida)著; 任卓, 馮克芸
978-986-6582-73-8

尋找你的幸福城市: 你住的地方決定你的前途

9801

凱瑟琳.麥克布林

(Catherine S. McBreen),

喬治.沃佩爾(George H.

Walper)著; 凌瑋譯

978-986-6582-74-5

致富非做不可的2件事

9801
大石良子著; 詹慕如譯

978-986-6582-75-2
改變孩子一生的對話力: 16種引領孩子走向好行為的

對話技巧

9801
日野原重明著; 高雪芳

譯
978-986-6582-76-9

快樂的15個習慣: 九十八歲日本名醫作家日野原重明

現身說出

9801 大前研一著; 黃怡筠譯 978-986-6582-77-6 形塑生活者大國: 大前流心理經濟學

9801 土橋重隆著; 許曉平譯 978-986-6582-78-3 生病與不會生病的法則: 不可忽視的法則

9801 小野十傳著; 許曉平譯 978-986-6582-79-0 幸運與不幸運的法則: 掌握幸運的51個法則

9802
戴維.史密斯(Dave Smith)

著; 譚家瑜譯
978-986-6582-80-6

幸福工作法則: 愛.趣味.有意義

9803 宮西達也文.圖; 詹慕如 978-986-6582-81-3 小青蛙睡午覺

9803 溫士凱著 978-986-6582-82-0 泰美味

9803
蘇珊.古德曼文; 艾爾伍.

史密斯圖; 方淑惠, 余佳
978-986-6582-86-8

便便學問大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陳妍如等譯

978-986-6582-87-5

我的小小傷口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陳妍如譯

978-986-6582-88-2

不跟你好了!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陳妍如譯

978-986-6582-89-9

太不公平了!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王心瑛譯

978-986-6582-90-5

爸爸總是不在...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謝蕙心譯

978-986-6582-91-2

媽媽生病了...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謝蕙心譯

978-986-6582-92-9

都是我的錯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圖; 武忠森譯

978-986-6582-93-6

我有兩個家

9803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Eric

Englebert)文; 克柔德.K.

杜柏瓦(Claude K. Dubois)

978-986-6582-94-3

狗狗再見

9803
馬可.愛普斯坦(Marc J.

Epstcin)著; 李芳齡譯
978-986-6582-95-0

企業永續發展指南

9802 楊五常, 張曉卉合著 978-986-6582-96-7 愛腎好生活

9803 柯華葳著 978-986-6582-97-4 培養Super小讀者: 引導孩子讀懂文章,優遊書海樂無窮!

總計: 49種 50冊



e

天主教耶穌聖心修女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757720

郵遞區號:52046
地址:彰化縣田中鎮員集

路三段125巷5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施麗蘭編著 978-986-84761-0-3 愛德常懷 馨香流遠: 柏高理修女的故事

總計: 1種 1冊

天地方圓雜誌 連絡人:黃健亮 電話:0911220620 傳真:(02)28802725

郵遞區號:1116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中山

北路五段425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黃怡嘉, 李富美主編 978-986-84738-0-5 紫韻雅翫: 中國紫砂精品珍賞

總計: 1種 1冊

天佑智訊 連絡人:于筱芬 電話:(02)29119906 傳真:(02)89193501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218巷10號4樓
 E-mail:carol@warmt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翁心植, 胡亞美總主編 978-986-6529-02-3 皮膚科醫學百科辭典: 英漢漢英對照

9709 翁心植, 胡亞美總主編 978-986-6529-05-4 口腔科醫學百科辭典: 英漢漢英對照

總計: 2種 2冊

天空數位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623863

郵遞區號:40255
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

路787號3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胡仲權著 978-986-84801-0-0 中國哲學思想探賾

9712 胡仲權著 978-986-84801-1-7 中醫養生藥膳與生活應用

總計: 2種 2冊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19674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03號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玥映璃著 978-986-83529-8-8 黑靈幻事帖. 1, 闇之實習測試

9708 天罪著 978-986-6688-18-8 魔法戰騎浪漫譚

9710 御我著 978-986-6688-19-5 吾命騎士. 卷4, 屠龍

9709 蝴蝶著 978-986-6688-20-1 定風波.木蘭

9710 衛亞小說改寫 978-986-6688-21-8 吞食天地. 2

9712 風速神偷著 978-986-6688-22-5 殤夢: 臥龍之章

9711 玥映璃著 978-986-6688-23-2 黑靈幻事帖. 2, 暴走聖誕節

9711 天罪著 978-986-6688-24-9 魔法戰騎浪漫譚

9712 衛亞著 978-986-6688-25-6 吞食天地. 2

9712 御我著 978-986-6688-26-3 非關英雄. 卷2, 死神英雄

9712 玥映璃著 978-986-6688-27-0 黑靈幻事帖. 3, 創辦日冠軍爭奪戰

9712 久本治著 978-986-6688-28-7 桃樂絲遊戲

9801 蝴蝶著 978-986-6688-29-4 戀愛實驗室

9801 久本治小說改寫 978-986-6688-30-0 女神

9802 南方玫瑰著 978-986-6688-33-1 十世轉生

9801 南方玫瑰著 978-986-6688-32-4 十世轉生

9801 南方玫瑰著 978-986-6688-31-7 十世轉生

9712 衛亞著 978-986-6688-36-2 我的惡魔 我的王子!?. 5, 王子的背叛

9802 紫著 978-986-6688-38-6 天空塚. 1, 平泉傳說

9803 紫著 978-986-6688-39-3 天空塚. 2, 天人

9802 御我著 978-986-6688-43-0 非關英雄. 卷3, 非人殺手

9802 天罪著 978-986-6688-44-7 魔法戰騎浪漫譚

9802 玥映璃著 978-986-6688-45-4 黑靈幻事帖. 4, 校長繼承人

9802 久本治小說改寫 978-986-6688-46-1 女神

9802 水泉著 978-986-6688-47-8 沉月之鑰. 卷一, 幻世

9802 M.貓子著 978-986-6688-48-5 夢想奏鳴曲. 1, 家族

9802 衛亞著 978-986-6688-49-2 十九夜偵探社. 5, 甦醒的記憶

總計: 27種 33冊



e

e

天晟安全衛生顧問 連絡人:邱雅菁 電話:(04)27068202 傳真:(04)27052741

郵遞區號:40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寶慶

街50巷17號8樓之1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宇仁著 978-986-84515-1-3 杭州市

總計: 1種 1冊

天培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三段12巷57弄40號2樓
 E-mail:chiuko@chiuk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艾歐因.寇弗(Eoin Colfer)

作; 吳孟儒譯
978-986-7759-82-5

阿特米斯奇幻歷險. 4, 歐珀的詭計

9801
瑪格麗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著; 謝
978-986-7759-90-0

女祭司

9801
艾歐因.寇弗(Eoin Colfer)

作; 林說俐譯
978-986-7759-91-7

精靈的贖金: 阿特米斯奇幻歷險. 1

9801
艾歐因.寇弗(Eoin Colfer)

作; 李敏譯
978-986-7759-92-4

北極圈的挑戰: 阿特米斯奇幻歷險. 2

9801
艾歐因.寇弗(Eoin Colfer)

作; 文菲譯
978-986-7759-93-1

永恆的密碼: 阿特米斯奇幻歷險. 3

9802
艾歐因.寇弗(Eoin Colfer)

作; 吳孟儒譯
978-986-7759-94-8

阿特米斯奇幻歷險. 5, 惡魔來襲

9802
希沙姆.馬塔爾(Hisham

Matar)著; 楊惠君譯
978-986-7759-95-5

一分為二的童年

9803
瑪麗.羅森(Mary Lawson)

作; 謝靜雯譯
978-986-7759-96-2

橋上的抉擇

總計: 8種 8冊

天衛文化 連絡人:曾怡菁 電話:(02)27320708 傳真:(02)27327455

郵遞區號:1067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居

街6號12樓
 E-mail:article@tienwei.com.tw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伊迪絲.內斯比特原著;

林滿秋改寫
978-957-490-120-3

鐵路邊的孩子們

9803 林滿秋作 978-957-490-243-9 學習有絕招

9803 吳敏而作 978-957-490-244-6 語文學習百分百

9803

培利.諾德曼(Perry

Nodelman), 梅維絲.萊莫

(Mavis Reimer)作; 劉鳳

芯吳宜潔譯

978-957-490-252-1

閱讀兒童文學的樂趣

9803 學管編著 978-957-490-256-9 中國歷史地圖大圖鑑

9803 學管編著 978-957-490-255-2 中國歷史地圖大圖鑑

9803 學管編著 978-957-490-254-5 中國歷史地圖大圖鑑

9803 學管編著 978-957-490-253-8 中國歷史地圖大圖鑑

9803 馬桂綿編著 978-957-490-257-6 中國古今地名對照編冊

總計: 9種 14冊

天癒生物氣能研究中心 連絡人:王佩玉 電話:(02)25965196 傳真:(07)5224553

郵遞區號:80460
地址:高雄市美術南一街

180號
 E-mail:hieat@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楊浩, 楊洵著 978-986-84822-0-3 一生懸命在生機: 天癒玄體療癒生活法

總計: 1種 2冊

木馬文化 連絡人:謝玫儀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506號4樓
 E-mail:wenyi@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荒木經惟著; 彭盈真譯 978-986-6973-97-0 寫真的話

9712
保羅.安德魯(Paul

Andreu)著; 唐柳, 王恬譯
978-986-6973-98-7

保羅.安德魯的北京國家大劇院

9712
艾克邁.丹戈爾(Achmat

Dangor)著; 謝靜雯譯
978-986-6973-99-4

苦果



e

9712
保羅.約翰遜(Paul

Johnson)著; 蔡承志譯
978-986-6488-00-9

創作大師的不傳之祕

9801

詹姆斯.索特(James

Salter), 凱伊.索特(Kay

Salter)著; 呂玉嬋譯

978-986-6488-01-6

生命饗宴

9801
羅伯.歐姆斯德(Robert

Olmstead)著; 林家瑄譯
978-986-6488-02-3

少年羅比的異境之旅

9801 松村達夫著; 江裕真譯 978-986-6488-03-0 再貴也能賣到翻!: 提高客單價的黃金法則

9802
布希姬.紀侯(Brigitte

Giraud)作; 陳蓁美譯
978-986-6488-04-7

愛情沒那麼美好

9802 Ikeda Kei作; 張曉彤譯 978-986-6488-05-4 全力兔. 第三工程, 全力歸圖篇

9802 王志鈞著 978-986-6488-06-1 不虧損的基金投資

9803
薛曼.亞歷斯(Sherman

Alexie)著; 盧秋瑩譯
978-986-6488-07-8

一個印第安少年的超真實日記

9803 欒加芹著 978-986-6488-09-2 不生病的智慧: 易經養生說明書

9803 長大作著 978-986-6488-10-8 長大作: 溫暖人心的經典設計

總計: 13種 13冊

五南 連絡人:劉冠妤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339號4樓
 E-mail:sawork1@wun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則周著 978-957-11-1845-1 植物營養學

9704
Jack Harvey, Ernie Jowsey

著; 韓乾譯
978-957-11-4674-4

都市土地經濟學

9708 周春芳著 978-957-11-4827-4 創新服務行銷: 開拓藍海商機

9709 林洲富著 978-957-11-5019-2 實用強制執行法精義

9708
Darold A. Treffert著; 吳

永怡譯
978-957-11-5057-4

學者症候群: 身心障礙者之特殊才能

9709 陳義彥等著 978-957-11-5120-5 政治學

9801 伍忠賢著 978-957-11-5167-0 郭台銘成功學



9711
Edgar H. Schein著; 許嘉

政等合譯
978-957-11-5176-2

組織文化與領導

9711 (俄)尼查耶夫著; 王力譯 978-957-11-5199-1 化學隨筆: 行走在科學的世界裡

9709 吳家德著 978-957-11-5219-6 房地產理論與實務

9708 陶在樸作 978-957-11-5229-5 死亡服務經濟學

9709 蔡文輝著 978-957-11-5234-9 老年社會學

9710 林秀雄主編 978-957-11-5244-8 民法親屬繼承實例問題分析

9712 張勁燕編著 978-957-11-5245-5 VLSI概論

9709 郭素珍等著 978-957-11-5247-9 醫療倫理諮詢: 理論與實務

9709 張麗卿著 978-957-11-5266-0 驗證刑訴改革脈動

9708 林茂榮, 楊士隆著 978-957-11-5270-7 監獄學: 犯罪矯正原理與實務

9708 曾勝珍著 978-957-11-5279-0 智慧財產權論叢. 第壹輯

9709 林紀東等編纂 978-957-11-5280-6 新編基本六法參照法令判解全書

9708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281-3 醫療健保法規

9708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282-0 警察法規

9708 江建勳編著 978-957-11-5283-7 政府採購法規

9708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284-4 簡易信託法規

9708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285-1 行政法規

9709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286-8 金融法規

9708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287-5 智慧財產權法規

9709 林紀東等編纂 978-957-11-5289-9 新編六法參照法令判解全書

9709 洪漢鼎著 978-957-11-5290-5 當代分析哲學導論

9708 林洲富著 978-957-11-5292-9 商標法: 案例式

9709 高鳳仙著 978-957-11-5293-6 親屬法: 理論與實務

9801 庸琦著 978-957-11-5295-0 法律邏輯學

9709 林洲富著 978-957-11-5303-2 智慧財產權法: 案例式

9709 陳麗娟著 978-957-11-5304-9 歐洲共同體法導論

9710 田民波編著 978-957-11-5306-3 TFT液晶顯示原理與技術

9709 夏學理等著 978-957-11-5308-7 文化藝術與心靈管理

9708 黃新生著 978-957-11-5312-4 偵探與間諜敘事:從小說到電影

9708
Ian Stuart-Hamilton著; 葉

在庭, 鍾聖校譯
978-957-11-5315-5

老人心理學導論



9709 陳正治著 978-957-11-5324-7 國語文教材教法

9711 李乾朗著 978-957-11-5326-1 臺灣建築史

9709 林勝義著 978-957-11-5330-8 社會工作概論

9709 王業立著 978-957-11-5332-2 比較選舉制度

9709 彭銘淵編著 978-957-11-5333-9 航運行政事務法制管理體系架構之解析與評論

9709 高鳳仙著 978-957-11-5334-6 家庭暴力法規之理論與實務

9709 林洲富著 978-957-11-5335-3 民法: 案例式

9709 張新平著 978-957-11-5336-0 海商法

9709 張明偉著 978-957-11-5337-7 學習刑法: 總則編

9709 陳麗娟著 978-957-11-5338-4 國際經濟法精義

9709 黃富順等著 978-957-11-5328-5 高齡教育學

9709
鄭如安著

978-957-11-5339-1
學校遊戲治療實務: 接觸、遊戲與歷程回顧之三段式

遊戲介紹

9709 李芝靜著 978-957-11-5340-7 學習型組織: 理論與應用

9709 吳明隆著 978-957-11-5341-4 SPSS操作與應用: 多變量分析實務

9710 葉保強著 978-957-11-5342-1 企業倫理

9709 黎淑慧著 978-957-11-5344-5 憲法

9710 溫坤禮, 王中宇, 葛樂矣 978-957-11-5345-2 測量誤差分析與數據處理

9710 朱泌錚, 黃大明編著 978-957-11-5346-9 配鏡學

9712 黃惠良等著 978-957-11-5347-6 太陽電池

9708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349-0 營建法規

9709 吳玉祥著 978-957-11-5350-6 消防工程

9709
辜鴻銘著; 黃興濤, 宋小

慶譯
978-957-11-5351-3

中國人的精神

9709 史慶璞著 978-957-11-5352-0 法院組織法

9710 日語辭書編委會主編 978-957-11-5353-7 日中.中日隨身詞典

9709

Duane 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著; 李志鴻

翻譯

978-957-11-5354-4

工商心理學導論

9710 楊松齡著 978-957-11-5358-2 實用土地法精義

9709 朱秉欣著 978-957-11-5359-9 全人心理學

9710 劉邦繡著 978-957-11-5360-5 檢察官職權行使之實務與理論



9709 蔡良文著 978-957-11-5361-2 人事行政學: 論現行考銓制度

9709 孫書煌編著 978-957-11-5362-9 Pro/Engineer入門與應用

9709 范熾文著 978-957-11-5364-3 教育行政研究: 批判取向

9709 陳廷■著 978-957-11-5365-0 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要義

9709 Jilian Rodd著; 杜宜展譯 978-957-11-5366-7 幼兒行為觀察與輔導

9710 張惠貞著 978-957-11-5367-4 國小閩南語教材教法

9709 黃宗顯等合著 978-957-11-5368-1 學校領導: 新理論與實踐

9709 黃忠慎著 978-957-11-5369-8 詩經全注

9709 盧國屏, 黃立楷著 978-957-11-5370-4 當代文字學概論

9710 關永中著 978-957-11-5371-1 謝勒與知識社會學

9710
David A. Thayne, 小池信

孝著; 陳銘遠譯
978-957-11-5372-8

老外不會這樣說. 3, 海外旅遊達人篇

9801 吳嘉生著 978-957-11-5374-2 當代國際法

9709 吳嘉生著 978-957-11-5373-5 當代國際法

9710

保羅.甘迺迪(Paul

Kennedy)原著; 張春柏,

陸乃聖主譯

978-957-11-5375-9

霸權興衰史: 一五■■至二■■■年的經濟變遷與軍

事衝突

9709 傅榮珂著 978-957-11-5376-6 最新應用公文

9710 羅青著 978-957-11-5377-3 英文文法是一匹魔法白馬

9709 左松超著 978-957-11-5378-0 漢語語法. 文言篇

9709 林逢祺, 洪仁進主編 978-957-11-5380-3 教師哲學: 哲學中的教師圖像

9710 李盈慧, 王宏仁主編 978-957-11-5381-0 東南亞概論: 臺灣的視角

9712 王萬里著 978-957-11-5386-5 歐盟臺灣中國三邊關係剖析

9711
Harold Kerzner著; 楊愛

華, 楊敏, 王麗珍等譯
978-957-11-5387-2

專案管理

9710
Harold L. Vogel著; 陳智

凱, 鄧旭茹譯
978-957-11-5388-9

娛樂經濟

9710 榮泰生著 978-957-11-5389-6 AMOS與研究方法

9710 吳冬友, 楊玉坤著 978-957-11-5390-2 應用機率導論

9801 洪宏元主編 978-957-11-5393-3 學生臺華雙語活用辭書

9710 林洲富著 978-957-11-5395-7 著作權法: 案例式



9801
海伍德(Andrew

Heywood)著; 陳思賢譯
978-957-11-5396-4

政治的意識形態

9711
塞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 劉軍寧譯
978-957-11-5398-8

第三波: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浪潮

9710 黃逸萍, 黃小萍著 978-957-11-5399-5 Fortran 95/90程式設計

9710 張錦源, 康蕙芬著 978-957-11-5401-5 國際貿易實務

9711 韓乾著 978-957-11-5403-9 研究方法原理: 論文寫作的邏輯思維

9710
William H. Thomas, M. D.

著; 吳君黎譯
978-957-11-5405-3

安養護機構管理

9712 余安邦, 鄭淑慧主編 978-957-11-5379-7 社區有教室的在地轉化: 打造有文化品味的課程與教

9712 張勁燕編著 978-957-11-4354-5 物理學英漢對照詞典

9711 郭欽銘著 978-957-11-5411-4 親屬繼承: 案例式

9712 游素玲等著 978-957-11-5412-1 母職研究再思維: 跨領域的視野

9801 顧祐瑞著 978-957-11-5413-8 藥物學

9712 王業立等著 978-957-11-5414-5 如何評估選制變遷: 方法論的探討

9801 曹雄源著 978-957-11-5415-2 戰略解碼: 美國國家安全戰略的佈局

9712 楊其錚, 李光敦著 978-957-11-5416-9 水文學精選200題

9712 吳明隆著 978-957-11-5418-3 論文寫作與量化研究

9712 劉鴻暉, 林秀璟著 978-957-11-5419-0 商用英文

9712 張吉人, 林裕山編著 978-957-11-5421-3 契約書製作範例

9712 伍忠賢著 978-957-11-5423-7 基金投資與管理

9711 朱延智著 978-957-11-5424-4 產業分析

9712
埃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 馮韻文譯
978-957-11-5425-1

自殺論: 社會學研究

9802 蔡德輝, 楊士隆著 978-957-11-5426-8 犯罪學

9801
Alan Bond著; 王淑惠, 趙

宜梅, 李襄沂譯
978-957-11-5429-9

即選即用英文商業書信

9712 伍忠賢著 978-957-11-5430-5 傳承: 臺塑王朝的變與不變

9711
葉光毅, 紀雲曜, 夏■清

編著
978-957-11-5431-2

都市計畫學際議題論叢

9711 張文師編著 978-957-11-5432-9 太陽熱能利用與製冷



9711
David A. Thayne, 小池信

孝著; 陳銘遠譯
978-957-11-5435-0

老外不會這樣說. 4, 商務專門篇

9711 田民波著 978-957-11-5436-7 平面顯示器之技術發展

9802

Judith Hopfer Deglin,

April Hazard Vallerand著;

吳曉明等編譯

978-957-11-5437-4

實用護理藥品手冊

9801 林燈燦著 978-957-11-5438-1 服務品質管理

9711 吳岳剛著 978-957-11-5439-8 隱喻廣告: 理論、研究與實作

9801 趙元和, 趙敏希, 趙英宏 978-957-11-5440-4 作業研究

9801 洪宏元主編 978-957-11-5441-1 本土語言競賽創作輯: 臺灣閩南語

9712 楊國輝, 黃宏彥著 978-957-11-5442-8 雷射原理與量測概論

9802 金文森, 江政憲編著 978-957-11-5443-5 工程倫理

9712 羅秋昭, 盧毓文著 978-957-11-5444-2 漢語拼音

9801 曾淑賢著 978-957-11-5445-9 公共圖書館管理

9712 程予誠著 978-957-11-5446-6 電影敘事影像美學: 剪接理論與實證

9712 黃政傑等著 978-957-11-5447-3 課程評鑑: 理念、研究與應用

9712 李雅明著 978-957-11-5448-0 科學與宗教: 400年來的衝突、挑戰和展望

9801 李翠玲著 978-957-11-5449-7 重度與多重障礙

9801 林勝義著 978-957-11-5451-0 兒童福利

9801 宋金蓮等編著 978-957-11-5452-7 太陽能發電原理與應用

9802
楊淑文等監修; 五南法

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453-4

最新簡明六法

9802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454-1 必備六法

9802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57-11-5455-8 勞工法規

9802 周以正等著 978-957-11-5457-2 臨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菌學

9801

Carol Crowell Norton,

Byron E.Norton著; 陳信

昭等合譯

978-957-11-5458-9

經驗取向遊戲治療

9712 葉維彰編著 978-957-11-5459-6 線性代數與應用

9801 陳隆修著 978-957-11-5460-2 2005年海牙法院選擇公約評析

9803 李瑞生等著 978-957-11-5461-9 國際私法: 管轄與選法理論之交錯

9801 林燦璋, 林信雄著 978-957-11-5462-6 偵查管理: 以重大刑案為例



9802

David A. DeCenzo,

Stephen P. Robbins合著;

許世雨等譯

978-957-11-5463-3

人力資源管理

9802 鄭家捷著 978-957-11-5464-0 看透OEM/ODM契約陷阱

9802 阮芳賦著 978-957-11-5465-7 老年性生理學和老年的性生活

9801 馬嘉應, 楊葉承著 978-957-11-5466-4 稅務會計

9802 王福禎主編 978-957-11-5467-1 英翻中正誤辨析

9801 吳靖國著 978-957-11-5468-8 海洋教育: 教科書、教師與教學

9801
吉崎正憲, 加藤輝之著;

張泉湧譯
978-957-11-5470-1

豪雨與豪雪之氣象學

9801

尼可拉斯.魯曼(Niklas

Luhmann)著; 國立編譯館

主譯; 張錦惠譯

978-957-11-5471-8

社會中的藝術

9801 周新富著 978-957-11-5472-5 學習檔案

9801 林洲富著 978-957-11-5473-2 智慧財產行政程序與救濟: 案例式

9801 陳麗娟著 978-957-11-5474-9 全球化之公司治理

9802 黃智裕, 夏偉鈞著 978-957-11-5476-3 天線設計: IE3D應用手冊

9802 熊移山著 978-957-11-5477-0 電視新聞攝影: 從新聞現場談攝影

9802 岡倉天心著; 谷意譯 978-957-11-5478-7 茶之書

9801 朱德蘭著 978-957-11-5479-4 臺灣慰安婦

9801 鄭曉華著 978-957-11-5480-0 藝術概論

9801
蔣竹山等著

978-957-11-5481-7
中國近現代史: 大國崛起的新詮釋: 古老帝國的崩解和

現代國家的崛起

9802 林紀東等編纂 978-957-11-5482-4 新編六法參照法令判解全書

9802 洪鎌德著 978-957-11-5487-9 當代社會科學導論

9802 林俊寬著 978-957-11-5498-5 少年事件處理法

9712 欒梅健, 張堂錡著 978-957-11-5504-3 大陸當代文學概論

9802 周慶祥著 978-957-11-5506-7 深度報導

9801 陳德興著 978-957-11-5512-8 氣論釋物的身體哲學: 陰陽、五行、精氣理論的身體

9802 張清濱著 978-957-11-5523-4 教學原理與實務

9802 洪鎌德著 978-957-11-5524-1 人本主義與人文學科

9802 謝易宏等著 978-957-11-5532-6 繁華落盡: 經典財經案例選粹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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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榮泰生著 978-957-11-5535-7 SPSS與研究方法

9802 陳正昌等著 978-957-11-5540-1 多變量分析方法: 統計軟體應用

9802 張李曉娟著 978-957-11-5547-0 企業與法律

9802
黃義雄編著

978-957-11-5548-7
簡易微積分: 一本完全針對微積分初學者所設計的入

門寶典

9802 彭文正著 978-957-11-5549-4 客家傳播理論與實證

總計: 173種 177冊

太平洋音樂 連絡人:陳懿茱 電話:(02)27171234 傳真:(02)25459911

郵遞區號:1047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遼寧

街201巷11號
 E-mail:touch.sharo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志英編劇 978-986-84833-0-9 聖誕童樂會有聲書

總計: 1種 1冊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連絡人:李敏蓉 電話:(02)25865000 傳真:(02)25956553

郵遞區號:1046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德惠

街16-8號7樓
 E-mail:d16490@tier.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978-986-85094-0-5
The 23rd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seminar: climate

change green opportunities: business, society, and

總計: 1種 2冊

太平慈光寺 連絡人:釋妙宗 電話:(04)7386521 傳真:(04)23928497

郵遞區號:41151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坪林

路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劉成有著 978-986-81905-9-7 佛教現代化的探索: 印順法師傳

總計: 1種 3冊

太雅 連絡人:林麗珍 電話:(02)28360755 傳真:(02)28318057



e

x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忠誠

路一段30號7樓
 E-mail:natalie@morningsta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曾品蓁文字.攝影 978-986-6629-13-6 到尼泊爾反璞歸真

9801 陳玉治文字.攝影 978-986-6629-15-0 夏威夷

9711 陳婉娜作.攝影 978-986-6629-16-7 開始到洛杉磯玩遊樂園

9710 李貞淑著; 李鍾鉉譯 978-986-6629-20-4 女人這樣溝通最有效

9710
彼得.科普(Peter Cope)作;

莊勝雄譯
978-986-6629-21-1

數位攝影機: 在家也能拍電影

9711 姚筱涵作.攝影 978-986-6629-22-8 開始踏上法國留學之路

9801 陳光立作.攝影 978-986-6629-23-5 開始在加州居住、工作、求學

9801 古弘基作.攝影 978-986-6629-24-2 開始在香港自助旅行

9712 孫偉家作.攝影 978-986-6629-25-9 東京年輕人帶路,一週間鮮體驗

9712 劉昱承等作 978-986-6629-26-6 青春自由: 美西大學城

9712 楊環靜文字.攝影 978-986-6629-27-3 傳統市場美食旅遊路線

9801 許志忠文字.攝影 978-986-6629-28-0 紐約

9802
Imazeki Izumi文.圖; 鄭明

在譯
978-986-6629-29-7

我叫咪嚕咕

總計: 13種 13冊

太陽氏文化 連絡人:戴世容 電話:(02)22182708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

路45號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王薇作 978-957-470-539-9 魅力女王

9801 布萊恩.彼特作 978-957-470-542-9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總計: 2種 2冊

太魯閣國家公園 連絡人:李美雲 電話:(03)8621100e 傳真:(03)8621435

郵遞區號:972
地址:花蓮縣秀林鄉富世

村富世291號
 E-mail:buty@taroko.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712 王鑫等著 978-986-01-6442-8 古今峽谷: 變動的太魯閣

總計: 1種 2冊

尤英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41037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新生南路一

段50號6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尤英夫著 978-957-41-5821-8 大眾傳播法

總計: 1種 1冊

友誠圖書 連絡人:陳冠華 電話:(02)26579652 傳真:(02)26599274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

路一段318號9樓
 E-mail:kitty@netexam.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友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7418-37-1

基測.得意GO模擬考試題精選. 英文科

9801
友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7418-38-8

基測.得意GO模擬考試題精選. 國文科

9801
友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7418-39-5

基測.得意GO模擬考試題精選. 自然科

9801
友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7418-40-1

基測.得意GO模擬考試題精選. 社會科

9801
友誠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7418-41-8

基測.得意GO模擬考試題精選. 數學科

總計: 5種 5冊

日日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64795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45巷10號
 E-mail:ecolor@et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洛貞作 978-986-83418-1-4 原形所在1970-2007: 洛貞作品集

總計: 1種 1冊



e日月文化 連絡人:陳思容 電話:(02)27085509 傳真:(02)27086157

郵遞區號:1065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三段151號9樓
 E-mail:vera@heliopoli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Anne, Alaine Riou著; 陳

芓亮譯
978-986-6823-93-0

巴黎不貴: 免費巴黎檔案

9710 黃玟君作 978-986-6542-03-9 新時代英文媒體用字: 國際重要傳媒新聞詞彙

9710
Craig Borowski, Jennifer

Johnston, Vera Chen等編
978-986-6542-04-6

GEPT中級英檢: 聽說讀寫8週特訓

9712 蔡劍, 胡鈺, 李東著 978-986-6542-05-3 從中國價格到中國價值(簡體字版)

9711
范伯倫著(Thorstein

Veblen)著; 錢厚默譯
978-986-6542-06-0

炫耀!: 有錢人的下一步

9710 三浦紫苑作; 莫海君譯 978-986-6542-19-0 月魚

9710 李政亮著 978-986-6542-20-6 美好年代 巴黎片斷: 廣告海報中的城市故事

9710 石雨祺作 978-986-6542-21-3 小學生單挑錯別字: 提升作文力,向錯字說再見

9710 石雨祺作 978-986-6542-22-0 中學生單挑錯別字: 搶進六級分,從減少錯字開始

9801
野村總和研究所著; 黃

瓊仙譯
978-986-6542-23-7

錢進中國,掌握未來: 胡錦濤政權的執政目標為何?

9802
野村總和研究所著; 曾

心怡譯
978-986-6542-24-4

2015日本大轉型

9710 黃岷秀著 978-986-6542-25-1 4級文法快樂誦

9711 今泉江利子等著 978-986-6542-07-7 6週衝刺日檢四級

9711 今泉江利子著 978-986-6542-26-8 日檢4級聽解特訓: 6週衝刺

9711 賴育寧著 978-986-6542-27-5 日檢4級文字.語彙:  6週衝刺

9711 黃岷秀著 978-986-6542-28-2 日檢4級文法講堂

9801 三浦紫苑作; 秦就譯 978-986-6542-29-9 女大生求職奮戰記

9711 重松青作; 陳柏勻譯 978-986-6542-30-5 青鳥

9712
Peter Dearman, Judd

Piggott, Iris Yu等編著
978-986-6542-31-2

文法實戰問題集

9712
陳名助作

978-986-6542-32-9
英文作文一定要會的127句型: 基本句型、應用句型全

面掌握



9711
詹姆斯.史顧德摩(James

Scudamore)著; 張成華譯
978-986-6542-33-6

失憶診所

9711
艾倫.柏曼(Alan Berman)

著; 洪世民譯
978-986-6542-34-3

綠設計: 健康住家指南

9712 舒夢蘭著 978-986-6542-35-0 拒當新貧族: 我的第一本家計簿

9712 易說館編輯部編著 978-986-6542-37-4 初學者の日語動詞記憶卡

9712 陳名助作 978-986-6542-38-1 英文作文必考的3種文體: 描寫、記敘、論說文必勝寫

9712 李咸陽作 978-986-6542-39-8 好卦: 讓你開運一輩子

9712 葉青藤作 978-986-6542-40-4 就要積極點!: 50招讓孩子主動上道

9712 教育之心工作室著 978-986-6542-41-1 幼兒常見疾病OPEN BOOK: 0-6歲孩子的健康隨身書

9801 中保寶貝城文.圖 978-986-6542-42-8 我是職業達人: 從夢想家到實踐家

9712

有限■社仁デザインコ

ミユニケㄧション作;

吳怡文譯

978-986-6542-43-5

大腦放輕鬆激盪腦力抗疲勞: 給你的大腦來顆營養補

充品吧!

9712
有限■社高輪編集室作;

陳盈如譯
978-986-6542-44-2

100個讓你紓壓放鬆的方式: 送給想要讓身體立刻放鬆

的你

9712
有限■社エディダㄧズ.

キンップ作; 蕭照芳譯
978-986-6542-45-9

戰勝慢性疲勞的55個方法

9712
有限會社高輪編集室作;

賴育寧譯
978-986-6542-46-6

活化腦細胞的50個生活習慣: 讓頭腦年輕活化的秘訣

9712
株式■社ハップ作; 陳

鈺如,吳郁文譯
978-986-6542-47-3

克服心靈低潮的元氣湯: 療癒系的名人處方籤

9712

有限■社仁デザインコ

ミユニケㄧション作;

秦就譯

978-986-6542-48-0

心情放晴煩惱Say Bye-bye: 學習名人激勵自己克服煩惱

9712 陳思容總編輯 978-986-6542-49-7 GEPT高分王

9802
肯納(T. A. Kenner)作; 呂

孟娟譯
978-986-6542-64-0

圖騰的秘密

9802 許國慶, 李國忠著 978-986-6542-71-8 求職停看聽

總計: 38種 40冊

中山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255630



郵遞區號:80424
地址:高雄市西子灣蓮海

路7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山大學中文系合輯 978-957-9014-37-3 迷詩

總計: 1種 2冊

中山大學出版社 連絡人:李昭成 電話:(07)2718635 傳真:(07)2013508

郵遞區號:80424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蓮海

路7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3 樓基中編著 978-957-28052-1-3 水資源管理與自來水工程

9504 石之瑜著 978-957-28052-2-0 身份政治: 偶然性、能動者與情境

9509 簡錦松著 978-957-28052-3-7 唐詩現地研究

9612 周明顯編著 978-957-28052-4-4 臭味及揮發性有機物控制

總計: 4種 8冊

中小企業處 連絡人:林慶鴻 電話:(02)23662236 傳真:(02)23677484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二段95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克里斯.海克斯(Chris

Hakes)著; 褚耐安譯
978-986-01-6033-8

歐洲卓越模式: 歐洲品質管理基金會優良企業評鑑守

則

9712 方至民等作 978-986-01-6309-4 創新之鑰: 精選15個升級轉型成功的故事

9712
約翰.葛蘭特(John Grant)

著; 褚耐安譯
978-986-01-6386-5

綠色行銷宣言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編 978-986-01-6441-1 當中小企業遇上電子商務: 決勝兩岸就在.com世界

9712 呂玉娟, 蔡士敏主編 978-986-01-6476-3 中小企業品質管理提升計畫成果專刊. 97年度

9711 林姿青作 978-986-01-6521-0 e頭家致勝秘笈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6597-5 推動中小企業聯結產業供應鏈計畫成果專刊. 97年度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6643-9 多走一里的品質之路: 9個創新超越的企業成長故事

9712
樂為良作

978-986-01-6644-6
星光閃耀的全球旅遊典範: 汲取英、加、星拓展旅遊

產業的先進經驗



e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6708-5 就是愛上網: 美食.旅遊.生活.伴手禮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6887-7 e步e腳印: 產業升級follow me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6889-1 中小企業融資指南

9712 呂玉娟等作 978-986-01-7019-1 培育創新.牽成卓越: 中小企業創新創業育成成功案例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7227-0
『推動知識密集服務型群聚創新整合服務計畫』成果

專刊. 97年度

97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1-7251-5 推動知識密集服務型群聚創新科技化計畫案例集. 97

總計: 15種 36冊

中市文化局 連絡人:石秋婉 電話:(04)23727311 傳真:(04)23713788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英才路600  E-mail:lib024@tccg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韓興興, 林良哲撰稿 978-986-01-0881-1 市定古蹟臺中公園湖心亭百週年紀念專輯

9711 李振明作 978-986-01-6043-7 李振明作品集

9711 曾文吉撰稿 978-986-01-6157-1 臺中市市定古蹟林氏宗祠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9712 周良敦作 978-986-01-6238-7 周良敦聖經金句書法集

9712 黃國榮總編輯 978-986-01-6355-1 建築文化篇: 臺中學研討會論文集. 2008

9712
黃國榮總編輯

978-986-01-6446-6
國際彩墨生態藝術大展專輯. 2008: 第七屆臺中彩墨藝

術節

9712 曾明男作 978-986-01-6574-6 土之美: 曾明男第36次2008個展

9801 蕭榮府作 978-986-01-6723-8 蕭榮府書畫集

9712 許貴芳等編輯 978-986-01-6781-8 臺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 26

9801 蔡榮祐作 978-986-01-7295-9 臺灣現代陶藝-廣達燒: 蔡榮祐陶藝近作展

9801 曾敏雄作 978-986-01-7467-0 臺灣頭: 曾敏雄人物攝影選集

9802 李明倫作 978-986-01-7584-4 安住: 李明倫作品集. 2009

9802 黃國榮總編輯 978-986-01-7622-3 群芳競秀: 臺中市女性藝術家聯展專輯. 98年度

總計: 13種 26冊

中市至德聽語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06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屯

路二段256巷6號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711 管美玲, 夏翠萍創作 978-986-84866-0-7 天使寶貝認知語言音樂學習系列

總計: 1種 1冊

中市府 連絡人:蔡嘉文 電話:(04)22289111 傳真:(04)22200991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民權路99號  E-mail:k3223@tc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程欽昌總編輯

978-986-01-5883-0
探訪繪本的童心花園. 第五輯: 臺中市97年度推動校園

閱讀師生繪本創作競賽特優作品集

9711 張永宗執行主編 978-986-01-5989-9 勤耕. 第四輯, 教育研究與課程發展成果專輯

9711 蕭永勝執行編輯 978-986-01-6356-8 臺中市教學活水集. 97年度

9712 沈月清總編輯 978-986-01-6680-4 生態大坑: 中正露營區生態教學手冊

9712 王財隱總編輯 978-986-01-6940-9 童心花園: 臺中市幼兒教育簡訊. 2008

總計: 5種 10冊

中市開懷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627622

郵遞區號:40762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屯

路三段148之3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開懷協會, 陳卉怡文字 978-986-84934-0-7 無盡的愛: 十位乳癌病友生命記實

總計: 1種 1冊

中市慈光圖書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222437

郵遞區號:40041
地址:臺中市柳川西街三

段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淨空法師講述; 劉承符 978-986-84609-9-7 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親聞記

總計: 1種 1冊

中市農會 連絡人:陳秀蓉 電話:(04)23017713 傳真:(04)23013024

郵遞區號:40358
地址:臺中市西區向上路

一段9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e

9712 陳秀蓉執行編輯 978-986-01-7430-4 創新工作麻芛染織培訓成果專輯

總計: 1種 2冊

中市雕塑學會 連絡人:邱泰洋 電話:(037)740339 傳真:(037)747291

郵遞區號:40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福科

路16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邱泰洋等編輯 978-986-80481-5-7 中部雕塑展專輯. 第二十二屆

總計: 1種 2冊

中市選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西區市府路

8-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編輯

978-986-01-4144-3
臺中市議會第16屆議員第7選舉區缺額補選暨臺中市

第18屆里長補選選舉 實錄

9705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編輯 978-986-01-4355-3 第7屆立法委員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臺中市選舉實

9705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編輯

978-986-01-4438-3
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5案、

第6案臺中市選舉實錄

總計: 3種 6冊

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連絡人:王宏文 電話:(05)2720411e 傳真:(05)2720571

郵遞區號:62102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

路168號
 E-mail:papago@alumni.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顏尚文主編 978-986-01-5816-8 臺灣佛教與漢人傳統信仰研究

總計: 1種 2冊

中正文化 連絡人:蕭雅珍 電話:(02)33939871 傳真:(02)23431373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

21-1號
 E-mail:info.mail.ntch.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x

9710 李立群著 978-986-01-4390-4 演員的庫藏記憶: 李立群人生風景

9711 符立中等著 978-986-01-5829-8 黑鬚馬偕: 一部歌劇的誕生

9711 陳漢金著 978-986-01-5830-4 您說是印象派音樂?: 德布西的室內樂與管弦樂

9802 林郁晶, 邱怡文, 趙綺芳 978-986-01-6552-4 舞動世界的小腳丫

9801 Chia-Chi Li 978-986-01-7294-2 Theatre in Taiwan

9802 耿一偉著 978-986-01-7591-2 光的無限力量: 羅伯.威爾森

總計: 6種 12冊

中正紀念堂 連絡人:史辰蘭 電話:(02)23431172 傳真:(02)23579655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21

號
 E-mail:cc008@ms.cksm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蘇憲法總編輯 978-986-01-6111-3 臺灣國際水彩畫邀請展. 2008

9712 周澄主編 978-986-01-6229-5 三清問道: 周澄作品集

9711 曾燦金總編輯 978-986-01-6248-6 中正紀念堂展覽年鑑. 2007

9712 張正芬, 楊平世作 978-986-01-6783-2 古文物 新創意: 張正芬設計作品集

9712 王舒作 978-986-01-6972-0 妙見

9801 陳泰元作 978-986-01-7458-8 陳泰元的油畫世界: 從光的折射探討繪畫技巧的再改

總計: 6種 12冊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連絡人:古明芳 電話:(03)4227151e 傳真:(03)4253650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

路3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國立中央大學, 國立中

山大學編著
978-986-82709-1-6

預約百年卓越: 臺灣高等教育論壇談大學之分類

總計: 1種 2冊

中央大學學習所 連絡人:吳菁蘭 電話:(03)4227151e 傳真:(03)4273371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大中

路300號
 E-mail:ncu3851@n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e

9711 978-986-01-6331-5 Web2.0與教育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第一屆

總計: 1種 1冊

中央地質調查所 連絡人:陳利夏 電話:(02)29462793 傳真:(02)29432440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華新

街109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偉雄等作

978-986-01-6372-8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說明書. 圖幅第五十九、六十

四號, 臺東、知本

9707 張憲卿[作] 978-986-01-6890-7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說明書. 圖幅第四十四號, 嘉義

總計: 2種 4冊

中央通訊社 連絡人:樊劍萍 電話:(02)25051180 傳真:(02)25058549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20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歐俊麟主編 978-986-82897-2-7 世界年鑑. 2009

總計: 1種 1冊

中和庄文史協會 連絡人:黃美萍 電話:(02)86683827 傳真:(02)86683824

郵遞區號:2357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新

街224-4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鍾惠萍主編 978-986-83659-5-7 烽火人生: 雙和地區歷戰耆老口述歷史輯錄

總計: 1種 2冊

中研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99503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E-mail:servic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翠溶主編 978-986-01-6471-8 自然與人為互動: 環境史研究的視角

9801 王明珂著 978-986-01-7005-4 游牧者的抉擇: 面對漢帝國的北亞游牧部族



e

總計: 2種 4冊

中研院人社中心 連絡人: 電話:(02)27821693 傳真:(02)27854160

郵遞區號:11529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湯熙勇主編 978-986-01-4757-5 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 第十輯

總計: 1種 1冊

中研院民族所 連絡人:黃淑芬 電話:(02)26523323 傳真:(02)26523322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E-mail:nozomi@gat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林美容, 郭佩宜, 黃智慧 978-986-01-3400-1 劉斌雄先生紀念論文集

9712 余安邦主編 978-986-01-6495-4 本土心理與文化療癒: 倫理化的可能探問

總計: 2種 6冊

中研院法研所籌備處 連絡人:施錦娥 電話:(02)27821693 傳真:(02)27859471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研究院路二

段128號
 E-mail:iias@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舒芃主編 978-986-01-5559-4 行政管制與行政爭訟. 2007

9712 王鵬翔主編 978-986-01-5836-6 法律思想與社會變遷. 2008

總計: 2種 4冊

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連絡人:簡心怡 電話:(02)26516862 傳真:(02)26516863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E-mail:capas@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蘭翔著 978-986-01-6431-2 越南傳統聚落、宗教建築與宮殿

總計: 1種 2冊



e

e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7180791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E-mail:kthsu@mx.nt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澔等編輯 978-986-01-7471-7 科學史研討會彙刊. 第八屆

總計: 1種 1冊

中研院語言所 連絡人:郭君瑜 電話:(02)27863300 傳真:(02)27856622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E-mail:editor@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秋谷裕幸著 978-986-01-5745-1 閩北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9712 Warren A. Brewer 978-986-01-6575-3 Mapping Taiwanese

總計: 2種 4冊

中研院臺史所 連絡人:張雅惠 電話:(02)26525350 傳真:(02)27881956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3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獻堂著]; 許雪姬編註 978-986-01-4699-8 灌園先生日記

9710 [林獻堂著]; 許雪姬編註 978-986-01-4697-4 灌園先生日記

9710
蔡慧玉編輯兼訪問; 吳

玲青整理
978-986-01-5273-9

走過兩個時代的人: 臺籍日本兵

總計: 3種 6冊

中信打字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479580

郵遞區號:35044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聖福

里成功街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天樹作 978-986-81583-7-5 老師傅臺灣中藥河洛炮製

總計: 1種 1冊



中原大學特教系暨特教中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2656829

郵遞區號:3202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北

路2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Paula J. Beckman等著; 何

素華主編
978-986-7383-39-6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7

總計: 1種 1冊

中原大學商設系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312473

郵遞區號:3202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北

路2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7383-34-1 文化創新與設計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中原大學教研所 連絡人:沈佩瑤 電話:(03)2656821 傳真:(03)2656829

郵遞區號:3202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北

路2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問題本位學習推動小組

合著
978-986-7383-32-7

問題本位學習手冊

總計: 1種 2冊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2652159

郵遞區號:3202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北

路200號
 E-mail:cycuartcenter@cy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黃位政編著 978-986-7383-35-8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專輯. 2007-2008

總計: 1種 1冊

中國主計協進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15627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

路216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主計月報社編著 978-986-80255-5-4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版

總計: 1種 1冊

中華三清功德會 連絡人:邱素華 電話:(08)7075201 傳真:(08)7076819

郵遞區號:91350
地址:屏東縣萬丹鄉社皮

村大昌路500號
 E-mail:scf913@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伍十一注 978-986-84989-0-7 道德經注解

總計: 1種 1冊

中華大孔雀佛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286239

郵遞區號:262
地址:宜蘭縣礁溪鄉匏崙

村匏崙路12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見如編著 978-986-84529-0-9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讀

總計: 1種 1冊

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連絡人:塗婷鈞 電話:(02)23147035 傳真:(02)23147041

郵遞區號:10845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昆明

街208號7樓
 E-mail:sca0310@ms6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和謙總編輯 978-986-82095-1-0 百萬步的愛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水下考古學會 連絡人:林惠玲 電話:(02)28091747 傳真:(02)28097485

郵遞區號:25170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八勢

一街5號2樓
 E-mail:sunnybaby.chi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謝新曦編著 978-986-85084-0-8 失落的文明之謎



總計: 1種 1冊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90669

郵遞區號:1057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生

東路四段97巷7弄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總編 978-986-84834-0-8 臺灣100風光再現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00899

郵遞區號:1000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

南路2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

學圖書館委員會編輯
978-986-85006-0-0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30週年紀念特

刊

總計: 1種 6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張俊築 電話:(04)23282971 傳真:(04)23282972

郵遞區號:40310
地址:臺中市西區大隆路

20號5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帕爾施賀奇士, 詹姆士

華恰施特合著; 張運權
978-986-84733-0-0

服務是我的職責

總計: 1種 2冊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連絡人:徐子萱 電話:(03)5723200 傳真:(03)5723210

郵遞區號:30071
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

35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許棟樑等作 978-986-84919-0-8 兩岸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暨實務解題研習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中華家國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68831310

郵遞區號:11694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辛亥

路四段21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一山編 978-986-85025-0-5 西清王氏宗親十六人傳略集

總計: 1種 1冊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65713

郵遞區號:11084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山

路65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珠心算應用學教材編審

委員會編

978-986-84755-0-2

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 第3階

9710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珠心算應用學教材編審

委員會編

978-986-84755-1-9

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 第6階

總計: 2種 2冊

中華書法美術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885005

郵遞區號:20843
地址:臺北縣金山鄉金包

里街7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蔡松男編著 978-986-84512-4-7 王羲之行書心經

9712 蔡松男編著 978-986-84512-5-4 魏碑千字文

9801 蔡松男編著 978-986-84512-6-1 曹全碑千字文

總計: 3種 3冊

中華探索教育發展協會 連絡人:阮紹祺 電話:(03)4071721 傳真:(03)4071898

郵遞區號:32556
地址:桃園縣龍潭鄉高原

村渴望路428號B1
 E-mail:caeda 90@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居澤, 廖炳煌合著 978-986-81082-4-0 創意探索教育設計與實施

總計: 1種 1冊

中華紫藤文化協會 連絡人:林慧■ 電話:(02)23637315 傳真:(02)23637234

郵遞區號:1066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16巷1號
 E-mail:wistariate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洪米貞作 978-986-84360-1-5 洪米貞作品2007-2008: 下竹林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郵政 連絡人:嚴建中 電話:(02)23587200 傳真:(02)2341934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金山南路二

段55號
 E-mail:yangmii.mag@mail.pos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紹莊主編 978-986-01-5768-0 郵政大事記. 第6集, 民國71年至75年

總計: 1種 2冊

中華電信工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114849

郵遞區號:1064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金華

街138號
 E-mail:ctwu1@ms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曾彥祥執行編輯 978-957-29322-1-6 工會緣颺: 中華電信工會新視界. 1996-2008

總計: 1種 1冊

中華奧委會 連絡人:黃瓊儀 電話:(02)87711389 傳真:(02)27409835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朱崙

街20號
 E-mail:tpe.noc@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詹德基等著 978-986-7601-29-2 中國大陸體育運動研究專輯

9712
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國

際組編輯
978-986-7601-30-8

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北京奧林匹克運動會支援工作團

報告書. 2008年第29屆



e

e

x

9712
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國

際組編輯
978-986-7601-31-5

中華臺北代表團參加北京奧林匹克運動會報告書. 2008

年第29屆

9712
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國

際組編輯
978-986-7601-32-2

中華臺北奧林匹克委員會參加峇里亞洲沙灘運動會代

表團報告書. 2008年第1屆

9712
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國

際組編輯
978-986-7601-33-9

中華臺北奧林匹克委員會釜山TAFISA世界全民運動會

代表團報告書. 2008年第四屆

總計: 5種 9冊

中華福音學院 連絡人:李曉玉 電話:(02)82281318 傳真:(02)22219445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press@ce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吉姆.范.葉培倫(Jim Van

Yperen)著; 邱靜嫻譯
978-957-0471-94-6

和諧的教會: 轉化教會衝突的聖經原則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慧命瑜珈協會 連絡人:黃美英 電話:0917639989 傳真:(02)24926547

郵遞區號:20745
地址:臺北縣萬里鄉馬鋉

頂街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黃美英著 978-986-85075-0-0 本土戒毒法門: 如覺法師實證錄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歐亞基金會 連絡人:郭靖玫 電話:(02)23966365 傳真:(02)23961090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二段88號14樓
 E-mail:webmaster@fic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華歐亞基金會, 世界

和平研究所編著
978-957-29773-7-8

東亞區域秩序的建構: 『臺日論壇』臺北會議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連絡人:包蓓蓓 電話:(03)4227151e 傳真:(03)4252960



e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

路3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林志棟主編 978-986-83828-3-1 臺灣鋪面(Taipave)之設計與應用實務. 一, 改質瀝青混

9709
林志棟主編

978-986-83828-4-8
臺灣鋪面(Taipave)之設計與應用實務. 二, 熱拌再生瀝

青混凝土

9709
林志棟主編

978-986-83828-5-5
臺灣鋪面(Taipave)之設計與應用實務. 三, 石膠泥(SMA)

瀝青混凝土

9709
林志棟主編

978-986-83828-8-6
臺灣鋪面(Taipave)之設計與應用實務. 四, 排水性瀝青

混凝土

9709 林志棟主編 978-986-83828-6-2 臺灣鋪面(Taipave)之設計與應用實務. 五, Guss瀝青混

9709 林志棟主編 978-986-83828-7-9 臺灣鋪面(Taipave)之設計與應用實務. 六, 透水性鋪面

9711
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

學會編輯
978-986-83828-9-3

中華民國第八屆鋪面工程材料再生及再利用學術研討

會暨2008世界華人鋪面專家聯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7種 7冊

中華醫事科大通識教育中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3353493

郵遞區號:71756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文華

一街8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鄭博真等作 978-986-83252-5-8 大學分類文學創新教學理論與實務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歸主紐約教會 連絡人:彭語婕 電話:(02)32341063 傳真:(02)32341949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康錫慶著; 梁沈萍譯 978-986-83948-1-0 恩座前呼聲: 53篇禱告陪你度過平安的一年

總計: 1種 1冊

中華藥師山居士佛學學會連絡人:郭妙芳 電話:0952325352 傳真:(02)23689442



e

e

e

郵遞區號:22643
地址:臺北縣平溪鄉平湖

村石硿子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紫虛居士作 978-986-84057-0-7 西藏的佛教

9712
紫雲居士作

978-986-84057-4-5
妙法蓮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白話註解; 妙法蓮華經藥

王菩薩本事品白話註解; 佛說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白

總計: 2種 2冊

中華鯨豚協會 連絡人:鄭萱怡 電話:(02)23661331 傳真:(02)23652829

郵遞區號:1009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

路三段184號3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明華, 楊瑋誠, 邱冠榕

企畫編輯
978-986-82034-1-9

鯨豚擱淺救援SOP操作手冊

總計: 1種 2冊

中道會 連絡人:柯文仁 電話:(03)9881560 傳真:(03)9881570

郵遞區號:26056
地址:宜蘭市延平路56巷

38號
 E-mail:kowenjen@ms3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李瑞烈作 978-957-97909-8-7 佛教宗派概論

總計: 1種 2冊

中經院 連絡人:彭秀慧 電話:(02)27356006 傳真:(02)27356035

郵遞區號:1067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長興

街75號
 E-mail:sophiep@cier.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蕭代基, 張榮豐主編 978-986-7838-61-2 2008年新政府就任後之政策建言

總計: 1種 1冊

中福 連絡人:劉哲萍 電話:(02)28965713 傳真:(02)28965360



e

郵遞區號:1125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中和

街49號3樓
 E-mail:fannycheping@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唐崇榮著 978-986-6695-03-2 唐崇榮問題解答類編

9712 洪予健著 978-986-6695-04-9 聰明反被聰明誤: 講壇擷思

總計: 2種 2冊

中縣文化局 連絡人:江文佩 電話:(04)26280166 傳真:(04)26280180

郵遞區號:436
地址:臺中縣清水鎮鎮政

路100號
 E-mail:pei3337@mail.tcca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志聲總編輯

978-986-01-5568-6
臺中縣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成果專輯. 2008: 瑞曙

耀春迎媽祖

總計: 1種 2冊

中縣五福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劉國珍 電話:0932551081 傳真:(04)23399669

郵遞區號:41355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五福

路232巷4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茂祥著 978-986-84967-0-5 五福村史

總計: 1種 1冊

中縣日南國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818022

郵遞區號:43771
地址:臺中縣大甲鎮中山

路二段69-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秀如總編輯 978-986-01-7255-3 日南國中40週年校慶特刊

總計: 1種 1冊

中縣公老坪產業發展協會連絡人:羅隆錚 電話:0933198949 傳真:(04)25205752

郵遞區號:42074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水源

路坪頂巷18-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中縣公老坪產業發展

協會編
978-986-84911-0-6

植來植往: 公老坪的植物故事

總計: 1種 2冊

中縣月眉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5577439

郵遞區號:42145
地址:臺中縣后里鄉眉山

村甲后路940號
 E-mail:ymps@msl.ymps.tc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吳榮家等編輯 978-986-01-7510-3 臺中縣月眉國民小學創校八十週年校慶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2冊

中縣石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33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晉江

里六晉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魏國龍主編

978-986-83049-1-8
臺灣兩岸石雕展暨臺中縣石雕協會會員展作品輯. 2009

第二屆

總計: 1種 1冊

中縣白冷圳社區總體促進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823490

郵遞區號:42641
地址:臺中縣新社鄉中正

村中和街五段54號
 E-mail:bylyjy@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徐炳乾等撰文 978-957-28506-2-6 新社鄉聚落伯公與老樹傳奇故事

總計: 1種 1冊

中縣府 連絡人:連佳振 電話:(04)25152580 傳真:(04)25238757

郵遞區號:420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陽明

街36號
 E-mail:lander@mail2000.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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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王銘煜主持

978-986-01-5938-7
交通安全輔助教材TSEB多媒體電子書. 九十七年度: 平

安龜的家族

總計: 1種 2冊

中縣長億高中 連絡人:林惠雯 電話:(04)22704022 傳真:(04)22765738

郵遞區號:41145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長億

六街1號
 E-mail:lib@mails.cyhs.tc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長億高中圖書館主編 978-986-01-7598-1 悅讀.閱讀: 書海漫遊. 2

總計: 1種 2冊

中縣書法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782975

郵遞區號:411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鵬儀

路296巷6弄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林中湖總編輯 978-957-29381-3-3 臺中縣書法學會會員作品集. 九十七年

總計: 1種 1冊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連絡人:王立任 電話: 傳真:(04)26562937

郵遞區號:435
地址:臺中縣梧棲鎮雲集

街72號
 E-mail:wu_chi@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王立任等撰文 978-986-83894-2-7 細說順安宮導覽手冊

9711 小黃米圖.文 978-986-83894-3-4 考古好好玩

總計: 2種 4冊

中縣港區藝術中心 連絡人:黃婷儀 電話:(04)26274568 傳真:(04)26274570

郵遞區號:436
地址:臺中縣清水鎮忠貞

路21號
 E-mail:ting@mail.tcs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洪明正主編 978-986-01-5504-4 臺中港區美術大展: 全國百號油畫展. 第七屆

9712 陳志聲總編輯 978-986-01-6703-0 臺灣美術新貌展: 立體創作系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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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4冊

中縣鄉土自然學會 連絡人:鄭清海 電話:0928188985 傳真:(04)2441624

郵遞區號:439
地址:臺中縣大安鄉永安

村東西四路252號
 E-mail:hai47@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杜靜宜, 葛梅貞合編 978-957-28271-9-2 說蟲趣: 昆蟲創新解說教戰手冊

總計: 1種 1冊

中縣衛生局 連絡人:何佩珍 電話:(04)25265394 傳真:(04)25269478

郵遞區號:420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中興

路1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86-01-7516-5 優質寶貝兒: 親子菸害知識動動腦

總計: 1種 2冊

中縣頭家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441624

郵遞區號:427
地址:臺中縣潭子鄉頭家

村得福街185號
 E-mail:jeenhuei@ms1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李勝億總編輯 978-986-01-4377-5 頭家國小數學補充教材

9802 李勝億總編輯 978-986-01-7519-6 頭家國小數學補充教材

總計: 2種 4冊

中醫研所 連絡人:陳行慧 電話:(02)28201999 傳真:(02)28264274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農

街二段15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仕哲, 張賢哲著 978-986-01-6410-7 消渴疾病史與用藥思路探析: 先秦至金元時期

總計: 1種 2冊

中醫癌症醫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7651194



郵遞區號:11064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永吉

路30巷148弄14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賴鎮源, 任益民, 黃碧松

主編
978-986-85082-0-0

中西醫癌症診斷與治療匯編

總計: 1種 1冊

牛津家族國際 連絡人:李雅玲 電話:(02)22268866 傳真:(02)22268877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永和

路363巷19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86-6588-00-6 奇妙自然小百科

9712 978-986-6588-07-5 基礎數數

9712 978-986-6588-08-2 基礎運筆練習

9712 978-986-6588-09-9 創意運筆遊戲

9712 978-986-6588-10-5 生活小常識

9712 978-986-6588-11-2 加減法練習

總計: 6種 6冊

仁友鄉土文化 連絡人:陳真真 電話:0933699122 傳真:(05)2306102

郵遞區號:60660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中華

路398號
 E-mail:jenjen1952@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張■文企劃 978-986-84900-0-0 春滿人間仙女下凡紀念輯冊

總計: 1種 1冊

仁成數位圖文 連絡人:林政錫 電話: 傳真:(06)2531467

郵遞區號:71060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烏竹

北街98巷27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興國管理學院財務金融

學系編著
978-986-83850-7-8

興國管理學院『財富管理研討會-投資篇』發表論文集



e

9801
興國管理學院財務金融

學系編著
978-986-83850-8-5

興國管理學院次級房貸下的衝擊與效應及對科技產業

之影響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2種 2冊

戶外遊憩學會 連絡人:張莉汶 電話:(04)26530050 傳真:(04)26530051

郵遞區號:43301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

路200號
 E-mail:service@recreation.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主編
978-957-29962-7-0

海峽兩岸休閒、遊憩、觀光管理論壇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今天 連絡人:梁主任 電話:(02)26921935 傳真:(02)26959332

郵遞區號:2215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康寧

街169巷21號9樓
 E-mail:popular.pres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安雪莉編著 978-986-6917-51-6 會撒嬌的女人最幸福. 2: 撒嬌是女人擄獲男人的甜密

9708 楚映天編著 978-986-6917-52-3 日子難過,不是你的錯: 別為小事苦惱的50顆心靈維他

9709 血腥瑪莉編著 978-986-6917-53-0 我不是教你賤: 讓自己活得賤康快樂的幽默智典

9710 連城紀彥著 978-986-6917-54-7 神啊,請多給我一點信心

9710 血腥瑪莉編著 978-986-6917-55-4 我不是教你賤. 第2集, 賤人賤智

9712 連城紀彥著 978-986-6917-56-1 挫折,就是生命的轉折: 用積極的心態戰勝挫折

總計: 6種 6冊

今榜文具印刷 連絡人:曾宜桂 電話:(04)23137890 傳真:(04)23138739

郵遞區號:40745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四川

路10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寒星作 978-986-83871-1-9 憨笑的老小孩: 我的照顧日記

總計: 1種 1冊

公平會 連絡人:盧慧芳 電話:(02)23970339 傳真:(02)23278155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濟南路一段

2-2號12-1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湯金全編纂 978-986-01-6246-2 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及行政規則彙編

971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78-986-01-6427-5 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 96年

9712
edit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Taiwan
978-986-01-6454-1

Cases and materials on fair trad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 10(2006)

971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78-986-01-7148-8 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第15屆

980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978-986-01-7601-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說明

總計: 5種 10冊

公民監督國會聯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41694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183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社團法人公民監督國會

聯盟作
978-986-84913-1-1

立法院第七屆第一會期立法委員評鑑報告書

9712
社團法人公民監督國會

聯盟作
978-986-84913-0-4

立法院第七屆第一會期立法委員評鑑報告書

總計: 2種 2冊

公視基金會 連絡人:劉秋信 電話:(02)26301825 傳真:(02)26341155

郵遞區號:1148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康寧

路三段75巷50號
 E-mail:prg60071@mail.pt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淑媛總編輯 978-986-82722-6-2 資訊融入與創意教學教案競賽優勝作品集. 第6屆

總計: 1種 1冊

公務員保訓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59599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六

段136號2樓
 E-mail:protection@mis.cspt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編
978-986-01-6610-1

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及釋例彙編

總計: 1種 5冊

公道法律事務所 連絡人:蔡文斌 電話:(06)2613101 傳真:(06)2616450

郵遞區號:70260
地址:臺南市南區金華路

二段289巷39號
 E-mail:gong.da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蔡文斌著 978-957-28615-4-7 法律素養

總計: 1種 1冊

內政部 連絡人:張美雲 電話:(04)22502308 傳真:(04)2250237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徐州

路5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財團法人臺北市婦女救

援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

企劃執行

978-986-01-5452-8

我可以做什麼: 協助兒童遠離家庭暴力

9710

財團法人臺北市婦女救

援社會福利事業基金會

企劃執行

978-986-01-5550-1

我可以做什麼: 協助兒童遠離家庭暴力教保人員訓練

手冊

9710
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MOI
978-986-01-5917-2

An outline of interior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9712
財團法人勵馨社會福利

事業基金會編著
978-986-01-6078-9

外籍與大陸配偶家庭暴力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

9711 蔡秋敏等作; 呂寶靜主 978-986-01-6136-6 老人安養、長期照顧機構社工人員操作手冊

9712 內政部統計處編輯 978-986-01-6508-1 國民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96年

9712 內政部統計處編輯 978-986-01-7104-4 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2 內政部編 978-986-01-7355-0 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 97年度

9802 內政部編著 978-986-01-7638-4 內政部推展社會福利補助作業手冊. 98年度

總計: 9種 2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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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1159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廣州街15號  E-mail:54f@immigratio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編輯
978-986-01-6419-0

入出國及移民法令彙編

總計: 1種 2冊

內政部少年之家 連絡人:蔡淑惠 電話:(03)5222238e 傳真:(03)5280752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崧嶺路181  E-mail:whale@jimo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謝蕙貞, 黃惠鎂, 蔡淑惠

主編
978-986-01-6735-1

生涯領航資源手冊

總計: 1種 2冊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連絡人:蔡淑慧 電話:(04)22222294 傳真:(04)22227273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西區大明街

2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鄧清俊, 陳淑美, 蔡淑慧

主編
978-986-01-7365-9

兒童問題與輔導: 小甜甜信箱. 第21輯

總計: 1種 2冊

內政部兒童局 連絡人:陳孟旭 電話:(04)22502862 傳真:(02)29527649

郵遞區號:408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黎明

路二段503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內政部兒童局編 978-986-01-5549-5 兒童及少年福利統計年報.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總計: 1種 2冊

巴赫實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33420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71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艾德華.巴赫(Edward

Bach)作; 魏愛娟, 黃韋睿

翻譯

978-986-84898-0-6

愛、自由與療癒: 巴赫醫師的人生哲學

總計: 1種 1冊

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聯連絡人:黃曉伶 電話:(02)82581918 傳真:(02)82571900

郵遞區號:22044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

路二段182巷3弄52號2樓
 E-mail:swcpea@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洪耀明等[著] 978-986-84877-0-3 水保技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永續水土保持技術

總計: 1種 1冊

水牛 連絡人:林嬌珠 電話:(02)23210757 傳真:(02)23577791

郵遞區號:1005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金山

南路一段135號4樓之1
 E-mail:buffalo2@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劉啟分著 978-957-599-830-1 西班牙文學

9710 Dirk J. Struik 著; 吳定遠 978-957-599-831-8 數學史

9712 保羅.田立克著; 陳俊輝 978-957-599-832-5 新存有

9712 保羅.田立克著; 陳俊輝 978-957-599-833-2 教育社會學

9711 朱炎選註 978-957-599-834-9 西班牙文選

9801 羅育君文字; 羅育宣繪 978-957-599-835-6 漫遊33

總計: 6種 6冊

水牛設計部落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874135

郵遞區號:73144
地址:臺南縣後壁鄉土溝

村101-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徐佳伶編輯 978-986-84936-0-5 光影舞臺 潘朵拉的盒子: 臺南縣歡雅國小公共藝術.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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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 連絡人:林珈均 電話:(04)23320579 傳真:(04)23320214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吉峰

村中正路1340號之6
 E-mail:guye0816@wra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
978-986-01-6996-6

集集共同引水工程規劃設計與營運管理檢討

9801
吉聯資源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7522-6

大安大甲溪水資源聯合運用輸水隧道補充鑽探調查成

果報告書

總計: 2種 4冊

水利署水規所 連絡人:李怡靜 電話:(04)23304788 傳真:(04)23300282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吉峰

村中正路134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5700-0

水資源最佳化管理於河川生態復育之研究. (3/3)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5701-7

水資源最佳化管理於河川生態復育之研究總報告

9710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5702-4

東港溪水資源運用方案檢討及調查規劃

9710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5728-4

石門水庫漂流木及異重流運移試驗分析

9711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5908-0

天花湖水庫可行性規劃檢討. 3, 生態資源補充調查暨

保育規劃評估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030-7

水資源經理之備用水量與規劃階段供水基準研究報告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039-0

河川生物通道水理模擬及其設計布置原則研擬.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044-4

高含砂水流整治規劃條件檢討及計算模式研發應用總

成果報告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046-8

河道固床工破壞機制與減沖促淤新工法研擬.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071-0

高含砂水流整治規劃條件檢討及計算模式研發應用.

(3/3)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116-8

蘭陽地區地面地下水調配及管理模式整合初步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117-5

臺北盆地備用地下水井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118-2

水科技博物館與防災指揮調度中心可行性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137-3

平地區域排水流量觀測與推估模式之研究. (1/3)

9712 國立中興大學編著 978-986-01-6150-2 大甲溪河段輸砂特性試驗研究. (1/3)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173-1

花蓮馬鞍溪下游地下水井工程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174-8

因應氣候變遷之河川與海岸災害防治對策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著
978-986-01-6206-6

馬祖東莒大坪地下水庫初步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07-3

基隆河平溪水庫初步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08-0

水利工程測量、地籍套繪精度規範及檢核標準之修訂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24-0

高臺水庫可行性規劃第一階段總報告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25-7

士文水庫可行性規劃. 7 : 強地動儀維護觀測及資料整

理. (1/5)

9706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42-4

中庄調整池可行性規劃: 工程計畫多媒體簡介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43-1

濁水溪水系現有水庫水資源聯合運用可行性評估. 1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92-9

天花湖水庫推動計畫: 水庫計畫宣導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93-6

水工結構物位於軟弱岩層沖刷機制探討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94-3

高雄中區污水處理廠水再生提供工業用水初步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95-0

污水再生利用技術研究環境新興污染物流佈調查及評

估.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296-7

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泥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26-1

強化區域水資源永續利用與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力.

(2/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27-8

強化區域水資源永續利用與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力

總報告. 民國96-97 年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28-5

嘉南水利會灌區休耕決策對灌溉用水影響之空間分析

研究總報告. 民國96-97年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29-2

金門前埔溪流域水資源利用調查規劃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38-4

嘉南水利會灌區休耕決策對灌溉用水影響之空間分析

研究. (2/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76-6

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後續追蹤及成效評估. (2/3)

9712
葉克家計畫主持

978-986-01-6377-3
美國國家計算水科學及工程中心河道變遷模式之引進

及應用研究. (2/3)

9712 廖清標, 連惠邦編著 978-986-01-6381-0 多砂河川流路變遷穩定工法之研究.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82-7

河川情勢調查資料庫管理系統. (2/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83-4

水資源計畫之規劃與管理模式整合研究: 以桃園地區

為例總報告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384-1

水資源計畫之規劃與管理模式整合研究: 以桃園地區

為例專題報告. (2/2)

9712 陳錕山, 廖宏儒編著 978-986-01-6428-2 遙測影像應用於東部海岸線變遷之研究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37-4

烏溪水源開發: 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步規劃. 2, 測量暨

環境、地質調查



x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38-1

橫向水工結構物移除、改善與河川復育效益評估. (1/3)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43-5

三峽河調整池初步規劃. 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56-5

流域整體治理規劃與淹水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3/3)

9712
謝東明編著

978-986-01-6457-2
中央管河川水道治理計畫線與河川區域線之合宜性檢

討與分析.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58-9

河川棲地二維模式(River 2D)之應用研究. (2/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59-6

防洪工程經濟效益評估之檢討修正. (2/3)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工程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468-8

中央管河川流域地質資料查核: 後龍溪及中港溪專題

報告書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工程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469-5

砂質河川深槽變遷對河防建造物安全影響之分析.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496-1

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究.

(1/2)

9712 978-986-01-6710-8
軟弱岩床劇烈沖蝕河段沖蝕行為之探討: 以大安溪為

例. (1/3)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786-3

河道曼寧n值與河床質粒徑關係之研究. (1/2)

9712
國立交通大學編著

978-986-01-6787-0
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異重流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

(1/2)

97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

試驗所[編]
978-986-01-6808-2

臺中人工湖可行性規劃. 二, 工程可行性規劃設計

總計: 55種 109冊

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連絡人:江媞華 電話:(03)4712001e 傳真:(03)4713343

郵遞區號:32547
地址:桃園縣龍潭鄉佳安

路2號
 E-mail:public@wran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9710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5860-1

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

9711 賴伯勳編著 978-986-01-6183-0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年報. 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臺灣水利環境

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金

會編著

978-986-01-6561-6

石門水庫集水區產砂量推估與數位式集水區綜合管理

研究計畫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工程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633-0

石門水庫高濁度缺水分析及改善策略檢討

97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1-7097-9 石門水庫水權水量之分析及研究檢討

9712 玉山資源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1-7142-6 陽明山地區水資源現況調查之研究成果報告書

9712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

源局[編]
978-986-01-7165-5

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

9801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7470-0

頭前溪水資源綜合經營管理之研究

9712 吳俊宗等作 978-986-01-7492-2 走進石門水庫環境生態教育

9801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7554-7

大埔水庫重生計畫

9801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

中心編著
978-986-01-7578-3

利用田坵蓄水及稻作調整以豐沛桃竹地區水資源之可

行性研究

總計: 11種 22冊

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 連絡人:劉振抑 電話:(08)7557077e 傳真:(06)5752814

郵遞區號:715
地址:臺南縣楠西鄉密枝

村70號
 E-mail:matrix@wras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

源局[編]
978-986-01-6489-3

士文水庫水資源宣導計畫

9712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

源局[編]
978-986-01-6784-9

鹿寮水庫更新改善可行性規劃. 3

9801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7533-2

曾文、牡丹、高屏溪、甲仙攔河堰水質檢驗分析計畫

總報告. 97年度



x

e

9712
長榮大學土地管理與開

發學系編著
978-986-01-7544-8

牡丹水庫集水區工程管理資訊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97

年度

980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7642-1

曾文水庫集水區水文量測及保育防災監測計畫. 97年

度

總計: 5種 12冊

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連絡人:賴鴻成 電話:(03)9333230 傳真:(03)9331340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縣宜蘭市宜中

路90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6530-2

宜蘭地區深層海水潛力場址(南澳地區)海域環境基本

資料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

9712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7378-9

連江縣南竿鄉珠螺海岸環境改善規劃案

總計: 2種 4冊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連絡人:劉奕良 電話:(03)5322334e 傳真:(03)5430838

郵遞區號:302 地址:新竹市北大路97號  E-mail:wca02109@wra02.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著
978-986-01-6233-2

桃竹苗地區洪水預警與防汛作業整合演練與落實規劃.

(1/2)

9712 逢甲大學編著 978-986-01-6234-9 頭前溪流域輸砂與河床沖淤穩定研究. (2/2)

9712 國立交通大學編著 978-986-01-6235-6 潛板在河川治理上之應用研究. (2/2)

9712 逢甲大學編著 978-986-01-6249-3 頭前溪中正橋河段沖刷防治工法評估與設計. (1/2)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研究

中心編著
978-986-01-6265-3

河川生態工法規劃設計輔助資訊系統建置研究. (3/3)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研究

中心編著
978-986-01-6266-0

河川生態工法規劃設計輔助資訊系統建置研究總成果

報告

總計: 6種 12冊

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連絡人:羅瑞寶 電話:(02)89669870 傳真:(02)89667996



x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川

路二段橋頭1號
 E-mail:wca10035@ms1.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

局編著
978-986-01-5832-8

淡水河主流及二重疏洪道環境規劃航拍作業計畫. (2/2)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1-6501-2 淡水河即時洪水預報系統模式擴充及維護

9712

財團法人臺灣水利環境

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金

會編著

978-986-01-6712-2

淡水河系河底淤泥分佈探討及再利用可行性評估

97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804-4

淡水河水系河川環境整體規劃成果報告

9712
國立聯合大學編著

978-986-01-6880-8
即時三維立體影像技術量測河川高流量研究計畫成果

報告. (1/2)

總計: 5種 10冊

水利署第七河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512035

郵遞區號:90093 地址:屏東市建國路29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5181-7

東港溪整治綱要(修正計畫)規劃: 水質改善

9710
順發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5709-3

美濃地區水環境保育及統合治水規劃成果報告書(美濃

地區水圳文化)

9712
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6290-5

四重溪(出海口至牡丹水庫河段)環境數值資料建置計

畫

9712
財團法人成大水利海洋

研究發展文教基金會編
978-986-01-6291-2

隘寮溪好茶村段河道淤積影響河防安全檢討評估計畫

9712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7354-3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澎湖縣管區域排水內

垵地區排水系統規  劃報告

總計: 5種 10冊

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連絡人:林俊延 電話:(089)322023e 傳真:(089)348751



郵遞區號:95046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寶桑

路24號
 E-mail:wca08014@ms1.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433-6

卑南溪三維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總計: 1種 2冊

水利署第九河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8338431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市仁愛街19號  E-mail:mcchiu@ms1.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國立中山大學編著 978-986-01-6426-8 南濱及化仁海岸生態情勢調查及新工法研發之研究.

9711
至盛國土科技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1-6462-6

花蓮溪大斷面測量成果報告書

9712 鄧婉君, 梁明煌總編輯 978-986-01-6511-1 花蓮河海紀行: 花蓮河川海岸鄉土教材

9712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6513-5

花蓮河川海岸鄉土教材及宣導資料製作成果報告書

總計: 4種 8冊

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連絡人:謝錦志 電話:(07)6279005 傳真:(07)6251207

郵遞區號:82050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柳橋

西路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6298-1

海岸生態工法研究: 生態性海堤之研究. (2/3)

總計: 1種 2冊

水利署第五河川局 連絡人:陳先生 電話:(05)2304403 傳真:(05)2399262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縣嘉義市親水

路1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4942-5

北港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成果報告(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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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財團法人成大水利海洋

研究發展文教基金會編
978-986-01-7413-7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嘉義縣管事業海堤好

美里海堤規劃報告

總計: 2種 4冊

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526089

郵遞區號:524
地址:彰化縣溪州鄉中山

路三段64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

局編著
978-986-01-6883-9

濁水溪流域逕流測預報監測控制系統

總計: 1種 2冊

水利署臺北水源管理局 連絡人:盧素玲 電話:(02)29173282 傳真:(02)29117280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

路一段45巷5號4樓
 E-mail:a640070@wrat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廖朝軒, 李方中編 978-986-01-6707-8 臺北水源特定區污染源管理及環境經營規劃

9712
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709-2

南勢溪溫泉排放水循環處理利用對水資源影響改善對

策研擬. (1/2)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1-6738-2
新店溪青潭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管理技術提升

計畫. (1/2)

9712
於幼華, 張尊國, 游以德

編著
978-986-01-6758-0

北勢溪茶園施肥用藥對水資源衝擊改善對策研擬

9712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6921-8

新店溪上游河川環境整體營造規劃計畫

9712 劉世翔編著 978-986-01-7017-7 臺北水源特定區劃設效益評估檢討計畫

9712
勇興台編著

978-986-01-7095-5
新店溪水源區金瓜寮溪與■魚堀溪之污染削減規劃及

細部設計計畫

9712 陳彥璋編著 978-986-01-7177-8 新店溪青潭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量監測計畫. (1/3)

9712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7163-1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量保護區水源保育教育宣導計畫

9712 張育傑編著 978-986-01-7164-8 新店溪青潭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監測計畫. (1/3)



9712
技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7202-7

臺北水源特定區污水處理廠處理技術改善評估

總計: 11種 22冊

水星文化 連絡人:簡澄鏞 電話:(02)32343788 傳真:(02)32348050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

路502號8樓之2
 E-mail:pftwsdom@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王海倫著 978-986-7958-66-2 洛克菲勒的一毛錢: 精打細算的理財智慧

9704 南海僵人著 978-986-7958-67-9 黑棺妖樓

9704 周理弘著 978-986-7958-68-6 人事管理: 怎樣當總經理

9704 南派三叔著 978-986-7958-69-3 屍變九龍坑

9705 搬山道人著 978-986-7958-70-9 紅衣笑面屍: 盜墓人的詭異經歷

9705 滿庭花雨著 978-986-7958-71-6 醫生: 白色巨塔の戀

9705 多識著 978-986-7958-72-3 佛在靈山莫遠求: 在輪迴中獲得人天幸福的修行法

9705 劉宇惠著 978-986-7958-73-0 誠實是一把鑰匙

9706 多識著 978-986-7958-74-7 無處青山不道場: 藏漢佛教修行理論概說

9706 苗欣宇著 978-986-7958-75-4 觀世音密碼: 藤原世家の秘密檔案

9706 盧雅雯著 978-986-7958-76-1 人生的五枚金幣: 自信和自尊的積極哲學

9706 南派三叔著 978-986-7958-77-8 千年古墓

9707 宮小桃著 978-986-7958-78-5 雪夜腳印

9707 高飛飛著 978-986-7958-79-2 我還有一個蘋果: 可以失望 不能絕望

9707 林慧美編著 978-986-7958-80-8 像巴菲特一樣投資

9708 宮小桃著 978-986-7958-81-5 鬼節迷霧

9708 朵朵舞著 978-986-7958-82-2 紅顏亂. 1: 雙姝同籤帝王燕

9708 朵朵舞著 978-986-7958-83-9 紅顏亂. 2: 帝相爭權深宮怨

9708 朵朵舞著 978-986-7958-84-6 紅顏亂. 3: 京畿風雪圍城劫

9708 柳隱溪著 978-986-7958-85-3 雲夢澤.丹之姬: 3000年前的山鬼魅影

9709 花清晨著 978-986-7958-86-0 尋愛上弦月. 1: 花神之祭

9709 花清晨著 978-986-7958-87-7 暗夜的原神

9709 李可著 978-986-7958-88-4 杜拉拉升職記

9710 花清晨著 978-986-7958-89-1 陰陽兩重天



e

9710 花清晨著 978-986-7958-90-7 情人的眼淚

9710 花清晨著 978-986-7958-91-4 鳳凰的血咒

9709 南派三叔著 978-986-7958-92-1 魔王鬼窟

9709 林俊良著 978-986-7958-93-8 輪迴線索: 前世今生體驗之旅

9711 孟宇著 978-986-7958-94-5 辛格之死: 鑽石的誘惑. 2

9711 孟宇著 978-986-7958-95-2 JS大廈18樓: 鑽石的誘惑. 1

9710 鍾連城著 978-986-7958-96-9 賭博神童: 賭王. 1

9710 鍾連城著 978-986-7958-97-6 賭王. 2: 最後反撲

9710 杜天宇著 978-986-7958-98-3 敲鐘的禪心: 隨緣而行,隨遇而安

9801 驚鴻著 978-986-6505-02-7 如夢令. 3: 青山見我應如是

9801 驚鴻著 978-986-6505-03-4 如夢令. 4: 愛在燈火闌珊處

9802 驚鴻著 978-986-6505-04-1 如夢令. 5: 情歸何處

9711
威廉.H.麥加菲編著; 李

佳東編譯
978-986-6505-05-8

一碗牛肉麵: 感恩的小故事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505-08-9 佛前的玫瑰: 鳳城飛帥. 1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505-09-6 鳳城飛帥: 禁忌之戀. 2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505-10-2 鳳城飛帥: 聖地色戒. 3

9803 月斜影清著 978-986-6505-11-9 鳳城飛帥: 烈火焚情. 4

9803 月斜影清著 978-986-6505-12-6 鳳城飛帥: 沙漠男女. 5

9712 天夕著 978-986-6505-14-0 秋雨葬夢: 清宮二世情. 2

9801 謝華偉著 978-986-6505-15-7 鬼市: 尋龍葬地訣 血玉咒. 1

9801 謝華偉著 978-986-6505-16-4 鬼門: 尋龍葬地訣 血玉咒. 2

9803 天王90著 978-986-6505-18-8 旗門之風生水起. 1: 鬼門13針

9803 天王90著 978-986-6505-19-5 旗門之風生水起. 2: 九星法相

9802 夜先生著 978-986-6505-20-1 夜.聖嬰: 血夜愛上貓. 1

9802 夜先生著 978-986-6505-21-8 血.墓碑: 血夜愛上貓. 2

9802 周建行著 978-986-6505-22-5 大明帝國. 1: 帝國的誕生

9803 周建行著 978-986-6505-23-2 大明帝國. 2: 奸相的崛起

總計: 51種 51冊

立威 連絡人:張彩琦 電話:(02)77315050 傳真:(02)77316060



郵遞區號:2354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三段110號2樓之4
 E-mail:product@liwi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翁全志編著 978-957-441-091-0 決戰OOo世界之Impress

總計: 1種 1冊

立緒文化 連絡人:賴婉君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央

六街62號1樓
 E-mail:regina@nc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凱絲.凱利(Kath Kelly)作;

梁永安譯
978-986-6513-06-0

1英鎊過1天: 一個意外的人生

9801
約翰.葛拉福等作; 陳晉

茂, 黃玉華, 鄭文琦譯
978-986-6513-07-7

告別富裕流感: 21世紀新財富觀

總計: 2種 2冊

立誼 連絡人:張雲祥 電話:(04)22952877 傳真:(04)22953065

郵遞區號:40667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旅順

路一段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博凱編著 978-986-7241-65-8 薩克斯風奏法教本

9711 張輝道編著 978-986-7241-66-5 魔笛

9712 邱哲豐編著 978-986-7241-67-2 流行鋼琴名曲

總計: 3種 3冊

立德大學研發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551659

郵遞區號:70970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安中

路五段18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昭吟編輯 978-986-82268-6-9 遊學札記: 英國暑假遊學團. 2007

總計: 1種 1冊



主流 連絡人:洪懿諄 電話:(02)29108729 傳真:(02)29102601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102巷7號
 E-mail:lord.way@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何曉東整理; 藍復春口 978-986-83433-9-9 新造的人: 從流淚谷到喜樂泉

總計: 1種 1冊

主計月報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066782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

路216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86-81628-2-2 財物標準分類. 九十八年

總計: 1種 2冊

主婦聯盟基金會臺中分事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755231

郵遞區號:40346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西

路61號2樓
 E-mail:huaf@ms14.ho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謝麗芬等作 978-986-85083-0-9 人生的存摺: 謝麗芬和主婦聯盟

總計: 1種 1冊

永望文化 連絡人:錢怡君 電話:(02)23680350 傳真:(02)23679682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師大

路170號3樓之3
 E-mail:yeonwang@ms3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漆立平, 漆哈拿著 978-986-7173-85-0 聖經<<箴言>>精華

9709
麥雅各(James H.

McConkey)著; 蘭慈慧譯
978-986-6523-00-7

聖靈的三項祕訣

9710
裴斐(Faye Pearson)作; 羅

袁禮達等譯
978-986-6523-04-5

天涯心臺灣情: 15對宣教士的故事

9710 蘇曉星著 978-986-6523-05-2 以弗所書註釋

9710 D.克利斯蒂著; 郭維租譯 978-986-6523-06-9 奉天三十年



9710 陳斯隆著 978-986-6523-07-6 與你的心靈約會

9712 謝家樹著 978-986-6523-08-3 馬可福音綜觀

9712
Jean-Marie Onfroy作;

Colette-Marie繪; 董曉君
978-986-6523-11-3

聖路易-瑪利.葛利寧.蒙福

9801 疏效平著 978-986-6523-12-0 風中傳愛: 臺灣系列講習會. 二零零九春

9801 劉克明, 蕭家興編輯 978-986-6523-14-4 全球金融海嘯對基督徒的省思與因應

9802 疏效平著 978-986-6523-15-1 耶穌是天主子,默西亞: 祂來賜給我們生命與更豐富的

總計: 11種 12冊

永然文化 連絡人:黃國勇 電話:(02)23560809 傳真:(02)23915811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二段9號7樓
 E-mail:jimmy1211@lawk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永汀著 978-957-485-259-8 地下室停車位問題集解

9711 李永然著 978-957-485-260-4 從結婚到離婚: 婚姻權益.離婚協議與狀例

9712 林鴻銘, 陳文全合著 978-957-485-261-1 政府採購契約大小事

9712 李永然等著 978-957-485-262-8 刑事官司與狀例

9801 楊冀華著 978-957-485-263-5 輕鬆學民法

9802 李永然著 978-957-485-264-2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與你

總計: 6種 7冊

永濟書法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5749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延和

里和育巷14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永濟書法學會會員等作 978-986-84636-0-8 十載有誠: 永濟書法學會師生作品展專輯

總計: 1種 1冊

玉山社 連絡人:許家旗 電話:(02)27753736 傳真:(02)27753776

郵遞區號:1068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四段145號3樓之2
 E-mail:editor04@tip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2 劉旭恭文.圖 978-986-6789-38-0 小紙船

9802
臺灣植物同好會作; 姚

巧梅譯; 劉克襄註解
978-986-6789-41-0

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

9801 陳貴芳文.圖 978-986-6789-42-7 森林的元宵節

9803 小田滋著; 洪有錫譯 978-986-6789-43-4 見證百年臺灣: 堀內、小田兩家三代與臺灣的醫界、

9803 李敏勇編集 978-986-6789-44-1 自由星火: 鄭南榕殉道20週年紀念詩集

總計: 5種 5冊

玉山國家公園 連絡人:辜怡釩 電話:(049)2348282 傳真:(049)2348269

郵遞區號:55344
地址:南投縣水里鄉中山

路一段300號
 E-mail:kyf@ysn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臺軍撰文.攝影 978-986-01-6855-6 雲遊玉山

9712 李臺軍撰文.攝影 978-986-01-6856-3 雲,天空的魔法精靈

9712 謝宗欣等作 978-986-01-6857-0 中之關的植物世界

總計: 3種 6冊

巧育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2268300 傳真:(02)22268301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永和

路363巷19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978-986-6476-02-0 葉子鳥

總計: 1種 1冊

正中 連絡人:邱憶伶 電話:(02)86676565 傳真:(02)86676794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

路43號4樓
 E-mail:shell@ccb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蘇東坡著; 林語堂英譯 978-957-09-1822-9 林語堂中英對照: 東坡詩文選

9712 張潮著; 林語堂英譯 978-957-09-1825-0 林語堂中英對照: 幽夢影

9802 司馬遷等著; 林語堂英 978-957-09-1827-4 林語堂中英對照: 孔子的智慧

9802 司馬遷等著; 林語堂英 978-957-09-1826-7 林語堂中英對照: 孔子的智慧



e

x

9801 李植泉編著 978-957-09-1828-1 新版別字辨正

9802
孔子, 陶淵明, 金聖歎等

著; 林語堂英譯
978-957-09-1829-8

林語堂中英對照: 不亦快哉

9802 陳鐵君, 陳文之著 978-957-09-1830-4 圖解文學常識: 閱讀週計畫

980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主編
978-957-09-1831-1

華語簡易通(中日版). 入門篇

980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主編
978-957-09-1832-8

華語簡易通(中日版). 基礎篇

980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主編
978-957-09-1833-5

華語簡易通(中英版). 入門篇

980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主編
978-957-09-1834-2

華語簡易通(中英版). 基礎篇

總計: 11種 20冊

正因文化 連絡人:黃玉玲 電話:(02)25230878 傳真:(02)25670144

郵遞區號:1045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二段115巷43號6樓

之1

 E-mail:yulin77@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池田博正著; 劉焜輝譯 978-986-6683-29-9 青春之路: 我年輕時的紀錄

9711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輯 978-986-6683-31-2 人間的孤高 高一峰水墨藝術

9712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輯 978-986-6683-32-9 畫侶情深: 吳承硯.單淑子的藝術世界

9801
池田大作, V.A.沙德維尼

茲作; 劉焜輝譯
978-986-6683-33-6

學是光: 文明與教育的未來

9801 池田大作著 978-986-6683-34-3 開目抄講義

總計: 5種 5冊

正修科大藝術中心 連絡人:陳江富 電話:(07)7310606e 傳真:(07)7328562

郵遞區號:83347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

路840號
 E-mail:artcenter@cc.csi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守忠, 李思賢特約撰 978-986-7339-35-5 兩面圓鏡: 互攝相融為倒影: 阿卜極個展



x

總計: 1種 1冊

正智 連絡人:廖麗娟 電話:(02)28327495 傳真:(02)28344822

郵遞區號:10367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

路三段267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平實導師述 978-986-83908-9-8 勝鬘經講記

總計: 1種 3冊

正覺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954493

郵遞區號:10367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

路三段267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禮政, 陳介源, 游冥鴻 978-986-83966-2-3 正覺學報. 第二期

總計: 1種 3冊

世一 連絡人:王芳雅 電話:(06)2618468e 傳真:(06)2652962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南區新樂路

46號
 E-mail:acme_edit@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英漢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418-476-7 Champion袖珍英漢字典

9609 施茂林編 978-986-193-180-7 最新基本小六法

9705 978-986-193-343-6 多功能實用法律寶典

9711 林淑貞總編輯 978-986-193-362-7 彩色圖解兒童英漢字典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271-2

狼來了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3-4

迷糊草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4-1

隱形藥水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5-8

瘋羊菇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6-5

機械戰警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7-2

電力灰太狼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8-9

羊羊運動會: 聖火傳遞

9711
廣州原創動力動畫設計

有限公司原著
978-986-193-369-6

羊羊運動會: 瘋狂足球賽

9712 陳文海編著 978-986-193-371-9 技工手冊

9712 林淑貞總編輯 978-986-193-372-6 ACME兒童圖畫字典

9801 張四季編; 李金峰等繪 978-986-193-373-3 自然小百科

9801 張四季編; 李金峰等繪 978-986-193-374-0 動物大探險

9801 張四季編; 李金峰等繪 978-986-193-375-7 植物大迷蹤

9801 張四季編; 李金峰等繪 978-986-193-376-4 人體顯微鏡

9801 張四季編; 李金峰等繪 978-986-193-377-1 環境放大鏡

9801 張四季編; 李金峰等繪 978-986-193-378-8 天文萬花筒

9711 林大洋著 978-986-193-379-5 民法概要

9801
李白, 杜甫, 白居易原著;

吳紹志校譯
978-986-193-004-6

李白.杜甫.白居易詩選

9801 世一編輯部選輯 978-986-193-005-3 新編詩經讀本

9801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978-986-193-006-0 莎士比亞故事集

9801 馬克.吐溫原著 978-986-193-008-4 湯姆歷險記

9801 伊索原著 978-986-193-195-1 伊索寓言

9801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978-986-193-196-8 羅密歐與茱麗葉

9801 葉家雯, 唐莘怡編 978-986-193-199-9 探索恐龍

9802 陳樹村編著 978-986-193-200-2 簡明勞工小法規

9802 朱家興編著 978-986-193-202-6 新編十萬個為什麼?之人體妙妙妙

9801 吳若嫻繪圖 978-986-193-226-2 寶寶生活一級棒

9801 吳若嫻繪圖 978-986-193-384-9 寶寶愛學ㄅㄆㄇ

9801 978-986-193-386-3 可愛動物地板書

9802
世一圖書出版中心作;

顏銘辰, 劉耿伶, 莊雅琴
978-986-193-387-0

我的第一本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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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4種 34冊

世茂 連絡人:簡玉芬 電話:(02)22183277 傳真:(02)22187935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生

路19號5樓
 E-mail:yufeng@cool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水崎高浩作; 張萍譯 978-957-776-924-4 圖解不需算式的物理學

9708
米娜.舒爾(Myrna B.

Shure)作; 張美智譯
978-957-776-931-2

培養孩子的問題解決力

9708 施亮州作 978-957-776-935-0 房仲高手成交關鍵

9709
ブティック社著; 李惠

芬譯
978-957-776-937-4

二手布變身風格小物

9709
蕾蒂西雅.芭勒韓(Laetitia

Barlerin)著; 羅偉貞譯
978-957-776-938-1

公寓快樂養貓

9710 川端一永著; 王俞惠譯 978-957-776-939-8 圖解疼痛與治療

9710 菊地正典監修; 張萍譯 978-957-776-940-4 圖解半導體製造裝置

9709
松下和弘, 朝倉一善著;

林鍵鱗譯
978-957-776-941-1

好水讓你更健康

9710 石井弘毅著; 林羿妏譯 978-957-776-942-8 圖解燃料電池: 完全掌握,全面理解!

9709 臼井由妃作; 李曉妃譯 978-957-776-943-5 3天搞定一周工作!: 東京女社長的超強時間管理法

9710
野口哲典作; 溫家惠譯

978-957-776-944-2
培養孩子數學腦的遊戲書: 史上第一本模擬親子對話+

遊戲的數學學習書

9710
Pawpaw Poroduction著;

林鍵鱗, 劉曉茹譯
978-957-776-946-6

第一次約會別穿白色: 超級實用色彩心理學

9711 村津和正著; 彭建榛譯 978-957-776-948-0 牙齒決定健康: 久病不癒?請先檢查牙齒

9711
柯蕾特.阿巴揚吉(Colette

Arpaillange)著; 羅偉貞譯
978-957-776-895-7

幼犬教養完全指南

9801
菊地正典, 影山隆雄著;

沈文訓譯
978-957-776-950-3

圖解電子裝置

9711 大森隆史作; 陳玉華譯 978-957-776-951-0 經皮毒完全排毒法

9712
文森.孟斯特拉(Vincent J.

Monastra)作; 許晉福譯
978-957-776-952-7

教養過動兒: 醫學沒告訴你的十件事



9712

瓊恩.貝爾格洛夫(Joan

Belgrove), 葛拉漢.貝爾

格洛夫(Graham Belgrove)

作; 裘利譯

978-957-776-953-4

杯子蛋糕

9712 津久井智子作; 王煦淳 978-957-776-954-1 品味橡皮章: 小小的可愛,大大的有質感

9712 劉勇著; 蔡姿淳譯 978-957-776-956-5 呼吸按摩法

9801
青野裕幸, 桑■幹編著;

常磐綠譯
978-957-776-957-2

逛超級市場學生物: 圖解版

9712
高橋信著; Trend Pro漫

畫; 林羿妏譯
978-957-776-958-9

世界第一簡單統計學

9802 飯野靖彥著; 林■馡譯 978-957-776-959-6 圖解腎臟病

9801
Sachiyo Fukao著; 李惠芬

譯
978-957-776-960-2

2小時就OK!可愛鉤織小物創意集

9712 小林吹代作; 陳昭蓉譯 978-957-776-961-9 用看的學數學: 最想上的數學課

9801 Boutique-Sha作; 李惠芬 978-957-776-963-3 鉤織創意花樣100

9802 劉繼榮作 978-957-776-964-0 家有中等生

9803 普拉地.庫馬著; 羅倩宜 978-957-776-966-4 秒算法: 印度吠陀數學

9802
竹內薰, 原田章夫著; 黃

琳雅譯
978-957-776-967-1

今天的下酒菜是相對論!: 五天後你也是物理達人

9803 內田隆裕著; 王慧娥譯 978-957-776-970-1 圖解電池入門: 完全掌握,全面理解!

9803 米山公啟著; 陳玉華譯 978-957-776-975-6 成功的人都很健忘: 活腦50個新習慣

總計: 31種 31冊

世界 連絡人:周雪伶 電話:(02)23113834 傳真:(02)23317963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99號6樓
 E-mail:wbc@ms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金梁等著; 楊家駱主編 978-957-06-0269-2 盛京故宮書畫錄

9711 董作賓著 978-957-06-0270-8 董作賓學術論著

9712 溥儒著 978-957-06-0271-5 寒玉堂論書畫.真書獲麟解

9712 張丑等著 978-957-06-0273-9 觀賞別錄

9712 (清)潘正煒等編 978-957-06-0274-6 聽颿樓書畫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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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種 5冊

世界文物 連絡人:鄭世文 電話:(02)23211291 傳真:(02)23959484

郵遞區號:1064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潮州

街60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Q&A學習指南編寫組著 978-957-561-291-7 法國號問答集: 給兒童家長.初學者

9709 李重光編著 978-957-561-292-4 音樂理論基礎: 最權威的中文樂理教本

9711 狄辰華, 倪若男編著 978-957-561-293-1 聽英語學音樂. 1, 樂理篇

9711 狄辰華, 倪若男編著 978-957-561-294-8 聽英語學音樂. 2, 曲式篇

9711 狄辰華, 倪若男編著 978-957-561-295-5 聽英語學音樂. 3, 音樂史

9711 狄辰華, 倪若男編著 978-957-561-296-2 聽英語學音樂. 4, 作曲家

9711 武宮正樹著; 黃振華譯 978-957-561-298-6 基本手筋一■■: 一舉提升戰鬥力

9711 侯宏易編著 978-957-561-299-3 黑膠版位攻略: LP標籤大蒐密

9801
王真儀著

978-957-561-312-9
浪漫本質: 貝多芬作品101、蕭邦作品58及布拉姆斯作

品118之風格解析與演奏詮釋

總計: 9種 10冊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金會臺連絡人:朱鍵彰 電話:(02)82316666 傳真:(02)82315668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山

路一段236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馬珮珮主編 978-986-82816-3-9 二十世紀現代宗教建築縮影: 閱讀建築.認識大師

總計: 1種 1冊

世界家禽學會臺灣分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717527

郵遞區號:60004 地址:嘉義市學府路300  E-mail:tflien@mail.nc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國隆主編 978-986-84798-0-7 兩岸三地優質雞研討會暨土雞論壇論文集. 第九屆

總計: 1種 1冊

世新大學臺灣立報社 連絡人:張正 電話:(02)86676655 傳真:(02)82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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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

路43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57-8462-76-2 英雄. 2: <<四方報>>精裝紀念合訂本(12/2007-12/2008)

總計: 1種 1冊

世潮 連絡人:簡玉芬 電話:(02)22183277 傳真:(02)22187935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生

路19號5F
 E-mail:yufeng@cool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1 安部司著; 陳玉華譯 978-957-776-818-6 恐怖的食品添加物

9708

馬修.馬凱(Matthew

Mckay), 凱薩琳.蘇特克

(Catharine Sutker)合著;

羅倩宜譯

978-957-776-936-7

放下執念的50個心靈練習

9710 丁美月作 978-957-776-947-3 核心轉化: 蛻變為全新自己的秘密

9711 白水和憲著; 鄭衍偉譯 978-957-776-949-7 從一滴原油解讀世界

9803
喬.芮維兒(Jo Revill)著;

吳書榆譯
978-957-776-965-7

過敏正在蔓延: 環境惡化,你更須正視的疾病

9801
吉格.金克拉(Zig Ziglar)

著;  張艾茜譯
978-957-776-968-8

與你在巔峰相會

總計: 6種 6冊

世樺國際 連絡人:賴怡君 電話:(02)22469928 傳真:(02)22400974

郵遞區號:2355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327巷11弄9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龍樹菩薩造; 後秦三藏

法師鳩摩羅什譯
978-957-722-194-0

大智度論

9703 林祺安編 978-957-722-200-8 漢譯無量壽經會譯對照

9705 (宋)普潤大法師法雲編 978-957-722-201-5 翻譯名義集

9710 依林法師編繪 978-957-722-202-2 妙法蓮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大悲觀音三十三應現



e

總計: 4種 4冊

本淵寮朝興宮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0966
地址:臺南市南區本原街

三段2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瑞欽編輯 978-986-84914-0-3 臺南市安南區本淵寮及朝興宮沿革誌

總計: 1種 2冊

左岸文化 連絡人:許越智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8057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506號4樓
 E-mail:fionalin@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菲立普.費南德茲-阿梅

斯托(Felipe Fernandez-

Armesto)著; 薛絢譯

978-986-6723-10-0

文明的力量: 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

9711 鬱乃堯作 978-986-6723-13-1 認字歸宗: 漢字的起源與演化

9712

賽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著; 高德源,

劉純佑, 石吉雄譯

978-986-6723-14-8

誰是美國人: 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9801
彼得.蓋(Peter Gary)著; 天

悅譯
978-986-6723-15-5

我不是阿瑪迪斯: 莫札特傳

9801

顧恩特.希旭菲爾德

(Gunther Hirschfelder)著;

張志成譯

978-986-6723-16-2

歐洲飲食文化: 吃吃喝喝五千年

總計: 5種 5冊

石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412750

郵遞區號:2357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平

路169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呂江銘著 978-986-81870-2-3 臺灣家將臉譜藝術. 八家將卷



e

e

總計: 1種 1冊

石墨居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0065
地址:新竹市明湖路482

巷6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梁來進著 978-986-84912-0-5 點石

總計: 1種 2冊

布克文化 連絡人:蘇士今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01917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sbooker.service@ci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GOD作 978-986-7010-70-4 Mr.pig. 2, 實現夢想的秘密

9711 tvbsi, 布克編輯室作 978-986-7010-72-8 幸福的抉擇ido?珍藏寫真

9711 哈士奇魂作 978-986-7010-73-5 I愛H3

9711 布克文化編輯室著 978-986-7010-74-2 一八九五: 電影寫真筆記書

9712 菜籃車作; 張婷婷譯 978-986-7010-75-9 我和條子的700天戰爭: 向條子宣戰!

9801 Toby作 978-986-7010-76-6 我的同居人

9712 林義傑作 978-986-7010-77-3 跨越心中的磁北極

9802 Aki Kondo作; 朱馨如翻 978-986-7010-78-0 懶懶熊的生活: 推薦懶懶的每一天

9801 菜籃車作; 張婷婷譯 978-986-7010-79-7 我和條子的700天戰爭. 第二卷, 激戰篇

9801 蕭言中作 978-986-7010-80-3 瘋狂日記. 2, 神經界線

9802 侯炳瑩著 978-986-7010-84-1 火柴盒

總計: 11種 13冊

平安文化 連絡人:林佩霓 電話:(02)27168888 傳真:(02)25148285

郵遞區號:1055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北路120巷50號
 E-mail:edit@crow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x

9712

馬克.雷納(Mark Leyrer),

比利.戈柏(Billy

Goldberg)著; 洪世民譯

978-957-803-721-2

挑戰Google的囧問題: 183則你想知道、卻不敢問醫生

的事!

9802
艾倫.柯漢(Alan Cohen)

著; 林雨蒨譯
978-957-803-725-0

心靈貨幣的力量

總計: 2種 2冊

平裝本 連絡人:黃小籲 電話:(02)27168888 傳真:(02)27150507

郵遞區號:1055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北路120巷50號
 E-mail:edit@crow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木堂椎著; 緋華璃譯 978-957-803-720-5 捉弄比欺負恐怖100倍

9802 八大電視臺作 978-957-803-723-6 愛就宅一起甜密寫真

9801 春戶亞紀著; 王蘊潔譯 978-957-803-724-3 好玩ㄋㄟ~你是哪型動物人?

總計: 3種 3冊

巨岩 連絡人:吳璧琳 電話:(02)26342623 傳真:(02)26340166

郵遞區號:1068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四段263號7樓之2
 E-mail:rockjj@ms3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

資訊工作室編著
978-986-6806-10-0

PowerPoint2003簡報小學堂

9801
巨岩出版編輯部, 謝芊

宇編著
978-986-6806-11-7

非常好色7: 美工小學堂

總計: 2種 2冊

巨流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2236780e 傳真:(07)2249298

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

路二段64號集英樓2樓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黃永武著 978-957-732-308-8 新增本中國詩學. 考據篇

9709 丘昌泰著 978-957-732-310-1 公共政策. 基礎篇



9709 簡春安, 趙善如著 978-957-732-311-8 社會工作哲學與理論

9710
Ronald W. Evans著; 國立

編譯館主譯; 陳巨擘譯
978-957-732-312-5

社會科的戰爭: 我們應該教孩子什麼內容

9711

安德魯.賽爾(Andrew

Sayer)著; 國立編譯館主

譯; 陳妙芬, 萬毓澤合譯

978-957-732-314-9

階級的道德意義

9710

菲.金斯伯格(Faye D.

Ginsburg), 莉拉.阿布-盧

格霍德(Lila Abu-

Lughod), 布萊恩.拉金

(Brian Larkin)主編; 國立

編譯館主譯; 楊雅婷等

978-957-732-315-6

媒體世界: 人類學的新領域

總計: 6種 12冊

巨凱數位服務 連絡人:陳建榮 電話:(02)89110998 傳真:(02)89110977

郵遞區號:2314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501之13號3樓
 E-mail:xw@x-winne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Cha-Hwa Lin

978-986-84076-9-5

An adaptive temperament-based information filtering method

for user customized selection and

presentation......communication

總計: 1種 2冊

可道書房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11670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文

街1號4樓之2
 E-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4 二馬偵探社編著 978-986-7386-74-8 推理偵探王. 3, 不翼而飛的贖金

9607 鬼谷人作 978-986-7386-81-6 不要在一個人的時候看的鬼故事

9710 陳耀編 978-986-6642-13-5 世界上最新奇的冷知識

9710
米爾頓.萊特(Milton

Wright)著; 王權典譯著
978-986-6642-14-2

你也能成為說話高手



9710 朱諾, 閻素芬, 沈沉編著 978-986-6642-15-9 世界上最獨特的生命

9712 王權典編著 978-986-6642-18-0 你也能成為說話高手. 2, 實戰篇

9712 笑點王編 978-986-6642-19-7 最高級的幽默最逗趣的笑料

9712 褚良才等編著 978-986-6642-20-3 世界上最難解的謎

9712 唐濛等編著 978-986-6642-21-0 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物

9801
陶國芬, 朱墨緣編著; 章

早立繪畫
978-986-6642-22-7

世界上最有趣的風俗

9801
袁泉, 何月美, 曾潔編著;

阿朗繪畫
978-986-6642-23-4

世界上最經典的智慧

總計: 11種 18冊

卡廬文化 連絡人:楊子翎 電話:(02)27048757 傳真:(02)27042710

郵遞區號:1069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

南路390號5樓之1
 E-mail:info.garuda@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百忠著 978-986-84116-3-0 藏佛.吉祥: 卡廬藏傳文物藏品交流展

總計: 1種 1冊

占驗門 連絡人:邱天相 電話:(02)29842791 傳真:(02)29867583

郵遞區號:24162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力行

路一段8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邱天相編著 978-986-84489-4-0 占驗門陽宅風水寶典

總計: 1種 1冊

北一女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902)2389856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65號
 E-mail:ping@fg.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01-7176-1
臺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數理資賦優異學生專題研

究專輯. 第十五輯



e

e

9712 978-986-01-7178-5
臺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人文社會資賦優異班專題

研究專輯. 第三輯

總計: 2種 4冊

北方 連絡人:曹中琪 電話:(02)28382870 傳真:(02)28342743

郵遞區號:11145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雨聲

街165巷32號
 E-mail:tsao863@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于增恩論著 978-957-29498-7-0 宇宙的本性與規律. 三, 易經宇宙物理講學

總計: 1種 1冊

北市工務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421026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西南區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編輯 978-986-01-5935-6 臺北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

總計: 1種 2冊

北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連絡人:鄭曉芬 電話:(02)27335831 傳真:(02)27392142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

路三段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龔美文主編 978-986-01-5948-6 臺北大安.童言童語畫健康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文山社大 連絡人:張家菱 電話:(02)29302627 傳真:(02)29306117

郵遞區號:11684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中

街27號
 E-mail:wenshan.c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鄭景隆作 978-957-29834-5-4 臺北市文山區十五份遺址與相關器物研究

9802 朱秀英等作 978-957-29834-6-1 戲說人生故事.接著說

總計: 2種 2冊



e

e

e

北市文化局 連絡人:楊蓓蓓 電話:(02)23451556 傳真:(02)27253496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

路1號4樓
 E-mail:bt-pagy@mail.taipe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鶴宜, 許美惠著 978-986-01-6369-8 淬煉: 陳剩的演藝風華和她的時代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文林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235854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文林

北路155號
 E-mail:t68@mail.wise.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順興總編輯 978-986-01-6385-8 文林詩篇: 唐宋詩詞選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文獻會 連絡人:張忠和 電話:(02)25564966 傳真:(02)25501064

郵遞區號:103
地址:臺北市承德路二段

33號6-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邱莉慧等編 978-986-01-6312-4 西門紅樓百年故事書

9712 張德明等編輯.攝影 978-986-01-6605-7 創意族譜大賽優勝作品選輯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天文館 連絡人:黃千芳 電話:(02)28314551 傳真:(02)28314405

郵遞區號:111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基河

路363號
 E-mail:iixzwf@ta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北市立天文科學教育

館編
978-986-01-5623-2

天文年鑑. 2009

總計: 1種 2冊

北市天母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753230



e

e

e

郵遞區號:11157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天玉

街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江奕寬等作 978-986-01-6254-7 95行動天母

9711 李鍾慧等作 978-986-01-6257-8 96行動天母

總計: 2種 2冊

北市少年警察隊 連絡人:杜悌仁 電話:(02)23467601 傳真:(02)23467545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五段

1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少年

警察隊預防組著
978-986-01-7157-0

少年輔導個案工作成果彙編. 97年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連絡人:李彩霞 電話:(02)27022206 傳真:(02)27022307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352號11樓之3
 E-mail:tcoi@ms4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黃籌永等撰稿 978-986-83371-2-1 植體系統. 2009

總計: 1種 3冊

北市中山女中 連絡人:張馨仁 電話:(02)25073148 傳真:(02)25034549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長安東路二

段141號
 E-mail:alice@csghs.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

中學第八屆數理資優班
978-986-01-7448-9

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數理資優班專題研究報告.

第八屆

總計: 1種 2冊

北市中山國小 連絡人:吳英秀 電話:(02)29360935 傳真:(02)22342366



郵遞區號:1164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木柵

路一段292號
 E-mail:ruby.wu@m2.mjcskg.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英■, 張愛滋, 張書凱

編輯
978-986-84466-1-8

中山教師行動研究彙編. 2008

總計: 1種 1冊

北市仁愛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582236

郵遞區號:1147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文德

路66巷99號
 E-mail:no.no1@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耀文總策劃 978-986-84599-0-8 頤養園的私房菜

總計: 1種 1冊

北市孔廟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852730

郵遞區號:10369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大龍

街27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施淑梨執行編輯 978-986-01-7204-1 臺北市孔廟大龍峒文化季成果特輯. 2008年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民政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57682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編 978-986-01-7186-0 臺北市各區鄰里公園相關法令彙編

總計: 1種 2冊

北市西湖國小資優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996184

郵遞區號:1144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環山

路一段25號
 E-mail:ilr@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劉彥欣等作 978-986-01-5226-5 漣.疑: 專題研究論文集. 第十八屆



9709 李宥含作 978-986-01-5434-4 古風拂今月.落花

總計: 2種 2冊

北市法規會 連絡人:張學文 電話:(02)27287823 傳真:(02)27204368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9

樓東北區
 E-mail:web25000@wms1.taipe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編輯
978-986-01-5714-7

臺北市常用法規彙編(增訂本)

9712 林康年編輯 978-986-01-6634-7 國家賠償理論與實務. 2008

9712
陳柏菁, 許惠冠, 邱家梁

編輯
978-986-01-7121-1

臺北市消費者手冊

總計: 3種 9冊

北市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98997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

組編輯
978-986-01-5906-6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彙編

97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編 978-986-01-6566-1 臺北市政府外國人服務手冊

97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編 978-986-01-6567-8 臺北市政府外國人服務手冊(英文版)

97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編;

居留問題研究會譯
978-986-01-6568-5

臺北市政府外國人服務手冊(日本語版)

9712
臺北市政府訴願審議委

員會編
978-986-01-7149-5

訴願專論選輯: 訴願新制專論系列. 九

總計: 5種 10冊

北市空大校友會 連絡人:張雪琴 電話:(02)33931168 傳真:(02)33933855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杭州

南路二段93巷27-1號
 E-mail:shush.ync@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雪琴總編輯 978-986-85068-0-0 臺北市國立空中大學校友會慶祝成立十週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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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張雪琴總編輯 978-986-85068-1-7 慶祝本會成立十週年徵文比賽優勝作品專輯

總計: 2種 2冊

北市社教館 連絡人:張玉枝 電話:(02)25703471 傳真:(02)25707768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八德路三段

25號
 E-mail:tmseh@mail.tmse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徐一仁主編 978-986-01-6313-1 藝術&文學的盛宴: 市民講座. 38

總計: 1種 3冊

北市社會局 連絡人:蔡玉蓮 電話:(02)27256975 傳真:(02)27206503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編輯 978-986-01-6145-8 商業團體法規彙編

9712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早期

療育通報及轉介中心編
978-986-01-6167-0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早期療育資源手冊

9711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人民

團體科策劃編輯
978-986-01-6297-4

合作社法令輯要

9712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人民

團體科編輯
978-986-01-7113-6

臺北市財團法人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工作手冊

總計: 4種 8冊

北市松山工農 連絡人:郭兆育 電話:(02)27226616 傳真:(02)27581747

郵遞區號:1106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

東路五段236巷15號
 E-mail:exp_study@saihs.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貴生總編輯

978-986-01-5415-3
臺北市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行動研究高職

組成果集. 第九屆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49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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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6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四段692號6樓
 E-mail:den@healt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維政等編輯 978-986-01-6505-0 健康飲食手冊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美術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944104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中山北路三

段181號
 E-mail:www.tfa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劉永仁執行編輯 978-986-01-4496-3 圖騰與禁忌: 郭振昌個展

總計: 1種 2冊

北市南海實驗幼稚園 連絡人:王心玫 電話:(02)23022984 傳真:(02)23065740

郵遞區號:10860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西藏

路42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娟伶總編輯 978-986-01-5713-0 教師行動研究彙編. 二. 2008

總計: 1種 1冊

北市研考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93593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wa-0043@serv2.t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編
978-986-01-6953-9

臺北市政府人民申請案件處理時限表

9712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編
978-986-01-7230-0

臺北市研考工作手冊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家庭教育中心 連絡人:林秀如 電話:(02)25419690 傳真:(02)25418752

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

路110號5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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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玉玲總編輯

978-986-01-7044-3
家庭有愛四格繪本: 臺北市家庭教育課程設計參考資

料彙編. 97年度

9712
謝勝隆總編輯

978-986-01-7045-0
教師繪本路徑: 臺北市家庭教育課程設計參考資料彙

編. 97年度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商業處 連絡人:方會雅 電話:(02)27256477 傳真:(02)87894690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Taipei City Office of

Commerce
978-986-01-5513-6

What a wonderful city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產發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27288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

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徐立真採訪撰稿 978-986-01-6671-2 樂活山林嬉水邊: 臺北好精彩!

9712 汪俊寰執行編輯 978-986-01-6984-3 產經躍動: 臺北產經回顧與前瞻. 97年度

總計: 2種 10冊

北市都市更新處 連絡人:鄭翠娟 電話:(02)23572967 傳真:(02)2357290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一

段8號9樓
 E-mail:uroweb@uro.taipe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辛晚教著 978-986-01-7053-5 臺北孔廟禮制空間與大龍峒文化環境專題研究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教育大學儒學中心 連絡人:張穩蘋 電話:(02)23113040 傳真:(02)23710160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

西路1號
 E-mail:confucianism@tm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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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葉純芳, 張曉生主編 978-986-01-7209-6 儒學研究論叢: 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研究專號

9712 張曉生主編 978-986-01-7208-9 儒學與語文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2種 10冊

北市教育局 連絡人:林映舟 電話:(02)27208889 傳真:(02)27593380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jetlee1981@tpedu.t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潘美玲總編輯 978-986-01-5653-9 臺北市輔導溫馨案例. 97年度: 中輟.終輟: 以愛終輟

9710
曾文龍總編輯

978-986-01-5772-7
臺北市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行動研究徵件

暨成果發表會國中組作品集. 第九屆

9711
紀清珍總編輯

978-986-01-5904-2
臺北市新移民家庭親職教育學習之旅. 2008: 『寶貝一

家親 活力來學習 』成果彙編

9711
張衛族, 陳湘羚, 劉文姬

執行編輯
978-986-01-6011-6

童書在品格教育的應用

9712 吳清山等編輯 978-986-01-6250-9 校園建築與運動空間活化再利用

9712 吳青娟等編輯 978-986-01-6653-8 臺北市短期補習班班務行政作業手冊暨法令彙編

9712
楊柳淳總編輯

978-986-01-6761-0
臺北市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辦理國小英語教師專案培

訓成果彙編. 九十七學年度

9712 楊碧雲主編 978-986-01-7040-5 臺北市社區大學十年回顧與前瞻

9712 許秀娥主編 978-986-01-7432-8 兒童圖書資訊教學利用索引資源庫

9801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編輯 978-986-01-7454-0 臺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著作專輯. 96學年度

總計: 10種 20冊

北市教研中心 連絡人:簡麗玲 電話:(02)28626474 傳真:(02)26862675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陽明山建國

街2號
 E-mail:6929@tiec.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吳清山等編著; 吳美慧

總編輯
978-986-01-5455-9

優質新教育. 行政篇

9710
吳清山等編著; 吳美慧

總編輯
978-986-01-5456-6

優質新教育. 課程與教學篇



9710
吳清山等編著; 吳美慧

總編輯
978-986-01-5457-3

優質新教育. 校園營造篇

9711 吳金盛等編著 978-986-01-5721-5 國民教育法令與實務

9712 何淑鈴作 978-986-01-6154-0 蝸蝸樂

9712 周麗華研究 978-986-01-6155-7 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效應之研究

9712
黃碧研究

978-986-01-6156-4
永續校園環境改造與小校特色教學之研究: 以湖田國

小為例

9712 曾嘉業研究 978-986-01-6159-5 國小學童學習與記憶策略使用研究: 以心像策略教學

9712 林盈均研究 978-986-01-6162-5 提升學生寫作能力策略之研究: 以系統化教學設計為

9712
蕭文俊, 鐘明宏, 呂虹毅

研究
978-986-01-6163-2

數學自學班網路學習環境建置與其對學習影響之研究

9712 何淑鈴研究 978-986-01-6166-3 臺灣北部地區陸域貝類資源暨鄉土教學資源運用之研

9712
蔡佳霖, 陳淑芳研究

978-986-01-6181-6
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童實施體適能活動對身體自我概念

之研究

9712 黃素菲等編著 978-986-01-6260-8 生命大代誌: 十位教師的生命議題反思錄: 自由、死亡

總計: 13種 32冊

北市捷運局 連絡人:李章玫 電話:(02)25119425 傳真:(02)25218369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中山北路二

段48巷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瑛岳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827-4

冷凍工法. 四, 隧道接頭意外事故復原案例

9711

蕭永豐, 劉榮杰, 許人達

編撰; 臺北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編著

978-986-01-5828-1

高雄捷運技術諮詢服務成果報告

9712
吳沛軫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43-1

冷凍工法. 一, 新莊線過河段冷凍工法規劃設計與施工

97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44-8

冷凍工法. 二, 新莊線潛盾工作井冷凍工法施工與管理

實務

97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45-5

冷凍工法. 三, 新莊線道岔段冷凍與灌漿工法施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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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游澄發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49-3

壓入沉箱工法設計與施工

9712
張武訓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50-9

新莊線潛盾隧道穿越臺鐵高鐵結構工程

9712
祝惠美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68-4

內湖線高架車站建築造型設計

9712
陳俊宏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69-1

內湖線高架橋梁結構設計與施工

9712
鄭國雄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70-7

捷運北門站古蹟保護工程歷史記憶的真實: 清代機器

局與日治臺北工場之處理

9712
祝惠美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71-4

機場線臺北站聯開大樓建築基本設計概要

97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72-1

機場線臺北站聯開大樓壁樁設計與載重試驗

97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5973-8

機場線雙圓型潛盾隧道規劃設計

總計: 13種 26冊

北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連絡人:金珮 電話:(02)28587417 傳真:(02)28587416

郵遞區號:11261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關渡

路55號
 E-mail:service@wbs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關渡自然公園管理處作;

張真輔繪
978-986-85085-0-7

來啊!來啊~來關渡!

總計: 1種 1冊

北市國際菩提心佛畫協會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54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

北路313巷31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柯思名著 978-986-84774-1-4 菩提佛畫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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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國樂團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74286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延平南路98

號
 E-mail:sydney@tco.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楊立青作曲 978-986-01-5639-3 <<悲歌>>: (鋼琴伴奏版)

9711 鍾耀光作曲 978-986-01-5640-9 <<二胡協奏曲>>: (鋼琴伴奏版)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動物園 連絡人:林秋娟 電話:(02)29382300 傳真:(02)29382316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新光

路二段30號
 E-mail:msx04@zoo.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林達作 978-986-01-7118-1 裝滿溫馨的撲滿

總計: 1種 2冊

北市勞工局 連絡人:林佑錚 電話:(02)27287046 傳真:(02)27206656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5

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編 978-986-01-6424-4 勞動基準法暨施行細則(附勞工請假規則). 2009

9712 吳海燕總編輯 978-986-01-6435-0 臺北請再聽我說!: 外籍勞工詩文選集. 第八屆

9801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編 978-986-01-7137-2 專業單位員工事務管理服務手冊. 2009

總計: 3種 8冊

北市景興國小 連絡人:吳志鴻 電話:(02)29329438 傳真:(02)29312161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華

街150巷21號
 E-mail:spig@chps.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盧金鳳等執行編輯 978-986-01-2022-6 景興鐸聲. 第四期

9712 景興國小全體教師作 978-986-01-7168-6 景興鐸聲. 第五期

總計: 2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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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進出口公會 連絡人:陳志宏 電話:(02)25813521 傳真:(02)25423704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松江路350  E-mail:ieatpe@ieatpe.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游博超作 978-986-84093-4-7 大陸海關實用手冊及案例分析

總計: 1種 2冊

北市復興高中 連絡人:黃心華 電話:(02)28914131 傳真:(02)28959903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復興四路70

號
 E-mail:diana@ms1.fhsh.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臺北市立復興高中藝術

組編輯
978-986-01-7568-4

復興藝術.藝術復興: 臺北市立復興高級中學藝術類班

10週年紀念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發展局 連絡人:洪玉芳 電話:(02)27258290 傳真:(02)27593321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9

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Zhang Guo-Quan 978-986-01-7022-1 15 smile curves

總計: 1種 2冊

北市鄉土教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61652

郵遞區號:108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桂林

路64號
 E-mail:hcecservice@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978-986-01-5960-8 發現剝皮寮之美

9712 劉曾菊等[著] 978-986-01-6272-1 走讀臺灣 深耕鄉土: 教學活動教材設計甄選

9712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主辦 978-986-01-6638-5 臺灣醫療與教育發展展覽專刊

總計: 3種 6冊

北市農會 連絡人:郭小姐 電話:(02)27070612 傳真:(02)27555521



e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390號14樓
 E-mail:hmay@tf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詩音撰稿 978-986-81913-3-4 農情故事

9712 林詩音撰稿 978-986-81913-4-1 農情故事: 飛躍關渡平原

9712 林詩音撰稿 978-986-81913-5-8 農情故事: 尋基隆河舊事

9712 林詩音撰稿 978-986-81913-6-5 農情故事: 綻放草山光芒

9712 林詩音撰稿 978-986-81913-7-2 農情故事: 徜徉茶山綠蔭

9712 林詩音撰稿 978-986-81913-8-9 農情故事: 流連五指山徑

總計: 6種 12冊

北市臺北扶輪社 連絡人:劉淑真 電話:(02)23810986 傳真:(02)23831886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38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Rotary club of Taipei

978-986-84741-0-9
60 years of rotary movement in Taiwan: celebrating 60th

charter anniversary of rotary club of Taipei

總計: 1種 4冊

北市圖 連絡人:高佳稜 電話:(02)27552823 傳真:(02)27064556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建國南路二

段12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麗君, 賴羿君執行編 978-986-01-7010-8 臺北市立圖書館推廣活動彙編. 96年度

總計: 1種 2冊

北市衛生局 連絡人:謝曼麗 電話:(02)27287116 傳真:(02)27205260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美如執行編輯

978-986-01-5767-3
臺北健康城市深耕社區成果專刊. 2008: 活力臺北城,健

康最主動

9710 嚴祥鸞主編 978-986-01-5786-4 臺北市中山健康城市政策白皮書. 2008



e

9710 嚴祥鸞主編 978-986-01-5787-1 臺北市中山健康城市營造社區實錄. 2005-2008

9710 龔美文主編 978-986-01-5788-8 大安居大安

9710 夏林清, 呂慧珍總編輯 978-986-01-5789-5 延續傳統 健康未來: 萬華故事輯

9710 夏林清, 呂慧珍總編輯 978-986-01-5790-1 臺北市萬華健康城市營造實錄. 2005-2008

9710 夏林清, 呂慧珍總編輯 978-986-01-5791-8 臺北市萬華健康城市政策白皮書. 2008

9711 蔡素貞主編 978-986-01-5792-5 臺北市松山健康城市政策白皮書. 2008

9711
魏宏晉, 呂佩安撰稿; 蔡

素貞主編
978-986-01-5793-2

臺北市松山區社區營造實錄. 2005-2008

9711
王曼菱等撰稿; 蔡素貞

主編
978-986-01-5794-9

詩畫築夢: 彩繪幸福臺北松山

9710 嚴祥鸞主編 978-986-01-5795-6 臺北市中山健康城市營造成果故事輯

9710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797-0

Taipei Zhongshan healthy city ptofile. 2008

9710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798-7

Taipei Zhongshan healthy city community efforts. 2005-2008

9710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799-4

Taipei Zhongshan healthy city community stories

9711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800-7

Taipei Shongshan healthy city ptofile. 2008

9711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801-4

Taipei Shongshan health promotion report. 2005-2008

9710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802-1

Taipei Wanhua health promotion report

9710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803-8

Taipei Wanhua city ptofile. 2008

9711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804-5

Poems and paintings of Taipei Songshan

9710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1-5805-2

Pass on our traditions, make a healthy future. The stories of

Wanhua

總計: 20種 40冊

北市學學文化創意基金會連絡人:胡宗香 電話:(02)87516898 傳真:(02)87519889



e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堤頂

大道二段20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考門夫人(Mrs. Cowman)

作
978-986-84765-1-6

荒漠甘泉

總計: 1種 1冊

北市濱江國小 連絡人:賴清國 電話:(02)85021571 傳真:(02)85011146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樂群

二路266巷9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賴清國總編輯 978-986-01-7241-6 濱江國小教育創新與行動研究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北市雙清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周湘儀 電話:(02)23451218 傳真:(02)23451559

郵遞區號:1104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平

路50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宏實等作 978-986-83139-2-7 30古吧. 2008

總計: 1種 1冊

北市觀光傳播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05378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譽馨總編輯 978-986-01-6317-9 Made in Taipei: 臺北品牌故事

總計: 1種 2冊

北門高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22
地址:臺南縣佳里鎮六安

里26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楊宏裕主編 978-986-01-4380-5 北門高中跨校網讀精選. 96年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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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楊宏裕主編 978-986-01-6037-6 教育部高級中學校長會議會議實錄. 97學年度

總計: 2種 2冊

北縣三重市公所 連絡人:陳順友 電話:(02)29814887 傳真:(02)29832860

郵遞區號:241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中山

路10號
 E-mail:ha2@mail.tph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三重市立圖書館編輯 978-986-01-6715-3 城市之窗: 三重市文學獎全集. 第五屆

總計: 1種 2冊

北縣三重高中 連絡人:賴來展 電話:(02)29770843 傳真:(02)29789699

郵遞區號:24144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集美

街2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江書良研究主持

978-986-01-5751-2
臺北縣教育局行動研究論文. 97年度: 三重高中校名議

題之研究

總計: 1種 2冊

北縣文化局 連絡人:徐永賢 電話:(02)22534412 傳真:(02)22535932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

路一段161號28樓
 E-mail:tpc36102@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歐秀文, 曹君武執行主 978-986-01-5699-7 藝企相挺: 臺北縣藝術家作品展覽暨藝企交流. 2008

9712
閻亞寧主持

978-986-01-5753-6
臺北縣縣定古蹟海山神社殘蹟、中和瑞穗配水池調查

研究及修復計畫

9711 李乾朗計畫主持 978-986-01-5877-9 臺北縣歷史建築樹林聖蹟亭調查研究及修復計畫

9711
邵西川計畫主持

978-986-01-6097-0
臺北縣第二級古蹟滬尾砲臺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暨施

工紀錄

總計: 4種 8冊

北縣文史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18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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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143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

路2段121巷10號1樓
 E-mail:cablegiant@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夏聖禮編著 978-986-80991-4-2 雙城記: 新店市頂城、下城里人文風情

9712 夏聖禮編著 978-986-80991-5-9 臺北屈尺道: 百年尋跡

總計: 2種 4冊

北縣及人高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126083

郵遞區號:23159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興

路1號
 E-mail:hsia@cjsh.tp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方錡煌等作; 及人中學

圖書館編
978-957-28638-1-7

二十世紀人類知識重要的發現導讀. 續編

總計: 1種 1冊

北縣民安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030281

郵遞區號:242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民安

路26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朱富榮總編輯 978-986-01-6038-3 鄉土教育在民安.耕耘收穫在2008

總計: 1種 2冊

北縣府 連絡人:鍾如玲 電話:(02)29603456 傳真:(02)29670423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

路一段161號
 E-mail:ah3892@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臺北縣政府長期照顧管

理中心著
978-986-01-5462-7

長期照顧服務手冊: 臺北縣政府長期照顧管理中心.

2008

9710
王明玲等策劃編輯

978-986-01-5749-9
臺北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行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參

考教材. 國高中篇: 第三主題課程: 家庭倫理

9710
王明玲等策劃編輯

978-986-01-5750-5
臺北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行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參

考教材. 國小篇: 第三主題課程: 家庭倫理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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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李乾朗撰述 978-986-01-5919-6 續修臺北縣志. 卷九, 藝文志. 第二篇, 美術工藝

9712 吳望如撰文 978-986-01-6339-1 臺北縣剪紙比賽成果專輯. 第三屆

9712 王振軒總編輯 978-986-01-6475-6 北縣樂活MALL & MORE: 臺北縣政府便民手冊

9712 陳浙雲總編輯 978-986-01-6692-7 親子悅讀趣

9712 俞麗娜等編輯 978-986-01-6693-4 打開繪本彩繪童年大班指導手冊

9712 俞麗娜等編輯 978-986-01-6694-1 打開繪本彩繪童年大班學習手冊

9712 俞麗娜等編輯 978-986-01-6695-8 打開繪本彩繪童年中班指導手冊

9712 俞麗娜等編輯 978-986-01-6696-5 打開繪本彩繪童年中班學習手冊

9712 吳望如, 杞宜蓁總編輯 978-986-01-7242-3 臺北縣學生美展專輯. 97學年度

總計: 12種 29冊

北縣昌隆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929654

郵遞區號:24246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昌隆

街6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崇儒, 楊淑玲, 古秀霞

彙編
978-986-01-7181-5

語文學習一路發(168)

總計: 1種 2冊

北縣客家事務局 連絡人:吳欣怡 電話:(02)26729996 傳真:(02)26718660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

路一段161號2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宗仁, 黃子堯著 978-986-01-6645-3 行到新故鄉: 新莊、泰山的客家人

9803 吳德亮著.攝影 978-986-01-7687-2 客鄉找茶: 兩岸客家茶文化

總計: 2種 4冊

北縣淡水古蹟博物館 連絡人:黃鈺惠 電話:(02)26231001 傳真:(02)26231116

郵遞區號:251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

路28巷1號
 E-mail:ab8800@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國棟編輯 978-986-01-6165-6 法國年特展. 2008: 『滬尾砲響.清法印記: 西仔反』



e

e

9711
黃瑞茂計畫主持

978-986-01-6276-9
埔頂歷史風貌特定區都市設計計畫暨古蹟周邊都市設

計審議原則與準則擬定計畫

9711
黃瑞茂計畫主持

978-986-01-6275-2
埔頂歷史風貌特定區都市設計計畫暨古蹟周邊都市設

計審議原則與準則擬定計畫

9711
黃瑞茂計畫主持

978-986-01-6274-5
埔頂歷史風貌特定區都市設計計畫暨古蹟周邊都市設

計審議原則與準則擬定計畫

9712 黃士娟計畫主持 978-986-01-6304-9 淡水地區文化資產(有形文化財)普查計畫

9801 黃繁光著 978-986-01-6841-9 風起雲湧時: 首位臺籍氣象官周明德平生所見所聞

總計: 6種 13冊

北縣教育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584089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

路一段161號2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曾秀珠總編輯 978-986-01-4930-2 他鄉日久變故鄉: 臺北縣新住民成人基本教育影片教

9712 劉和然總編輯 978-986-01-6393-3 多元文化繪本. 東南亞篇

總計: 2種 4冊

北縣頂溪國小 連絡人:陳勇男 電話:(02)29212058 傳真:(02)29281430

郵遞區號:23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文化

路133號
 E-mail:t014642@mail.tp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秉富等撰稿 978-986-01-6067-3 美麗新校園: 彩藝虹光

總計: 1種 2冊

北縣勞工局 連絡人:許慈敏 電話:(02)29603456 傳真:(02)29670652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正

路一段161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臺北縣政府勞工局編 978-986-01-5121-3 勞資會議宣導手冊

9712 許秀能總編輯 978-986-01-5536-5 性別工作平等法宣導手冊

9712 許秀能總編輯 978-986-01-7167-9 勞資爭議類型化個案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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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6冊

北縣復興商工 連絡人:歐紹合 電話:(02)29262121 傳真:(02)29230186

郵遞區號:23451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秀朗

路一段201號
 E-mail:Itm@mail.fhvs.tp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聰明總編輯 978-986-84234-1-1 彩繪文化.憶古蹟. 2009

總計: 1種 5冊

北縣新店市公所 連絡人:邱珮君 電話:(02)29175337 傳真:(02)29119304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

路一段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麗恂, 江滿麗執行編 978-986-01-6620-0 美麗新店閱讀年比賽優勝作品集. 2008

總計: 1種 3冊

北縣新聞處 連絡人:吳美瑩 電話:(02)29603456 傳真:(02)29678326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

路一段161號6樓
 E-mail:ah7450@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曹凱玲, 吳美瑩執行編 978-986-01-6655-2 北縣開麥啦

總計: 1種 2冊

北縣樹林市美術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879898

郵遞區號:23847
地址:臺北縣樹林市樹新

路28巷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臺北縣樹林市美術協會

企劃執行
978-986-84603-0-0

綻放異彩: 樹林水墨書法畫集

總計: 1種 1冊

北縣選委會 連絡人:陳清青 電話:(02)29541900 傳真:(02)29570643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光環

路二段32號
 E-mail:note01@ms3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臺北縣選舉委員會第一

組編
978-986-01-5073-5

立法委員選舉與全國性公民投票第3案、第4案臺北縣

選務實錄. 第7屆

9710
臺北縣選舉委員會第一

組編
978-986-01-5074-2

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與全國性公民投票第5案、第6

案臺北縣選務實錄

總計: 2種 4冊

北縣擎天青年協會 連絡人:張理事長 電話:(02)23651470 傳真:(02)23676514

郵遞區號:23450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永利

路81巷2弄8號4樓
 E-mail:company-paul@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北縣擎天青年協會文

史工作小組編
978-986-81920-2-7

眷村二■■八臺北縣地方文史研究, 眷村

總計: 1種 1冊

北縣鶯歌陶瓷博物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6774140

郵遞區號:239
地址:臺北縣鶯歌鎮文化

路2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王亞婷策展主編; 吳德

民.王維潔英文翻譯
978-986-01-5297-5

創意生活.陶瓷新品評鑑展. 2008

9712 林珊如主編 978-986-01-6544-9 牛轉乾坤-己丑陶牛展: 全國生肖陶藝競賽

9712 林柔安策展主編 978-986-01-6863-1 非分之想: 陶瓷與異質媒材特展

9801 郭雅眉作 978-986-01-7441-0 璀璨年代: 郭雅眉創作作品專輯

總計: 4種 8冊

田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136328

郵遞區號:10599
地址:臺北市郵政信箱

13-97號
 E-mail:uclick@ms7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1 金沐灶著 978-986-81058-1-2 他山情

總計: 1種 1冊

史政編譯室 連絡人:賴仁豪 電話:(02)25327399 傳真:(02)25327393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北安路80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彭大年主編 978-986-01-6065-9 眷戀: 後備眷村

9712 劉鳳祥主編 978-986-01-6525-8 眷戀: 聯勤眷村

9802 郭冠麟主編 978-986-01-7561-5 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述歷史

9802
郭冠麟主編

978-986-01-7562-2
The immortal flying tiger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總計: 4種 8冊

史博館 連絡人:李素真 電話:(02)23610270 傳真:(02)23610171

郵遞區號:300 地址:臺北市南海路49號  E-mail:susan@nm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洪侃編撰; 楊恩生主編;

金振寧, 金振玄, 宋敏翻
978-986-01-5451-1

臺灣水彩100年

9711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5491-7

所寶惟賢: 爽伯文物鑑賞

9710
巴東等作; 國立歷史博

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1-5524-2

當前藝術發展之觀察與省思: 美學、經濟與博物館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

9710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5565-5

骨文金貌.日本福岡:一墨會書法展

9710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5632-4

滄海一粟: 古今書畫拾穗

9711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5986-8

生命之歌: 黃媽慶木雕展

97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6231-8

絲路傳奇: 新疆文物大展

97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6237-0

全國書法春秋大賽優勝作品集. 第九屆



9712

胡懿勳, 郭暉妙主訪編

撰;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

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1-6570-8

陳其寬: 構築意繪

97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6718-4

妙契同塵: 張穆希書法集

97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6803-7

十相自在: 藏傳佛教藝術唐卡

9712
周旻樺文; 國立歷史博

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1-7035-1

東來西往.駝鈴響叮噹: 看見新疆文物

97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7360-4

錯鼎鏤盤: 金銀工藝美術

9801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7528-8

■均油畫藝術展

980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7612-4

孫家勤畫集

980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7627-8

瀚海藏珍: 中華文物學會30週年紀念展

980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01-7664-3

原鄉陶夢: 蔡爾平彩鑲瓷暨陶藝創作

總計: 17種 34冊

四章堂文化 連絡人:歐玲如 電話:0935164725 傳真:(02)87917607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二段41號12樓之3
 E-mail:hankafu88882000@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薄喬萍編著 978-986-84339-2-2 多元迴歸分析: 影響點偵測與缺適性檢定

總計: 1種 5冊

四塊玉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74355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

路二段213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妙清居士作 978-986-84860-0-3 與財神有約

9801 池宗憲著 978-986-84860-1-0 池宗憲茶饞

9802 壹週刊美食旅遊組著 978-986-84860-2-7 美食壹之選. 2009

總計: 3種 3冊

生物技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25181

郵遞區號:22180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康寧

街169巷1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

中心著
978-957-8514-84-3

臺灣生技產業名錄. 2008

9711
湯谷清, 許毓真, 秦慶瑤

撰寫
978-957-8514-85-0

從生技藥品發展趨勢看我國藥物開發之機會

9712 巫文玲, 廖宜建撰寫 978-957-8514-86-7 文明病開創的藥物新商機: 中樞神經藥物

9712 陳麗敏, 羅淑慧著 978-957-8514-87-4 亞太地區藥廠成功轉型經驗予我國之借鏡

9711 劉祖惠, 黃詩芳著 978-957-8514-88-1 從優質生活需求看醫藥品、保健品及藥妝品之商機

總計: 5種 10冊

生活家出版事業 連絡人:李冠嘉 電話:(04)23508398 傳真:(04)23502353

郵遞區號:4076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

一路98-26號13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劉添仁, 黃士峰作; 蘇雅

一主編
978-986-7114-22-8

中餐考照學術科教戰守策

9711 中華餐旅協會作 978-986-7114-34-1 五星級主廚私房菜: 16位五星級飯店名廚 私房料理大

9709
黃阿珠, 鄭玉媚, 阮國豪

菜式主饌
978-986-7114-43-3

素食考照學術科教戰守策

9710 林廷隆, 李冠嘉作 978-986-7114-45-7 日本流行法式蛋糕的51堂課

9712 中華餐旅協會作 978-986-7114-47-1 老饞遊記. 2009

9712 李冠嘉作 978-986-7114-48-8 飲食採購年鑑

總計: 6種 7冊



失蹤兒童少年資料管理中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202312

郵遞區號:40342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路

一段98-1號2樓
 E-mail:missing@cwl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武雄總編 978-986-85054-0-7 少年轉大人: 青少年自保手冊

總計: 1種 1冊

禾馬文化 連絡人:袁品袖 電話:(02)66395508 傳真:(02)66365508

郵遞區號:1108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

東路五段508號4樓之1
 E-mail:julia@homerpublish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蔡小雀著 978-986-214-362-9 戚少爺的人馬

9709 鈴噹著 978-986-214-363-6 情人心相印

9709 連亞麗著 978-986-214-364-3 先上車不補票

9709 庭妍著 978-986-214-365-0 冷漠枕邊人

9709 歐靜著 978-986-214-366-7 愛上大魔王

9709 元媛著 978-986-214-367-4 小姐慢吞吞

9709 糖■著 978-986-214-368-1 秋之情

9709 茱倩著 978-986-214-369-8 王子真孤傲

9709 米果花著 978-986-214-370-4 我愛小帥妹

9709 陶汐語著 978-986-214-371-1 霜葉飛

9709 米璐璐著 978-986-214-372-8 融化嗆蜜糖

9709 喵喵著 978-986-214-373-5 鋼管情人

9709 唐菱著 978-986-214-374-2 小氣惡夫

9709 單煒晴著 978-986-214-375-9 水家天香

9709 夏琳娜著 978-986-214-376-6 災星的剋星

9709 九妹著 978-986-214-377-3 值回票價挑上妳

9709 舒格著 978-986-214-378-0 大發慈悲

9709 路那著 978-986-214-379-7 當給你

9709 茱倩著 978-986-214-380-3 狂傲公子

9709 蘇打著 978-986-214-382-7 風流門政爺

9709 安祖緹著 978-986-214-383-4 失心劫



9709 月嵐著 978-986-214-384-1 賣身小女傭

9709 四月著 978-986-214-385-8 先生的笨園丁

9709 金吉著 978-986-214-386-5 貴公子的醜聞

9709 芃羽著 978-986-214-387-2 美人咒

9709 綠痕著 978-986-214-388-9 地字六號房

9709 楚月著 978-986-214-389-6 說好不結婚

9709 金碧著 978-986-214-390-2 來自異國的貢品

9710 憐憐著 978-986-214-391-9 想我絕對百分百

9710 糖■著 978-986-214-392-6 可愛女僕來報到

9710 若歡著 978-986-214-393-3 惡男心中的鬼靈精

9710 庭妍著 978-986-214-394-0 邪氣監護人

9710 蘇打著 978-986-214-395-7 偷個邪惡冷公主

9710 安祖緹著 978-986-214-396-4 憐卿卿

9710 橙心著 978-986-214-397-1 復仇的誘惑

9710 陶汐語著 978-986-214-398-8 真愛大無敵

9710 殷亞悅著 978-986-214-399-5 浪子難搞定

9710 蔡小雀著 978-986-214-400-8 麒麟皇的東宮

9710 葉霓著 978-986-214-401-5 嬌女休夫

9710 鈴噹著 978-986-214-402-2 我的柔嬌妻

9710 單煒晴著 978-986-214-403-9 水家明珠

9710 連亞麗著 978-986-214-404-6 下一次戀愛

9710 夏琳娜著 978-986-214-405-3 上窮碧落下黃泉

9710 艾星著 978-986-214-406-0 野蠻淑女

9710 茱倩著 978-986-214-407-7 富貴公子

9710 九妹著 978-986-214-408-4 像個男人也愛妳

9710 綺萱著 978-986-214-409-1 勾引好男人

9710 芹菜著 978-986-214-410-7 相爺的愛妻

9710 月嵐著 978-986-214-411-4 陰錯陽差

9710 四月著 978-986-214-412-1 英雄搞不定

9710 金吉著 978-986-214-413-8 暴君的解語花

9710 蜜見著 978-986-214-414-5 冷總裁的剋星

9710 歐靜著 978-986-214-415-2 好想嫁給你



9710 辛琪著 978-986-214-416-9 私通

9710 楚月著 978-986-214-417-6 開始懂了

9710 唐菱著 978-986-214-418-3 誘人惡男

9710 韓媛著 978-986-214-419-0 惡魔的禁斷情挑

9710 綵兒著 978-986-214-420-6 情誘茉香

9710 元媛著 978-986-214-421-3 公子你有種

9710 金碧著 978-986-214-422-0 來自異海的獻禮

9710 決明著 978-986-214-423-7 龍飛鳳五

9710 凌淑芬著 978-986-214-424-4 烽火. 二, 拓荒

9710 十三妖著 978-986-214-425-1 一千零一夜

9710 決明著 978-986-214-426-8 意萌

9710 決明著 978-986-214-427-5 愛苗

9710 決明著 978-986-214-428-2 情荳

9710 決明著 978-986-214-429-9 心芽

9711 陶汐語著 978-986-214-430-5 滕王姬

9711 綺綺著 978-986-214-431-2 我的愛情不特價

9711 吉祥著 978-986-214-432-9 俊美怪祕書

9711 若歡著 978-986-214-433-6 惡魂買來的小圓月

9711 黑潔明著 978-986-214-434-3 悶燒大天使

9711 芃羽作 978-986-214-435-0 癡心魂

9711 君卉著 978-986-214-436-7 念念陌生人

9711 九妹著 978-986-214-437-4 失去記憶換回妳

9711 茱倩著 978-986-214-438-1 風流公子

9711 楚月著 978-986-214-439-8 舊情人

9711 單煒晴著 978-986-214-440-4 水家金釵

9711 十三妖著 978-986-214-441-1 蝸牛與黃鸝鳥

9711 傅鈺著 978-986-214-442-8 甜美救贖

9711 嘉恩著 978-986-214-443-5 遇丐天下富貴到

9711 樂顏著 978-986-214-444-2 藏嬌

9711 綵兒著 978-986-214-445-9 獨鍾千金

9711 荳莎著 978-986-214-446-6 激情熱夢

9711 喵喵著 978-986-214-447-3 天羅地網守候妳



9711 安祖緹著 978-986-214-448-0 憶千結

9711 月嵐著 978-986-214-449-7 大老闆愛野丫頭

9711 四月著 978-986-214-450-3 英雄耍心機

9711 憐憐著 978-986-214-451-0 疼我要分分秒秒

9711 盤絲著 978-986-214-452-7 萬能祕書

9712 茱倩著 978-986-214-453-4 妙手公子

9711 蜜見著 978-986-214-381-0 邪總裁的對手

9711 歐靜著 978-986-214-454-1 就是喜歡你

9711 金碧著 978-986-214-455-8 來自異域的祭品

9711 蘇打著 978-986-214-456-5 矇個悶騷壞痞子

9712 月嵐著 978-986-214-457-2 夫人別想逃

9712 庭妍著 978-986-214-458-9 狂傲同居人

9712 若歡著 978-986-214-459-6 惡客掌裡的小核桃

9712 安祖緹著 978-986-214-460-2 冤家鬥

9712 七喜著 978-986-214-461-9 百萬負家女

9712 米璐璐著 978-986-214-462-6 黑心小女傭

9712 陶汐語著 978-986-214-463-3 綺羅香

9712 雪珈著 978-986-214-464-0 窗邊的男孩跳過來

9712 胖芙著 978-986-214-465-7 情纏日月

9712 綺綺著 978-986-214-466-4 情字訣

9712 四月著 978-986-214-467-1 英雄愛發火

9712 凌淑芬著 978-986-214-468-8 烽火. 三, 傳承

9712 決明作 978-986-214-469-5 鏡花水月

9712 連亞麗著 978-986-214-471-8 偏見

9712 夏已涼著 978-986-214-472-5 上課中專心愛

9712 十三妖著 978-986-214-473-2 二分之一

9712 單煒晴著 978-986-214-474-9 水家風華

9712 楚月著 978-986-214-475-6 擱淺

9712 舒格著 978-986-214-476-3 光風霽月

9712 樂芙著 978-986-214-477-0 病貓愛老虎

9712 季璃著 978-986-214-478-7 美人馭蠻郎

9801 茱倩著 978-986-214-480-0 優雅公子



9801 樂芙著 978-986-214-481-7 誘惑小蘿莉

9712 辛琪著 978-986-214-482-4 私衷

9712 元媛著 978-986-214-483-1 先生離我遠一點

9712 蕭宣著 978-986-214-484-8 四爺的替身妻

9801 韓媛著 978-986-214-485-5 惡魔的焚心絕愛

9801 夏已涼著 978-986-214-487-9 確定前請稍等

9801 默嬋著 978-986-214-489-3 手心的太陽

9801 葉小嵐著 978-986-214-490-9 狂人戀妖精

9801 夏娃著 978-986-214-491-6 美人香

9801 單煒晴著 978-986-214-492-3 水家千嬌

9801 嘉恩著 978-986-214-493-0 遇賊天下好運到

9801 葉霓著 978-986-214-494-7 爺兒的恩寵

9801 若歡著 978-986-214-496-1 惡日拋棄的小媳婦

9801 安祖緹著 978-986-214-497-8 鎖芳心

9801 月嵐著 978-986-214-498-5 妻子別亂跑

9801 金吉著 978-986-214-499-2 難捨的羈絆

9801 憐憐著 978-986-214-500-5 花兒別偷跑

9801 米璐璐著 978-986-214-501-2 壞心前男友

9801 熊苺著 978-986-214-502-9 孤女情婦

9801 菲比著 978-986-214-503-6 冷掌櫃的選擇

9801 唐菱著 978-986-214-504-3 純情惡漢

9801 曼綠著 978-986-214-505-0 不要甜姊兒

9801 蕭宣著 978-986-214-506-7 皇商的乞兒妻

9801 元媛著 978-986-214-507-4 甜心求求妳愛我

9801 四月著 978-986-214-508-1 魁君奪花

9801 蜜見著 978-986-214-509-8 分手後才愛妳

9801 庭妍著 978-986-214-510-4 戀你一輩子

9801 玫瑰著 978-986-214-511-1 最好別太理智

9801 陶汐語著 978-986-214-512-8 寄名符

9801 熊苺著 978-986-214-513-5 極品棄婦

9801 喵喵著 978-986-214-514-2 千方百計勾引你

總計: 148種 148冊



x白雲 連絡人:釋若迦 電話:(07)3461929e 傳真:(07)3419536

郵遞區號:8136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

路542號1樓
 E-mail:bookstore.cfs@xuite.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白雲老禪師著 978-986-84782-0-6 妙法蓮華經決疑

9801 白雲老禪師著 978-986-84782-1-3 觀行法要

9801 白雲老禪師著 978-986-84782-2-0 尋道的人

9801 白雲老禪師作 978-986-84782-3-7 禪和遺痕

9801 白雲老禪師作 978-986-84782-4-4 禪的轉句

9802 白雲老禪師著 978-986-84782-5-1 雲水悠悠

總計: 6種 6冊

白象文化 連絡人:楊媛婷 電話:(04)22652939 傳真:(04)22651171

郵遞區號:40253
地址:臺中市南區福新街

96號
 E-mail:mayday5@vita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何美瑤著 978-986-6820-27-4 愛在生命裡翱翔

9706 林雅櫻著 978-986-6820-45-8 我的私房拼布

9704 劉正著 978-986-6820-46-5 獵殺運動彩券: 大聯盟篇MLB

9704 汪裕順著 978-986-6820-47-2 平凡人的修行: 人生的真相及煩惱的減輕

9705 五餅二酒著 978-986-6820-48-9 五餅二酒

9705 李慰慈著 978-986-6820-49-6 什一奉獻的祝福

9705
游原銘著

978-986-6820-50-2
32天超激速外語學習法: 掌握必勝公式,戰勝學外語的

『惰性』

9706 林峰丕著 978-986-6820-51-9 快樂生活並不難

9705 小魔著 978-986-6820-52-6 漫遊埃及背包客

9708 Miss Minnow著 978-986-6820-54-0 Love翹翹板

9707 凌予著 978-986-6820-55-7 癌來,我是素人畫家: 從重症逆境中成長的身心靈滋養

9707 杜蘭熊著 978-986-6820-56-4 希臘神話與醫學

9706 陳衛華作 978-986-6820-57-1 醫師的健康法寶

9707 張孝允著 978-986-6820-58-8 張厲生: 光風霽月品格高潔的國家重臣



9708 林俊良著 978-986-6820-59-5 大老二高手祕技

9709 盛小蔚著 978-986-6820-60-1 冬季奏鳴曲

9708 雲天著 978-986-6820-63-2 世界在我的眼眸起落

9710 彭瑞鳳作 978-986-6820-67-0 親愛的聖靈

9711 李依華著 978-986-6820-68-7 A real guide to living & studying abroad in oz

9710 江志正著 978-986-6820-69-4 經驗驚艷麥迪遜

9709 武家弘著 978-986-6820-72-4 青澀少年時

9711
林穆嚴口述; 周富美, 水

邊整理撰述
978-986-6820-74-8

林穆嚴: 謙和樂仁 律師之光

9711 趙守棋著 978-986-6820-76-2 阿棋去當兵: 我在海鵬一一七師部隊服役的日子

9711 胡俊熊著 978-986-6820-77-9 胡志明生平考

9711 劉正著 978-986-6820-81-6 獵殺運動彩券. 美國職籃篇NBA

9711 呂不著 978-986-6820-84-7 山鄉曆日: 食水嵙客庄風情

9712 吳翔逸著 978-986-6820-91-5 柔情大林

9712 吳炳輝著 978-986-6820-92-2 清代臺灣古典詩賦中的史蹟與名勝

9801 林柏裕著 978-986-6820-98-4 小確幸

總計: 29種 29冊

外交部 連絡人:黃萬成 電話:(02)23482203 傳真:(02)23719033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凱達格蘭大

道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外交部禮賓司編輯 978-986-01-6632-3 有禮走天下: 國際禮儀手冊

總計: 1種 2冊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委員會連絡人:施維鈞 電話:(02)2342016 傳真:(02)2371570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凱達格蘭大

道2號
 E-mail:mofango@mof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喜瑪拉雅基金

會編
978-986-01-6538-8

NGO國際參與成果彙編: 深耕臺灣 邁向國際

總計: 1種 2冊



e

e

外貿協會 連絡人:顏汎如 電話:(02)27255200 傳真:(02)27576828

郵遞區號:1101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333號5-7樓
 E-mail:inform@cetr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馬謙如, 樊語婕撰述 978-957-495-203-8 商旅秘笈. 亞太.中東.非洲篇

總計: 1種 1冊

外銷企業協進會 連絡人:原弘毅 電話:(02)27136920 傳真:(02)27130115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三段285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

會主編
978-986-84103-1-2

國際行銷1000題庫

總計: 1種 1冊

必中 連絡人: 電話:(04)22778487 傳真:(04)22754462

郵遞區號:40254
地址:臺中市南區國光路

447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鄧韻梅著 978-957-41-6125-6 深院鎖清秋

9803 鄧韻梅編著 978-957-41-6176-8 中國思想史精要

總計: 2種 2冊

司法院 連絡人:吳佳燕 電話:(02)23618577 傳真:(02)23886904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

段124號
 E-mail:herow@judicial.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司法院行政訴訟及懲戒

廳編輯
978-986-01-5923-3

公務員懲戒制度相關論文彙編

9711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編 978-986-01-6158-8 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一

9710 司法院參事室編輯 978-986-01-6192-2 司法院法規沿革彙編



e

9712 司法院[編] 978-986-01-6691-0 守護憲法60年

9712 司法院刑事廳編輯 978-986-01-7305-5 冤獄賠償相關法令彙編

總計: 5種 10冊

弘祥 連絡人:楊珮琪 電話:(04)22058561 傳真:(04)22033724

郵遞區號:40447
地址:臺中市北區育德路

25號
 E-mail:ru.ho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林溪和著 978-986-83674-6-3 領臺時代に感念

總計: 1種 1冊

弘揚圖書 連絡人:林子凱 電話:(02)32341503 傳真:(02)32347698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482巷19號2樓
 E-mail:book0653@ms5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哲榕編著 978-986-7153-70-8 磁羅經

9710 黃郁東, 黃景威編著 978-986-7153-71-5 配線設計

9710 紫煌編著 978-986-7153-72-2 結構學歷屆試題全解. 2006-2008

總計: 3種 3冊

弘雅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64000

郵遞區號:1047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復興

北路386號
 E-mail:editor@sanm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弘雅圖書辭典編輯委員

會編著
978-986-81135-3-4

精解國語辭典

總計: 1種 1冊

民生報事業處 連絡人:陳玉金 電話:(02)27631000 傳真:(02)27493969

郵遞區號:1100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

東路四段555號7樓
 E-mail:yujin.chen@udngroup.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e

9712 詹冰著; 劉旭恭圖 978-986-83893-9-7 誰在黑板上寫ㄅㄆㄇ

9711 楊冬青編著; 趙國宗繪 978-986-84802-0-9 有趣的神

9711 李潼著 978-986-84802-1-6 魚藤號列車長

9712 殷健靈作; 吳孟芸繪 978-986-84802-2-3 畫框裡的貓: 出逃

9803 亞平著; 貝果圖 978-986-84802-3-0 阿咪撿到一本書

總計: 5種 8冊

加捷科技 連絡人:林麗鳳 電話:(07)9700568e 傳真:(07)8155681

郵遞區號:80672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擴建

路1-18號1樓
 E-mail:tracy@mail.yenyo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鍾祥鳳編著 978-986-81099-3-3 加捷人: 邁向健康快樂和成功

總計: 1種 1冊

加樺國際 連絡人:江美紅 電話:(02)22782816 傳真:(02)22782815

郵遞區號:1054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族

東路743號
 E-mail:carrie@bookcit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羅子洋作 978-986-6551-11-6 jQuery UI & plugins

9712 林佳生作 978-986-6551-12-3 企業資訊王: Access進銷存讓公司獲利變簡單

9801 周國真作 978-986-6551-14-7 紅火のFlash CS4動畫學園祭

9801 elearningDJ作 978-986-6551-17-8 UniGraphics NX6實戰演練

9801 廖彥傑作 978-986-6551-20-8 原來AutoCAD應該這樣用: 現學現賣ACAD

總計: 5種 5冊

台科大圖書 連絡人:楊清淵 電話:(02)29085945 傳真:(02)29081366

郵遞區號:24257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

路649號七樓
 E-mail:michael@tiked.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楊玉清, 郭靜編 978-986-129-892-4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 專業歷屆試題分類精解. 一、二

9708 以諾編著 978-986-129-903-7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 機械力學跨越講義模擬測驗試題

9708 張盛進編著 978-986-129-908-2 升科大四技: 工程材料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709 林楓編著 978-986-129-909-9 升科大四技動力機械群: 應用力學升學寶典

9708
黃傑編著

978-986-129-910-5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模擬測

驗試題詳解. I

9708
劉風源, 黃汶晨, 李孟宏

編著
978-986-129-913-6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製圖學科檢定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709 李勝凱等著 978-986-129-914-3 升科大四技: 數學超越講義解析本. B

9710 李勝凱等著 978-986-129-915-0 升科大四技: 數學超越講義. B

9710 李勝凱等著 978-986-129-916-7 升科大四技: 數學超越講義精解. B

9709
汪深安編著

978-986-129-922-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 跨越基本電學模擬測驗試

題詳解

9710 范之薰編著 978-986-129-924-2 升科大四技餐旅群: 飲料與調酒升學寶典

9709 孔決良著 978-986-129-928-0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 機械基礎實習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710 林孟郁, 邱佳椿著 978-986-129-936-5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學含實習跨越講義

9710 林孟郁, 邱佳椿著 978-986-129-937-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學含實習跨越講義詳

9710 曾順編著 978-986-129-939-6 生活科技. 家庭電器修護篇

9710 張誠編著 978-986-129-940-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 製圖實習升學寶典

9709 張誠編著 978-986-129-941-9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 製圖實習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710
黃傑編著

978-986-129-942-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模擬測

驗試題詳解. II

9710
賴鴻州, 盧宏男, 劉福田,

WonDerSun編著
978-986-129-943-3

專題製作. 智高篇

9710
先勝工作室, 資訊應用

研究室編著
978-986-129-944-0

ACA多媒體核心應用能力國際認證教材: Dreamweaver

8

9710 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978-986-129-945-7 升科大四技電子類: 基本電學含實習模擬測驗試題詳

9710
蘇淑慧, 韓京倫, 張秀娟

編著
978-986-129-946-4

升科大四技幼保類: 幼兒教保概論與實務升學寶典

9711 耿立虎編著 978-986-129-948-8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 色彩原理升學寶典

9711 耿立虎編著 978-986-129-949-5 文字造型

9711 林楓編著 978-986-129-950-1 升科大四技動力機械群: 應用力學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711
吳明璋, 李裕誠, 宋由禮

編著
978-986-129-951-8

升科大四技電子類專業二總複習測驗卷詳解(數位邏輯

含實習、電子學實 習與基電實習)



9712
林偉政, WonDerSun, 傅

榮鈞編
978-986-129-952-5

專題製作. 8051單晶片篇(組合語言版)

9801 楊國蘭著 978-986-129-953-2 國文作文傳心術

9712 何陶, 李欣明編著 978-986-129-955-6 圖學技法

9712 何陶, 李欣明編著 978-986-129-954-9 圖學技法

9711 易平, 郭欣, 王鑫編著 978-986-129-957-0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I

9801 巫曉芸, 施議明編著 978-986-129-958-7 升科大四技數學領域: 家職數學A決戰60回

9711 陳新安編著 978-986-129-960-0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 農業概論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712 葉文聰, WonDerSun編著 978-986-129-961-7 專題製作: 程式設計應用電子篇

9712 蘇芳儀, 石佩巧編著 978-986-129-962-4 美容概論. II

9712 胡春暉, WonDerSun編 978-986-129-963-1 專題製作. 經營管理篇

9712 陳俊廷, WonDerSun編 978-986-129-964-8 專題製作. 電機設計應用篇

9712 蔡永昌著 978-986-129-967-9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 普通化學含實驗模擬測驗試題詳

9712
蔡永昌著

978-986-129-968-6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 化工原理基礎化工篇模擬測驗試

題詳解

9712 蔡須全, WonDerSun編 978-986-129-970-9 專題製作. 創意設計篇

9802
銘峰編著

978-986-129-971-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學含實習. II, 歷屆試題

分類精解

9712 許信凱著 978-986-129-972-3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理類: 基礎物理模擬測驗試題詳

9802 柯建平, 賴明志編著 978-986-129-973-0 微處理機

9801
陳麗文, 賴素媛,

WonDerSun編著
978-986-129-978-5

專題製作. 整體造型篇

9712 黃銘編著 978-986-129-980-8 升科大四技電機類: 電工機械模擬測驗試題詳解

9801 丁琴美, WonDerSun編著 978-986-129-982-2 專題製作. 問卷調查篇

9801 林明德, WonDerSun編 978-986-129-983-9 專題製作. 電子電路篇. A

9801 詹升興編著 978-986-129-984-6 升科大四技生活應用類.設計群色彩學模擬測試題詳解

9802 曾清旗編著 978-986-129-985-3 升科大四技: 設計概論題庫高分關鍵

9801 黃旺根, 羅仲修編著 978-986-129-987-7 升科大四技動力機械群專業二: 總複習測驗卷詳解

9801 賴鴻洲等編著 978-986-129-988-4 專題製作. 智高篇A

9802 楊青山, 甘志強編著 978-986-129-990-7 電子學課後學習講義精解. II

9801 楊青山, 甘志強編著 978-986-129-991-4 電子學課後學習講義解析本. II

9802 楊青山, 甘志強編著 978-986-129-992-1 電子學課後學習講義.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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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佳彥資訊編著 978-986-129-994-5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研究大全

9802 洪進源, WonDerSun編 978-986-129-995-2 專題製作. 車輛篇

9802 林懷琳, 陳富民著 978-986-129-996-9 乙級汽車修護學科研究大全

9801 掌舵工作室編著 978-986-129-997-6 乙級數位、儀表電子學科研究大全

9802 蕭柱惠著 978-986-238-003-1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9802 捷達工作室著 978-986-238-004-8 丙級工業電子術科快攻秘笈

9802 TERA工作室著 978-986-238-005-5 丙級電腦輔助立體製圖學科題庫分類解析

9802 劉生武, 葉佳興編著 978-986-238-011-6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類解析

9802 雷偉斌, WonDerSun編著 978-986-238-013-0 專題製作. 動力機械篇A

9802 謝進發, 鄭錦鈞著 978-986-238-014-7 電工實習. 低壓工業配線篇

9802 蕭敏學著 978-986-238-015-4 邏輯設計實驗

9802 佳彥資訊著 978-986-238-017-8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分類解析

9802 吳碧仙編著 978-986-238-020-8 旅館實務. II

9802 有為工作室編著 978-986-238-023-9 丙級視聽電子實作應用術科通關寶典

9802 蕭柱惠著 978-986-238-030-7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分類解析

9802 林德全編著 978-986-238-035-2 丙級機器腳踏車修護術科通關寶典

9802 連文乾, 廖明德, 張肇芳 978-986-238-037-6 丙級機器腳踏車修護學科題庫分類解析

9803 鄭一鳴編著 978-986-238-039-0 電工機械課後學習講義精解. II

9803 鄭一鳴編著 978-986-238-040-6 電工機械課後學習講義. II

9802 鄭一鳴編著 978-986-238-041-3 電工機械課後學習講義解析本. II

9802 佳彥資訊著 978-986-238-050-5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

總計: 75種 76冊

以琳 連絡人:陳靜怡 電話:(02)27772560 傳真:(02)27111641

郵遞區號:1068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210號B1
 E-mail:books@hosann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黃美瑟譯
978-986-6805-60-8

成功作自己: 找到實現你個人命定的自信心

9711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

著; 林以舜譯
978-986-6805-61-5

如何帶領初信者: 屬靈接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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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達屈.席茲(Dutch Sheets)

著; 黃美瑟譯
978-986-6805-62-2

禱告中的權柄: 透過禱告中所行使的權柄,改變你的世

界!

9711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陳欣宜譯
978-986-6805-63-9

如何聆聽神的聲音

9711
約翰.畢維爾(John

Bevere)著; 蔡淑敏譯
978-986-6805-64-6

史上最偉大的邀請: 追求與主更親密的生活

9712 賴王秀蘭著 978-986-6805-66-0 與我更親

總計: 6種 6冊

出色文化 連絡人:周怡君 電話:(02)29119906 傳真:(02)89193501

郵遞區號:2315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祥

路102巷42弄8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林慶昭作 978-986-6679-30-8 寫作名句名言活用

總計: 1種 1冊

幼獅 連絡人:周雅娣 電話:(02)23146001 傳真:(02)2361223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66-1號3樓
 E-mail:youth256@yout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沈惠芳著; 朵兒普拉司 978-957-574-718-3 打開限制式寫作大門

9712 林玫伶著; 蔡靜江圖 978-957-574-719-0 假如要有學習單: 學習單設計的原則與實例

9801 彭永成漫畫 978-957-574-720-6 布丁當家

9803 陳偉民著; 米糕貴圖 978-957-574-725-1 大家來破案

總計: 4種 7冊

幼福文化 連絡人:莊文惠 電話:(02)22263147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

路130號4樓之2
 E-mail:chuang_w_h@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898-6 天鵝湖.小飛俠.拇指姑娘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899-3 小紅帽.王子與天鵝.阿里巴巴與四十大盜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900-6 小木偶.人魚公主.三劍客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901-3 醜小鴨.愛麗絲夢遊仙境.賣香屁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902-0 三隻小豬.孫悟空.乞丐王子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903-7 白雪公主.十二生肖.國王的新衣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904-4 狼與七隻小羊.賣火柴的女孩.睡美人

9802 幼福編輯部編 978-957-747-905-1 虎姑婆.青蛙王子.仙履奇緣

9803 南兆旭主編 978-957-747-912-9 成語故事一本通

9803 幼福編輯部編著 978-957-747-922-8 世界童話一本通

9803 幼福製作部編輯 978-957-747-957-0 捕魚歌

9803 幼福編輯部編著 978-957-747-959-4 ㄅㄆㄇ速成拼音

9803 幼福編輯部編輯 978-957-747-962-4 大家來學唐詩

9801
延玲玉原著; 李美華改

編; 陳佩瑋繪圖
978-957-747-973-0

媽媽不在家

9801 Grupo Oceano編著 978-957-747-974-7 聖經的故事

9801
張晉霖原著; 李美華改

編; 龔燕翎繪圖
978-957-747-979-2

蚊子的聲音

9801
張秋生原著; 李美華改

編; 林莞菁繪圖
978-957-747-980-8

大象爺爺的帽子

9801
張秋生原著; 張郎改編.

繪圖
978-957-747-981-5

第24個故事

9801
張秋生原著; 李美華改

編; 謝宛庭繪圖
978-957-747-982-2

森林裡的紅鬼和藍鬼

9801
趙冰波原著; 李美華改

編; 洪毅霖繪圖
978-957-747-983-9

星光盒子

9801
張晉霖原著; 李美華改

編; 趙維明, 農彩英繪圖
978-957-747-984-6

生日禮物

9801
張晉霖原著; 李美華改

編; 趙維明, 農彩英繪圖
978-957-747-985-3

老師的家庭訪問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86-0 紅色的玫瑰: 貝兒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87-7 粉色的童話: 白雪公主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88-4 綠色的水晶: 灰姑娘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89-1 藍色的夢想: 愛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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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90-7 我有超強人氣: 讓女孩子一生幸福的公主故事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91-4 我能變得更美: 讓女孩子一生幸福的公主故事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92-1 我要超越夢想: 讓女孩子一生幸福的公主故事

9801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978-957-747-993-8 我會笑對挫折: 讓女孩子一生幸福的公主故事

總計: 30種 30冊

交大 連絡人:程惠芳 電話:(03)5731784 傳真:(03)5728302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大學路1001

號
 E-mail:applecheng@mail.nc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劉尚志主編 978-957-9038-91-1 全國科技法律研討會論文集. 2008年

9712 朱麗麗作 978-957-9038-92-8 我畫繞我思: 朱麗麗的『符號藝術世界』

總計: 2種 3冊

交大人社學院 連絡人:賴雯淑 電話:(03)5712121e 傳真:(03)5712332

郵遞區號:30010
地址:新竹市東區大學路

10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國立交通大學跨領域多

媒體創作團隊作
978-986-01-7240-9

S_chatten在光影間囈語

總計: 1種 1冊

交大出版社 連絡人:李珮玲 電話:(03)5736308 傳真:(03)5736309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大學路1001

號
 E-mail:peill@cc.nc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周志成講 978-986-84395-2-8 線性代數.講義本

9712 施敏.梅凱瑞作; 林鴻志 978-986-84395-3-5 半導體製程概論

總計: 2種 4冊

交通部 連絡人:何彩飴 電話:(02)23492098 傳真:(02)2388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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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52
地址:臺北市仁愛路一段

50號
 E-mail:ty_ho@mot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交通部編

978-986-01-6017-8
公路橋梁耐震設計規範: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公路類公

路工程部

9712
交通部編審

978-986-01-6714-6
公路鋼結構橋梁之檢測及補強規範: 交通技術標準規

範公路類公路工程部

9801 黃偉慶等著 978-986-01-6891-4 廢棄資源物再利用於公路工程規範草案之研究

9801 李英豪, 李釗, 陳世晃著 978-986-01-6951-5 剛性鋪面維護及補強技術之研究. (1/2)

9801 林志棟等著 978-986-01-6952-2 柔性鋪面維護及補強技術之研究. (1/2)

9712
交通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編輯
978-986-01-7188-4

國家賠償交通實務彙編

總計: 6種 19冊

交通部高速公路局拓建工連絡人: 電話:(02)27956956 傳真:(02)27945288

郵遞區號:11570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成功

路二段193巷1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陳士鳳文字撰述 978-986-01-4924-1 拓建情緣 綺麗國道: 國道1號員林至高雄段拓寬工程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國道工程局 連絡人:張文姿 電話:(02)27078808 傳真:(02)27017689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三

段1巷1號5樓
 E-mail:rola@ms.tanee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謝平城編著 978-986-01-6793-1 公路生態草溝之水動力研究. 第2期

9712
楊曉冬計畫主持

978-986-01-6794-8
道路推動生命週期運用快速生態評估法(REA)調查技

術之研究

9712 王劍能計畫主持 978-986-01-7006-1 再生瀝青混凝土應用於公路工程之品管實務研究

9712
黃于玻計畫主持

978-986-01-7302-4
二高沿線環境特性調查與國道計畫環境復育之研究.

(第2期)

總計: 4種 8冊



交通部運研所 連絡人:何毓芬 電話:(02)23496882 傳真:(02)25450426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敦化北路

240號
 E-mail:comments@io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陳文富等著 978-986-01-4799-5 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

9707 高增英等著 978-986-01-4801-5 RFID航空旅運應用: 旅客行李保安先期驗證計畫

9707 王穆衡, 王銘德, 江芷瑛 978-986-01-4802-2 汽車客運業路線別成本分析軟體功能需求分析

9708
莊棱源等著

978-986-01-5082-7
無線射頻識別(RFID)應用於航空貨運物流與保安之先

導推動與驗證. 一

9708
沈麗琴等著

978-986-01-5087-2
動態交通資訊之技術開發與應用研究. 一, 車輛偵測器

研發之智財權研究

9708 周家慶, 吳玉珍著 978-986-01-5088-9 我國都市交通控制發展與推動策略

9708 曾志煌等著 978-986-01-5090-2 縣市政府所轄老舊橋梁改善可行性評估

9708

黃文鑑等著

978-986-01-5095-7

交通電子票證系統共通技術規範研究與票證一卡通推

動計畫. (1/4), 電 子票證與驗票機介面規範及票證一卡

通論壇推動之規劃

9708
曾志煌等著

978-986-01-5098-8
航空場站空間需求模式建立與客貨動線規劃最適化之

研究

9712
蘇青和, 廖慶堂, 徐如娟

編輯
978-986-01-6124-3

港灣海氣地象觀測資料年報. 2007年

總計: 10種 20冊

交通部臺鐵局花蓮工務段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8576043

郵遞區號: 7057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富裕

2街32之1號
 E-mail:tr954664@msa.tr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黃志生著 978-986-01-7079-5 提升軌框搬運車抽換PC枕道岔之效率探討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觀光局 連絡人:徐露萍 電話:(02)23491577 傳真:(02)27601112



e

e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四

段290號9樓
 E-mail:tbroc@tbro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交通部觀光局[編] 978-986-01-5913-4 觀光業務年報. 中華民國96年

9711 林桓著 978-986-01-6175-5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理辦法修正研究

9712 葉樹菁著 978-986-01-6764-1 臺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 中華民國96年

9712 林俊全著 978-986-01-7051-1 推動地質公園資料建置

總計: 4種 9冊

宇河文化 連絡人:賴秀珍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郵遞區號:1147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文德

路210巷30弄25號
 E-mail:red0511@ms5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子維編著 978-957-659-698-8 這個智慧我們用了2300年: 孟子

總計: 1種 1冊

宇宙光全人關懷 連絡人:周芳綺 電話:(02)23632107 傳真:(02)23639764

郵遞區號:1066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24號8樓
 E-mail:eirene@cosmiccare.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朱台深詞; 賀立平曲 978-957-727-333-8 不朽的大愛傳奇: 十架七言清唱劇

9611 吳俊德等著 978-957-727-340-6 巨人的秘密

9611 黃小石著 978-957-727-342-0 善惡的省思

9710
林治平作

978-957-727-354-3
與馬禮遜同奔天路: 馬禮遜入華宣教二百年紀念慶典

活動感恩集

9712
彼得.赫爾德林(Peter

Hartling)作; 徐潔譯
978-957-727-356-7

阿公回家

總計: 5種 5冊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連絡人:柯淑萍 電話:(02)27204000 傳真:(02)27576050

郵遞區號:1101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333號9樓
 E-mail:kelly.ko@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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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專業發展部編著 978-986-85053-0-8 實務指引: 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理

總計: 1種 1冊

米奇巴克 連絡人:何香慧 電話:(02)23698982 傳真:(02)23673586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四段56號7樓之1
 E-mail:magicboxco@giga.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文; 雷米.古瓊

(Remi Courgeon)圖; 謝蕙

心翻譯

978-986-84566-2-4

美與藝術,是什麼呢?

9711

布莉姬.拉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

(Michel Puech)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m)繪;

劉德馨譯

978-986-84566-4-8

自由與不自由

總計: 2種 2冊

吉的堡網路科技 連絡人:彭淑雯 電話:(02)22185996 傳真:(02)22189984

郵遞區號:2314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建國

路148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范玉璋總編輯 978-986-6851-24-7 Phonics(student book). 4

總計: 1種 1冊

吉聲影視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221605

郵遞區號:32441
地址:桃園縣平鎮市延平

路一段114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家丁編著 978-957-28844-6-1 徐筱寧: 青寧心曲專輯. 2008

9712 劉家丁編著 978-957-28844-7-8 王鳳珠的山歌戲: 客曲薪傳大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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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4冊

考用 連絡人:羅琦玲 電話:(02)27096723 傳真:(02)27098343

郵遞區號:1066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357巷2號4樓之
 E-mail:kaoune@kao-un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7 黃天, 谷芊, 邱妍祥編著 978-957-756-813-7 幼兒發展與輔導

9709 張淑芬編著 978-957-756-832-8 建築工程管理技能檢定題庫

9608 潘繼福編著 978-957-756-835-9 文法800輕鬆學

9609 張福元編著 978-957-756-839-7 文法精選與練習

9609 康志峰, 邱東林編著 978-957-756-840-3 實用英文片語

9609 謝立新編著 978-957-756-841-0 活用英文字彙

9610 廖淑戎, 趙蕙慈編著 978-957-756-843-4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與輔導

9611 林文明編著 978-957-756-846-5 試教口試真EZ: 以實務為導向: 試教口試教戰手冊

9701 張世逸, 汪士涵編著 978-957-756-847-2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資格測驗

9701 吳玉祥, 高士峰編著 978-957-756-849-6 消防法規(含概要)

9706 王基森編著 978-957-756-869-4 飲料與調酒

9709 丁皓海編著 978-957-756-873-1 行政法測驗題庫體系書

9708 黃天編著 978-957-756-875-5 幼稚園教師檢定題庫

9709 魏麗敏, 黃德祥編著 978-957-756-876-2 諮商理論與技術精要

9711 蘇廷羽編著 978-957-756-877-9 考用國文

9709 孫瑜編著 978-957-756-878-6 電工機械奪分寶典. II

9710 呂堯欽著 978-957-756-879-3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技能檢定實戰秘笈

9711 李植編著 978-957-756-880-9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9711 汪士涵, 張世逸編著 978-957-756-881-6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資格測驗

9711 汪士涵, 張世逸編著 978-957-756-882-3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9711 吳玉祥作 978-957-756-885-4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9711 吳玉祥, 高士峰編著 978-957-756-886-1 消防法規(含概要)

9712 廖淑戎, 趙蕙慈編著 978-957-756-888-5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與輔導

9801 程希諾主編 978-957-756-890-8 特殊教育導論

9801 黃天, 歐陽謙編著 978-957-756-891-5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總計: 25種 2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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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銓文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257081

郵遞區號:40046
地址:臺中市綠川西街85

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呂炳寬編著 978-986-83749-1-1 行政程序法

9801 呂炳寬編著 978-986-83749-2-8 行政訴訟法

9802
考銓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著
978-986-83749-3-5

土地暨不動產實用小法典. 2009年

總計: 3種 3冊

考選部 連絡人:圖書室 電話:(02)22369188 傳真:(02)22362529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試院

路1之一號
 E-mail:library@mail.moex.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考選部編 978-986-01-6345-2 心理師之教考訓用制度與國際接軌研討會會議實錄

總計: 1種 5冊

老人福利推動聯盟 連絡人:包玲玲 電話:(02)25927999 傳真:(02)25989918

郵遞區號:1045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

西路79號3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華民國老人福利推動

聯盟主編; 吳玉琴總編
978-986-81934-2-0

老人財產信託操作手冊. 專業人員篇

9712 吳玉琴等作 978-986-81934-3-7 居家服務操作手冊

9712 吳玉琴主編 978-986-81934-4-4 老人保護工作手冊

總計: 3種 4冊

老古 連絡人:趙培珍 電話:(02)23960337 傳真:(02)23960347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一段5號1樓
 E-mail:laoku@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南懷瑾講述 978-957-2070-87-1 漫談中國文化: 企管、國學、金融

總計: 1種 1冊

西北 連絡人:黃丞增 電話:(02)22696367 傳真:(02)22696408

郵遞區號:70264
地址:臺南市南區興隆路

150號
 E-mail:shibey2928@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石光中主編 978-957-647-574-0 內分泌功能檢查工作手冊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76-4 鼠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77-1 牛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78-8 虎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79-5 兔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0-1 龍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1-8 蛇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2-5 馬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3-2 羊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4-9 猴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5-6 雞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6-3 狗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9708 薛允通編著 978-957-647-587-0 豬一生的命運: 命格.婚姻.姓名學.星座.血型

總計: 13種 13冊

地下管道技術協會 連絡人:吳盈蓁 電話:(02)23120709 傳真:(02)23821268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北平

西路3號3樓3150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桑貴主編 978-986-84992-0-1 地下管線免開挖更生工法作業指南

總計: 1種 1冊

灰色系統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077206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

路1821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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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偉哲編輯 978-986-82815-1-6 灰色系統理論與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第十三屆

總計: 1種 1冊

百瀚國際文教 連絡人:鄭世芸 電話:(07)3119106e 傳真:(07)3124031

郵遞區號:80757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

一路366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寬作 978-986-84939-0-2 作文新方向

總計: 1種 1冊

有名堂文化館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

路206號3樓
 E-mail:tom@elegant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郭瑩瑩著 978-986-6883-34-7 超有效提升注意力

9706 梁勝潔編著 978-986-6883-54-5 改變女人一生的101個習慣

9706
芳賀脩光等著; 劉靜元

譯
978-986-6883-55-2

不生病の生活體力: 近30年的臨床指導經驗: 有關衰老

及運動專家研究的  集結

9706
橋本光, 橋本京子著; 王

海譯
978-986-6883-56-9

我的第1堂美體瑜伽課

9706 王嬈著 978-986-6883-57-6 魔鬼躲在細節裡: 穩居職場高峰的42個關鍵細節!

9707 徐德志, 黃若婷著 978-986-6883-58-3 你不可不知的中醫常識

9707 侯倩著 978-986-6883-59-0 在聊天中發現機會: 創造超級業績的聊天術

9707 徐佳欣編著 978-986-6883-60-6 做個玩時間的女人: 在忙碌中創造悠閒時光的8大招

9708 徐劍英著 978-986-6883-61-3 吉姆.羅傑斯給投資人的29堂課

9708 馮欣源著 978-986-6883-62-0 這樣健走,養生最有效

9708 陳睿著 978-986-6883-63-7 多讚美兩句會怎樣?: 不會讚美才糟糕

9709 鄭絜心編著 978-986-6883-64-4 親密約會必殺技: 搞懂愛情的遊戲規則,你就是約會女

9709 董邦冠著 978-986-6883-65-1 超有效激勵術

9709 張芙蓉, 張為瑋著 978-986-6883-66-8 生活力: 46個優活鐵則,喚醒你青春的力量!

9710 徐劍英著 978-986-6883-68-2 馬雲: 一個改變了全球商業行為的網路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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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劉婷婷著 978-986-6883-69-9 說話基本功. 2, 說話前先懂得聽話!

9711 胡曉梅著 978-986-6883-70-5 開發腦力的44個好習慣: 提升你的分析力.創意力.靈活

9711 馬宜軒編著 978-986-6883-71-2 女人要懂得愛自己: 給女人的快樂生活書

9711 林弋然著 978-986-6883-72-9 都是葛林斯潘的錯嗎?

9712 郭瑩瑩編著 978-986-6883-73-6 當世界是平的,你的右腦要革命: 積極開發右腦的8大絕

9712 董媛媛編著 978-986-6883-74-3 50堂樂活女人青春術

9712 李神州, 潘超著 978-986-6883-75-0 輕鬆讀孫子

9802 嚴澍著 978-986-6883-76-7 這年頭,幽默是一種能力

9801 郭瑩瑩著 978-986-6883-67-5 挑食寶貝的營養書: 專治這個不吃那個不愛的挑食大

9801
撲克遊戲研究所著; 王

海譯
978-986-6883-77-4

全圖解+超好玩撲克牌遊戲書

9801 羅月婷著 978-986-6883-78-1 卡內基的經驗學: 挫折是人生的必修課

9802 宋藝海著 978-986-6883-79-8 輕鬆讀三國

9802 張開屏著 978-986-6883-80-4 小兒科醫師給你的第一本育兒書

總計: 28種 28冊

有聯書報企業 連絡人:黃國欽 電話:(04)23256777 傳真:(04)23225107

郵遞區號:40459
地址:臺中市北區德化街

30號1樓
 E-mail:yeou3688@ms6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劉君祖總編輯 978-986-6837-53-1 小牛頓科學百科

9710 劉君祖總編輯 978-986-6837-52-4 小牛頓科學百科

9710 劉君祖總編輯 978-986-6837-51-7 小牛頓科學百科

9710 劉君祖總編輯 978-986-6837-50-0 小牛頓科學百科

9710 劉君祖總編輯 978-986-6837-49-4 小牛頓科學百科

9710 劉君祖總編輯 978-986-6837-48-7 小牛頓科學百科

總計: 6種 6冊

尖端 連絡人:高國芬 電話:(02)25007600 傳真:(02)2500197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10樓
 E-mail:crystal@sp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小夜作 978-957-10-3893-3 咖啡杯.戀愛了

9709 甄可愛作; 王寧譯 978-957-10-3918-3 惡魔王子的女僕

9711 早■優子作; 許嘉祥譯 978-957-10-3936-7 教你看懂西洋名畫: 全世界美術館館藏盡收眼底

9710
馬克.塞拉席尼(Marc

Cerasini)著; 陳彬彬譯
978-957-10-3938-1

24反恐任務: 否決權

9711 西尾維新著 ; 常純敏譯 978-957-10-3944-2 完全過激. 上, 十三階梯

9711 友谷蒼著; 馬殺鹿譯 978-957-10-3946-6 伊佐與雪. 1, 溫柔的夜晚

9711 尹晨伊作 978-957-10-3949-7 黑道少女

9710 內田廣由紀作; 李曉雯 978-957-10-3950-3 網頁設計基礎講座: 完成好感優良網頁的6個條件

9711 野村美月著; Hana譯 978-957-10-3951-0 BAD!DADDY親親壞老爹 : 爸爸大鬧五月祭

9711 野村美月著; Hana譯 978-957-10-3954-1 文學少女. 5, 絕望慟哭的信徒

9711 井上堅二著; YAKUMO 978-957-10-3956-5 笨蛋,測驗,召喚獸

9712 西尾維新著 ; 常純敏譯 978-957-10-3957-2 完全過激. 中, 紅色制裁vs橙色種子

9801 西澤保彥著; 王靜怡譯 978-957-10-3960-2 啤酒之家的冒險

9711 西野勝海著; 邱憶薇譯 978-957-10-3958-9 我的狐仙女友

9711 沖田雅著; 劉華珍譯 978-957-10-3959-6 學姊與我

9711 明曉溪作 978-957-10-3961-9 泡沫之夏

9711
倍賞美光, 小澤貴也, 齋

藤智章作; 謝景焮譯
978-957-10-3962-6

Photoshop相片創意編修實例100

9712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著; 瞿秀蕙譯
978-957-10-3964-0

暮光之城

9712 藤卷幸夫著; 張佳雯譯 978-957-10-3965-7 CEO成功學. 3, 領導教科書

9711
相磯嘉孝, 黃士懿, 檢見

崎聰美監修; 唐文綺譯
978-957-10-3966-4

控制糖尿病強效食譜

9711 相磯嘉孝監修; 林麗秀 978-957-10-3967-1 圖解家庭醫學: 糖尿病不失控

9712 那多作 978-957-10-3968-8 過年

9801 那多作 978-957-10-3969-5 亡者永生

9801 尾澤直志作; 賴欣瑩譯 978-957-10-3970-1 動手畫漫畫. 8, 動作美女照著畫

9712 築地俊彥著; Hana譯 978-957-10-3971-8 我們的幸福時光

9712 和泉桂著; Leah譯 978-957-10-3972-5 有罪

9801 佐佐木禎子著; 李敏玲 978-957-10-3973-2 秘書的條件



9712
築地俊彥著; ■健二郎

原作.插畫; 游若琪譯
978-957-10-3975-6

旋風管家. 2, 小■是使魔!?放手一搏吧[]征服世界

9712 林智明著; 哈泥蛙譯 978-957-10-3976-3 聖.魔.少.女. 3, 外之姬

9712 築地俊彥著; 董永怡譯 978-957-10-3978-7 肯普法

9712 山口昇著; 鄭翠婷譯 978-957-10-3979-4 零之使魔. 9, 雙月的舞會

9712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著; 瞿秀蕙譯
978-957-10-3981-7

暮光之城: 新月

9712 馬場信幸作; 周明憲譯 978-957-10-3982-4 數位單眼攝影技巧講座: 馬場信幸

9801 青斗作 978-957-10-3984-8 大中醫之針灸銅人

9801 內田廣由紀作 978-957-10-3985-5 好感度網頁設計法則

9801 長谷川啟介著; 張鈞堯 978-957-10-3986-2 死神的歌謠

9802 織田兄第著; 黃涓芳譯 978-957-10-3990-9 Ex!

9712 佳映娛樂作 978-957-10-3992-3 對不起,我愛你 電影書

9801 日向正道著; 廖湘英譯 978-957-10-3993-0 本格推理委員會

9801 和智正喜著; 哈泥蛙譯 978-957-10-3994-7 Pipit!!天線少女

9802 大迫純一著; 莊湘萍譯 978-957-10-3995-4 神曲奏界 黑. 5, 闇黑決心

9802
井上秀明作; 王啟明譯

978-957-10-3996-1
好感度影像編輯法則: 從基礎到實際應用,吸引目光的

影像剪輯

9801 明曉溪作 978-957-10-3997-8 泡沫之夏

9801
CAPA特輯; 林璟辰, 邵

明質譯
978-957-10-3998-5

Canon EOS50D數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9712 CAPA特輯; 林璟辰譯 978-957-10-3999-2 Nikon D90數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9801 [楊安生等著] 978-957-10-4001-1 攝影達人這樣拍

9802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著; 瞿秀蕙譯
978-957-10-4002-8

暮光之城: 蝕

9802 神野奧那著; Yakumo譯 978-957-10-4003-5 玩伴貓耳娘!

9802 林■萱作 978-957-10-4000-4 小威老師漫畫教室

9802
作田學, 平野美由紀, 吳

禹利監修; 唐文綺譯
978-957-10-4004-2

穩定腦中風強效食譜

9801 云狐不喜作 978-957-10-4005-9 宅女在古代後宮的幸福生活

9801
西平英生作; 邵明質譯

978-957-10-4010-3
Canon交換鏡頭完全解析嚴選59款: 專為Canon數位單眼

相機使用者精選的  鏡頭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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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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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尹晨伊作 978-957-10-4013-4 花拳少女

9802 田中羅密歐著; 邱憶薇 978-957-10-4014-1 人類衰退之後

9802
野村■也編輯; 鄭志勇,

邵明質譯
978-957-10-4025-7

Canon EOS1000D數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總計: 55種 55冊

成大水工試驗所 連絡人:蔡秋敏 電話:(06)2371938e 傳真:(06)3840206

郵遞區號:709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安明

路三段500號5樓
 E-mail:tmin@mail.nc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伸賢等編輯 978-986-01-5895-3 水利產業研討會. 2008

總計: 1種 2冊

成大防災研究中心 連絡人:陳秀蘭 電話:(06)3840251e 傳真:(06)3840260

郵遞區號:709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安明

路三段500號3樓
 E-mail:dprc@dprc.nc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成功大學防災研究

中心編著
978-986-01-5505-1

國立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年報. 九十五-九十六年

總計: 1種 2冊

成大醫科社研中心 連絡人:林玉潔 電話:(06)2353535e 傳真:(06)2370041

郵遞區號:70101 地址:臺南市大學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倍昌作 978-986-01-5467-2 看不見的工具: 像生物學家一樣思考

總計: 1種 2冊

成大醫學院外科學科 連絡人:王瓊珍 電話:(06)2353535e 傳真:(06)2766676

郵遞區號:704 地址:臺南市勝利路138  E-mail:em75181@email.nc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伯璋主編 978-986-01-7526-4 我如何施行這手術

總計: 1種 2冊



e

e

臣品企業 連絡人:陳姿曲 電話:(02)27858295 傳真:(02)27856545

郵遞區號:1157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忠孝

東路六段81巷2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郭玉芳作 978-986-84604-0-9 纖活食物密碼

總計: 1種 5冊

光啟文化 連絡人:發行部 電話:(02)27402022 傳真:(02)27401314

郵遞區號:1068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一段233巷20號A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智勳著 978-957-546-634-3 耶穌基督普遍救恩:基督徒倫理本地化探索

9712

德格來爾(Roselyne

Deglaire), 吉夏(Joelle

Guichard)合著; 逄塵瑩譯

978-957-546-638-1

與瑪利尤震神父一起祈禱15天

9802
依納西.艾坎立(Ignacio

Echaniz)著; 譚璧輝譯
978-957-546-640-4

基督的僕人: 個人血淚譜成的耶穌會史

9802
賀伯.美心(Robert

Jolicoeur)著; 盧媛媛譯
978-957-546-643-5

在大街上遇見耶穌: 美心神父以行動證明愛的存在

總計: 4種 4冊

光電科技協進會 連絡人:王尚虔 電話:(02)23967780 傳真:(02)23414559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二段9號5樓
 E-mail:sysop@mail.pid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呂紹旭等作

978-957-2037-82-9
掌握全球光電產業脈動: 日本、韓國、中國大陸、美

國、歐洲之光電產業動態發展

總計: 1種 1冊

光慧文化 連絡人:施馨華 電話:(02)22461390 傳真:(02)22425010



e

郵遞區號:40465
地址:臺中市北區太原路

三段78號
 E-mail:ss2hu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崇德學院英語庫譯 978-986-7123-37-4 至善班參考手冊. 第一階段(中英對照)

9708 崇德學院英語庫譯 978-986-7123-38-1 至善班參考手冊. 第二階段(中英對照)

9708 崇德學院英語庫譯 978-986-7123-39-8 至善班參考手冊. 第三階段(中英對照)

9709 崇德學院英語系譯 978-986-7123-40-4 道真理真天命之見證(中英對照)

總計: 4種 4冊

早安財經文化 連絡人:廖秀凌 電話:(02)23686840 傳真:(02)23687115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二段150號13樓之8
 E-mail:corrinna.star@morningne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保羅.奧莫羅德(Paul

Ormerod)著; 林茂昌譯
978-986-6613-07-4

敗部經濟學: 99%失敗與1%成功的道理

9801
李察.布克史塔伯

(Richard Bookstaber)著;
978-986-6613-08-1

金融吃人魔: 如何與高風險市場共舞

9803
John Rothchild著; 黃佳瑜

譯
978-986-6613-10-4

散戶流浪記: 一個門外漢的理財學習之旅

9803 鄧予立著 978-986-6613-11-1 馬英九必修的10堂課: 圖說臺灣經濟發展大未來

總計: 4種 4冊

早產兒基金會 連絡人:童雅琦 電話:(02)25221792 傳真:(02)25118553

郵遞區號:1044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二段92號8樓
 E-mail:pbfyu@ms1.mmh.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早產

兒基金會編輯
978-957-98805-6-5

早產兒追蹤檢查手冊

總計: 1種 2冊

早稻田幼兒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807869



e

郵遞區號:83048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八德

路二段159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尤慧美等作 978-986-84634-0-0 六月茉莉詩人童詩集

總計: 1種 1冊

因材施教 連絡人:林宏裕 電話:(04)23727362 傳真:(04)23726024

郵遞區號:40348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一

街7號
 E-mail:yogurt.englis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昭焚編注 978-957-29137-9-6 歷代棋聲詩韻選集. 唐朝篇

9712 張昭焚編注 978-986-84933-0-8 歷代棋聲詩韻選集. 北宋篇

總計: 2種 2冊

朱戎梅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0243
地址:臺南市東區大同街

二段58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朱戎梅主編 978-957-41-6034-1 水交社: 懷念的眷村

總計: 1種 2冊

朱銘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卓穎立 電話:(02)24989940 傳真:(02)24988529

郵遞區號:20842
地址:臺北縣金山鄉西勢

湖路2號
 E-mail:service@juming.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朱銘美術館典藏研究部

執行編輯
978-986-80266-7-4

太極風: 梁任宏個展

總計: 1種 3冊

朱曉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95942
地址:臺東縣東河鄉金樽

三鄰146號
 E-mail:



e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朱曉惠作 978-957-41-6053-2 臺灣玉經. 第二卷, ,玉石文化

總計: 1種 1冊

先覺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50號6樓之1
 E-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森時彥, 引導者的工具

研究會著; 陳美瑛譯
978-986-134-122-4

引導者的工具箱: 帶動會議、小組、讀書會,不怯場更

不冷場!

9712 島田洋七著; 陳寶蓮譯 978-986-134-123-1 我的老相好: 『佐賀的超級阿嬤』特別劇場

9801
馬克.薛普曼(Mark

Shipman)著; 羅雅萱譯
978-986-134-124-8

最簡單的長期投資術: 薛普曼讓你看見起漲點

9801
藍道.品科(Randal Pinkett)

著; 謝佩妏譯
978-986-134-125-5

我是川普接班人: 如何年紀輕輕就擁有生意頭腦

9802 酒井穰著; 何啟宏譯 978-986-134-126-2 寫給經理的教科書

9802

大衛.巴哈(David Bach),

希拉蕊.蘿絲納(Hillary

Rosner)著; 張經義譯

978-986-134-127-9

賺進你的第一桶綠金

9803 神田昌典著; 李彥樺譯 978-986-134-128-6 非常識成功法則: 創造財富與自由的8個習慣

9803 薛兆亨, 徐林寬著 978-986-134-129-3 這樣算帳,小本經營一定成功: 看故事搞懂七大賺錢關

總計: 8種 16冊

竹市文化局 連絡人:廖專 電話:(03)5319756e 傳真:(03)5324834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東大路二段

15巷1號
 E-mail:18313@ems.hc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林松總編輯 978-986-01-5035-3 鄭瓊娟: 滾動生命裡的燦爛與真實

9709 林松,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1-5184-8 新竹美展. 2008

9711 鄭枝田作 978-986-01-5548-8 竹塹鄭氏家廟

9712 林松總編輯 978-986-01-5677-5 新竹市百位藝術家小傳. 2008: 表演藝術篇

9711 林松總編輯 978-986-01-5746-8 花園城市幸福風城: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08



x

x

9711 林松總編輯 978-986-01-5754-3 花園城市幸福風城: 竹塹文學獎兒童詩得獎作品輯.

9712 羅烈師作 978-986-01-6806-8 晨晨的新竹歷史踏查

9801 林松總編輯 978-986-01-7456-4 牛-己丑年玻璃生肖展

9801 李世忠作 978-986-01-7457-1 元綺彩藝玻璃展

總計: 9種 18冊

竹市府 連絡人:廖專 電話:(03)5319756e 傳真:(03)5324834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中正路12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姚霞芬, 何儀琳, 林柏成 978-986-01-3236-6 文化科技花園城市: 新竹市觀光手冊

9712
張大勇, 黃念祖, 蕭惠丹

執行編輯
978-986-01-6949-2

幸福花園新竹市: 新竹市城市行銷專輯. 2001-2008

9712
徐裕健計畫主持

978-986-01-7023-8
新竹市第三級古蹟■新竹關帝廟■修復工程工作報告

書暨施工紀錄

9712 蔣偉民總編輯 978-986-01-7132-7 新竹市各級學校校史專刊

總計: 4種 8冊

竹圍創藝國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8093786

郵遞區號:25173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

東路二段88巷39號
 E-mail:bamboo.culture@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蕭麗虹等作 978-986-84925-0-9 從邊緣建構另類美學: 竹圍工作室12年

總計: 1種 1冊

竹縣文化局 連絡人:李秀芬 電話:(03)5510201e 傳真:(03)5517060

郵遞區號:30295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縣政

九路146號
 E-mail:serv@mail.hch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財團法人金廣福文教基

金會編著; 吳學明主編
978-986-01-2860-4

地方菁英與地域社會: 姜阿新與北埔

9706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1-4215-0 新竹縣美術家聯展專輯. 2008

9707 楊鏡汀等撰稿 978-986-01-4869-5 北埔事件一百週年紀念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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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1-5313-2 蔡汝恭畫集. 2008

9712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1-5985-1 何耀宗繪景藝遊創作展(作品專輯)

9712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1-6432-9 新竹縣吳濁流文藝獎得獎作品集. 二■■八年

9712 楊仁江撰文.主持 978-986-01-6507-4 新竹縣縣定古蹟新埔張氏家廟修復計畫

9712
曾煥鵬總策劃

978-986-01-6730-6
月光華華共下來唱歌: 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得獎作品集.

2008年

9712
田瑋, 王其德, 謝佩娟總

編輯
978-986-01-7166-2

新竹縣社區總體營造記錄. 2008: 看見竹塹 分享社區

9712
曾光宗計畫主持

978-986-01-7170-9
新竹縣北埔事件文化地景整體規劃暨調查研究成果報

告書

總計: 10種 20冊

竹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534659

郵遞區號:302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光明

六路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周浩治等撰稿編輯 978-986-01-5514-3 新竹縣志續修. 民國四十一年至八十年

總計: 1種 2冊

竹縣教網中心 連絡人:李佳敏 電話:(03)5962103e 傳真:(03)5962122

郵遞區號:31044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山

路68號
 E-mail:ming36@nc.hc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姜秀珠總編輯 978-986-01-7406-9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力行動研究集

總計: 1種 1冊

休休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孫小玉 電話:(07)5362850 傳真:(07)3355768

郵遞區號:8024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林森

二路9巷7號
 E-mail:xiuxiu.xiu@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唐一玄講述.論議; 釋心

印等編注
978-957-29810-5-4

六祖壇經論釋



x

總計: 1種 2冊

印書小舖 連絡人:楊媛婷 電話:(04)22652939 傳真:(04)22651171

郵遞區號:40253
地址:臺中市南區福新街

96號
 E-mail:mayday5@vita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丁威仁著 978-986-6659-16-4 戰後臺灣現代詩史論: 從現代與本土走向都市與網路

9804 賴鵬仁著 978-986-6659-17-1 Introduction to curves and surfaces

9801 黃培欽作 978-986-6659-19-5 想陶.想逃

9801 燕泥著 978-986-6659-20-1 清煙小說集

9802 鍾美玲著 978-986-6659-22-5 黃庭堅遷謫時期之生死智慧與詩歌

總計: 5種 5冊

印順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潘莉健 電話:(02)27219105 傳真:(03)5537841

郵遞區號:30268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縣政

九路28巷7號
 E-mail:yinshun.edu@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印順導師著 978-986-82604-8-1 論三世因果的特勝

9712 印順導師著 978-986-82604-9-8 道在平常日用中

9712 印順導師著 978-986-84981-1-2 念佛、吃素、誦經

9712 印順導師著 978-986-84981-0-5 信心及其修學

總計: 4種 4冊

企鵝國際 連絡人:劉怡君 電話:(06)2917489e 傳真:(06)2917506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南區新和橫

路19號
 E-mail:tachiens@ms1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66-5 出口成章. 低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65-8 出口成章. 低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64-1 出口成章. 低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70-2 出口成章. 中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69-6 出口成章. 中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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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68-9 出口成章. 中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74-0 出口成章. 高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73-3 出口成章. 高年級

9712 國語科教材研發小組編 978-986-7072-72-6 出口成章. 高年級

總計: 9種 9冊

企鵝圖書 連絡人:劉怡君 電話:(06)2917489e 傳真:(06)2917506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新和橫路19

號
 E-mail:tachiens@ms1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啟淦文, 黃麗圖 978-986-6596-39-1 懷念綠衣男孩(簡體字版)

9712 陳啟淦文, 黃麗圖 978-986-6596-40-7 春風少年(簡體字版)

9712 王華文, 黃麗圖 978-986-6596-41-4 老師,我想跑(簡體字版)

9712 姚羽文, 陳貴芳圖 978-986-6596-42-1 我們都是六號(簡體字版)

總計: 4種 4冊

仲裁協會 連絡人:許安孟 電話:(02)27078672 傳真:(02)27078462

郵遞區號:1069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四段376號1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俊益編著 978-986-80745-8-3 大陸與香港仲裁判斷在臺灣之認可裁判輯

總計: 1種 1冊

自動控制學會 連絡人:胡伊欣 電話:(06)2361999 傳真:(06)2372789

郵遞區號:70101 地址:臺南市大學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Chinese Automatic Contral

Society
978-986-84845-0-4

Conference digest of 2008 CACS international automatic

control conference

總計: 1種 1冊

自殺防治協會 連絡人:伍淑鳳 電話:(07)3850381 傳真:(07)39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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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076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水源

路16號6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昆輝作 978-986-84203-0-4 天使之翼: 自殺未遂者及其家屬資源手冊

總計: 1種 1冊

自然科學博物館 連絡人:林美齡 電話:(04)23226940 傳真:(04)23235347

郵遞區號:404 地址:臺中市館前路1號  E-mail:pub@mail.nmns.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何傳坤, 屈慧麗主編 978-986-01-6670-5 小來的家鄉

總計: 1種 4冊

自然醫學文摘雜誌 連絡人:何永慶 電話:(02)22140150 傳真:(02)22143675

郵遞區號:1068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二段63巷53弄14號1

樓

 E-mail:ho@lingzhi.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佳谷著 978-986-80678-6-8 ■■若存

總計: 1種 1冊

伊藤幹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267165

郵遞區號:23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竹林

路134號3樓301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伊藤幹彥著

978-957-41-6129-4
日本語教授法の研究: コミュニカティブ.アプロ一チ

を中心として

9802 伊藤幹彥著 978-957-41-6130-0 日語教學法之研究: 以溝通式教學法為中心

總計: 2種 2冊

向上 連絡人:鄭欣怡 電話:(02)27621719 傳真:(02)27623309

郵遞區號:1107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143號4樓之2
 E-mail:stella@music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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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直樹文字 978-986-7360-22-9 四色女人之白色女人

9711 百央文字 978-986-7360-23-6 四色女人之紅色女人

總計: 2種 2冊

行人 連絡人:周易正 電話:(02)23919335 傳真:(02)28616492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溫州

街12巷14-1號2樓
 E-mail:flaneur@ms4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藍佩嘉著 978-986-84859-0-7 跨國灰姑娘: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

9802 陳傳興著 978-986-84859-1-4 木與夜孰長

9802 陳傳興著 978-986-84859-2-1 銀鹽熱

總計: 3種 3冊

行天宮 連絡人:陳映勳 電話:(02)27180171 傳真:(02)27170536

郵遞區號:1048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

東路二段109號
 E-mail:service@www.h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財團法人臺北行天宮編 978-957-28477-4-9 太上感應篇

總計: 1種 1冊

行易 連絡人:史大衛 電話:(02)23415677 傳真:(02)23516612

郵遞區號:1066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一段126-6號6樓
 E-mail:liu@li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劉重次著 978-986-80125-6-1 嘸蝦米輸入法

總計: 1種 1冊

行政院研考會 連絡人:曾美珍 電話:(02)23419066 傳真:(02)2396764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濟南路一段

2-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施文真研究主持; 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78-986-01-6271-4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現況發佈及系統檢討. 2006年

9711
江啟臣研究主持; 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78-986-01-6340-7

海洋法政暨海洋發展指標調查資料庫規劃

9712
陳小紅研究主持; 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78-986-01-6499-2

我國社會品質發展現況及未來相關發展議題

9712
施正鋒計劃主持; 行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78-986-01-6641-5

『原住民族自治區定位之研究』政策建議書

9712 宋燕輝研究主持 978-986-01-6954-6 『日本海洋政策發展與對策』政策建議書

9712
王鴻濬計畫主持; 黃書

禮, 顧洋, 朱鎮明協同主
978-986-01-6975-1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問題與對策』政策建議書

總計: 6種 12冊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 連絡人:楊小萍 電話:(02)27377354 傳真:(02)27377333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106號5樓
 E-mail:e-taiwan@nici.na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編
978-986-01-7267-6

資訊國力年鑑. 2007-2008

總計: 1種 2冊

行政院秘書處 連絡人:林琪雯 電話:(02)33566836 傳真:(02)33566842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一

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法規委員會編輯

978-986-01-6851-8
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管理法制之檢討: 行政院法

制研討會. 97年

總計: 1種 2冊

行動者創作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44180

郵遞區號:1106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山

路336巷4號3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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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丁訓斌作.攝影.設計 978-986-84938-0-3 行動者創作號PAST WORKS 2003-2008: 丁訓斌作品

總計: 1種 1冊

全佛文化 連絡人:洪琪惠 電話:(02)25081731 傳真:(02)25081733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69巷10號5樓
 E-mail:buddhall@xuite.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敦珠法王等著; 談錫永,

邵頌雄譯著
978-986-6936-35-7

<<辨法法性論>>及釋論兩種

9802 全佛編輯部編著 978-986-6936-36-4 大寶伏藏: 灌頂法像全集. 別冊

9802
張志忠等編輯; 釋迦仁,

澤爾多傑藏文翻譯
978-986-6936-37-1

大寶伏藏: 灌頂法像全集

9803 洪啟嵩作 978-986-6936-38-8 月輪觀.阿字觀: 密教觀想法的重要基礎

總計: 4種 4冊

全威創意媒體 連絡人:范佳媛 電話:(02)33651973 傳真:(02)33652941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9號2樓之1
 E-mail:newidea@so-net.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永達著 978-986-84747-0-3 北迴線上: 來去東客庄

總計: 1種 2冊

全威圖書 連絡人:王筱芬 電話:(02)22900318 傳真:(02)89904923

郵遞區號:248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

三路116巷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9 林國雄, 仇敏編著 978-986-6964-35-0 防火防爆工程

9705
謝宏榮等編著

978-986-6964-39-8
機電整合: 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整理與

分析（含乙級學科歷  屆試題）

9706 顧鴻濤著 978-986-6964-40-4 太陽能電池元件導論: 材料、元件、製程、系統

9708 化學課程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6964-41-1 基礎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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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 柯德祥編著 978-986-6964-42-8 自動控制模擬分析與實習

9709 劉南英, 楊東連編著 978-986-6964-43-5 商事法概要

9708 杜映磊著 978-986-6964-44-2 介面技術

9709
吳學鼎, 許建文, 李明仁

編著
978-986-6964-45-9

普通物理學實驗

9709 徐茂洲等著 978-986-6964-46-6 休閒遊憩導論

9801 莊達人著 978-986-6964-47-3 基礎IC技術: 應用、設計與製造

9802 劉易齋著 978-986-6964-49-7 看見生命文化: 生命、人文與博雅

總計: 11種 11冊

全球生物產業科技發展基連絡人:洪宜良 電話:0935963042 傳真:(04)22201287

郵遞區號:40150
地址:臺中市東區大公街

30號6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彭作奎主編 978-986-84993-0-0 臺灣農業科技政策與績效

總計: 1種 1冊

全球模考 連絡人:黃嘉慧 電話:(02)23899808 傳真:(02)23899167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忠孝西路一

段41號5樓之5
 E-mail:betty@toeicma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羽角俊之, 高志豪作 978-986-6515-00-2 新版多益測驗導引

總計: 1種 1冊

全華圖書 連絡人:曾美珠 電話:(02)22625666 傳真:(02)22628333

郵遞區號:23671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忠義

路21號
 E-mail:michelle@ms1.chw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居芳編著 978-957-21-6410-5 冷凍空調概論

9712 盧聯發, 蘇泰榮編著 978-957-21-6441-9 鑽模與夾具

9803 張盛富, 張嘉展編著 978-957-21-6545-4 無線通訊射頻晶片模組設計. 射頻系統篇

9802 王小川編著 978-957-21-6546-1 語音訊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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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郭來松, 徐瑞祥編著 978-957-21-6630-7 土壤力學實驗

9712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978-957-21-6663-5 電子學實習. II

9801 李銘淵編著 978-957-21-6814-1 光纖通信概論

9709 謝嘉宸編著 978-957-21-6860-8 透析高中地理教學講義. 3

9711 施正雄主編 978-957-21-6863-9 高級中學高三選修化學. 下冊

9711 施正雄主編 978-957-21-6864-6 高級中學高三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下冊

9712 謝嘉宸編著 978-957-21-6869-1 透析高中地理教學講義. 4

9801 楊明玉編著 978-957-21-6880-6 Excel 2007實力養成暨評量解題秘笈

9802 林麗娟等編著 978-957-21-6888-2 元氣日本語進階

9712 楊宗哲主編 978-957-21-6892-9 高級中學高三選修物理. 下冊

9712 楊宗哲主編 978-957-21-6893-6 高級中學高三選修物理教師手冊. 下冊

9712 楊宗哲主編 978-957-21-6894-3 高級中學高三選修物理實驗手冊. 下冊

9711 袁敏事編著 978-957-21-6895-0 通訊電子學

9801 陳重銘, 王國男編著 978-957-21-6898-1 工業安全與衛生

9801 左成基, 楊明欽編著 978-957-21-6900-1 自動變速箱

9801 呂景富編著 978-957-21-6905-6 升科大四技: 數位邏輯(含實習)總複習

9711 陳淑娥, 鄭清貴編著 978-957-21-6910-0 數學指考總複習(教師用)

9711 陳淑娥, 鄭清貴編著 978-957-21-6911-7 數學指考總複習

9802 魯明德編著 978-957-21-6912-4 數位內容智慧財產權

9711 楊壬孝主編 978-957-21-6915-5 高級中學數學. 2

9711 楊壬孝主編 978-957-21-6916-2 高級中學數學. 4

9801 黎安松編著 978-957-21-6952-0 實用板金學

總計: 26種 27冊

合記 連絡人:程書中 電話:(02)27940168 傳真:(02)27924702

郵遞區號:1148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安康

路322-2號
 E-mail:hochi@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H.K.Biesalski, P.Grimm原

著; 胡淼琳編譯
978-986-126-527-8

彩色圖解營養學

9801
Fritz H. Kayser等原著; 林

雅琳譯
978-986-126-531-5

醫用微生物學: 彩色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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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洪鴻龍原著; 合記編輯

部修訂
978-986-126-537-7

常見病名與醫學護理辭典

9801 內藤裕史原著; 李文華 978-986-126-540-7 中毒百科: 事例.病態.治療

總計: 4種 4冊

合慶國際圖書 連絡人:賴惠美 電話:(04)25298055 傳真:(02)28765069

郵遞區號:11283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天母

西路105號3樓
 E-mail:allen135@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侯怡禎編著 978-986-7828-79-8 美容技術士丙級學術科題庫解析

9803 侯怡禎編著 978-986-7828-80-4 美容乙級術科總複習

總計: 2種 2冊

多語國文化 連絡人:陳仲雯 電話:(02)26983500 傳真:(02)26988338

郵遞區號:22101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台

五路一段77號18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吳美成編著 978-986-83472-1-2 1200單字隨手書: EZ舉一反三

總計: 1種 2冊

朵琳出版 連絡人:譚媛心 電話:(02)86671177 傳真:(02)86671333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

路188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譚媛心, 劉怡岑統籌主 978-986-6771-37-8 激亮輕熟女變髮美妝300型: 輕鬆妝成心機系OL女郎

9709 陳俐安統籌主編 978-986-6771-39-2 Best好用保養品368款

9711 曾依莉統籌編輯 978-986-6771-47-7 快速清潔收納完全攻略

9710 陳俐安統籌主編 978-986-6771-52-1 人潮

9711 徐利宜, 劉怡岑統籌主 978-986-6771-54-5 i潮流

9712 曾依莉, 吳玉琴統籌主 978-986-6771-60-6 居家照顧指引

9712 滕家瑤總編輯 978-986-6771-63-7 超絕配■不同臉型完美髮型圖鑑

總計: 7種 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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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理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130177

郵遞區號:82548
地址:高雄縣橋頭鄉德松

村成功北路113巷2-1號
 E-mail:sec@cms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中華民國危機管理學會

編著
978-986-84375-0-0

危機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第六屆)

總計: 1種 1冊

旭營文化 連絡人:黃升 電話:(02)26643375 傳真:(02)26643337

郵遞區號:222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深南

路43號3樓
 E-mail:probook@tpts8.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鄭福成, 陳彥良作 978-986-83510-4-2 數位邏輯搶分祕笈

總計: 1種 1冊

牟永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3304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崗

村樹人路5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牟永平著 978-957-41-5837-9 急救實務基礎

總計: 1種 2冊

如何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50號6樓之1
 E-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三木雄信著; 歐凱寧譯 978-986-136-190-1 A4一枚工作術: 有效掌握精采人生

9712 李孟賢, 陳韻如著 978-986-136-191-8 榜首這樣K書: 8位榜首親傳!獨門分科攻讀法

9712 中天綜合作 978-986-136-192-5 大學生了沒: 課表上找不到的青春選修課

9801 石原結實著; 歐凱寧譯 978-986-136-193-2 速查!好食物事典

9801 松本幸夫作; 常純敏譯 978-986-136-194-9 效率10倍的萬用手冊工作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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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新谷弘實著; 劉滌昭譯 978-986-136-195-6 健康的結論: 不生病的生活黃金篇

9802
安娜.伽拉佐利(Anna

Cerasoli)著; 洪詩雅譯
978-986-136-196-3

愛上幾何: 義大利爺爺的生活實用數學課

9802 本山勝寬著; 歐凱寧譯 978-986-136-197-0 我這樣考上東大和哈佛: 百試百中的16倍速學習法

9803 石原結實著; 歐凱寧譯 978-986-136-198-7 先別急著吃三餐: 真人實證!石原式少食健康法

9803 ■川勇著; 怪人譯 978-986-136-199-4 濕巾變小雞: 人氣超人的神奇戲法

9803 張杰著 978-986-136-200-7 英單2000保證班: 14天用中文牢記最常用單字

總計: 11種 22冊

如意堂 連絡人:陳彩秀 電話:(04)24252898 傳真:(04)24258889

郵遞區號:40961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中清

路176巷2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吳國誌總編輯 978-986-81566-2-3 重編京房易學

總計: 1種 1冊

好名堂文化館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

路206號3樓
 E-mail:tom@elegant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王森林編著 978-986-6937-44-6 我家的寶貝人見人愛: 給孩子的12項後天見面禮

9710 崔華芳編著 978-986-6937-45-3 常跌倒的孩子不怕痛: 給孩子在逆境中成長的能力!

9712
周玉寒編著

978-986-6937-46-0
父母的態度決定孩子人生的寬度: 從生活小處打造孩

子的大未來

總計: 3種 3冊

好優文化 連絡人:于筱芬 電話:(02)29119906 傳真:(02)89193501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218巷10號4樓
 E-mail:carol@warmt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衛威編著 978-986-6557-15-6 麥可.菲爾普斯

9801 凌永放編著 978-986-6557-16-3 學校沒教過的中國哲學家: 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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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2冊

汪興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2751
地址:臺中縣潭子鄉潭陽

路30巷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汪興智作 978-957-41-5827-0 汪興智書畫作品集

總計: 1種 1冊

沙發書坊文化 連絡人:鄭欣 電話:(02)22182708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

路45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黃桐作 978-986-83694-7-4 我們都忘了,放下也是一種選擇. 2

總計: 1種 1冊

沁德居藝廊 連絡人:李淑芳 電話:(02)27074086 傳真:(02)27059768

郵遞區號:1068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四段199巷14號
 E-mail:chinderjyu@cm1.ethome.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明月, 陳柏谷文字編 978-957-28185-7-2 馬琳畫集

總計: 1種 1冊

沈宗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275989

郵遞區號:11654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寧

街173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沈宗儒作 978-957-41-5981-9 前世回溯. 入門篇: 觀照自我

9801 沈宗儒作 978-957-41-6072-3 前世回溯. 應用篇: 導引方法

總計: 2種 2冊

宋氏照遠 連絡人:陳玉潔 電話:(02)29413242 傳真:(02)29413458



郵遞區號:2358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新

街286巷10號2樓
 E-mail:abced-jessica@ms1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宋文明著 978-986-84367-1-8 理想與現實

總計: 1種 1冊

宏文館圖書 連絡人:古能豪 電話:(07)5356125 傳真:(07)3331384

郵遞區號:80247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新光

路38號36樓
 E-mail:e3302363@ksts.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羅尚著 978-957-0494-88-4 戎庵二十一世紀詩存

9709 簡景昇作 978-957-0494-90-7 荒山歲月: 簡景昇白話詩集

9710 小荷著 978-957-0494-91-4 詩鄉行旅

9710 謝錦德作 978-957-0494-92-1 葡萄的淚

9710 林仙龍著 978-957-0494-93-8 遙對大武山

9710 張詩著 978-957-0494-94-5 搖晃的屋頂

9710 王啟在著 978-957-0494-95-2 穿著幸福牌彩衣的蝶

9710 高玉蕊著 978-957-0494-96-9 隱藏的風聲

9710 高玉蕊著 978-957-0494-97-6 歲月手勢

9710 子青著 978-957-0494-98-3 寂寞的魚

9710 何雨彥著 978-957-0494-99-0 獨腳中尉文集

9710 何雨彥著 978-986-6501-00-5 愛河賞浪詩集

9710 鍾順文著 978-986-6501-01-2 愛的進行式

9710 王希成著 978-986-6501-02-9 我的詩劍江山

9710 徐享捷著 978-986-6501-03-6 趕在雨絲間

9710 吳曼圭著 978-986-6501-04-3 曠地野梅

9710 陳美鳳著 978-986-6501-05-0 群鳥掠過的天空

9710 謝佳樺著 978-986-6501-06-7 時間迴帶108首詩

9710 陳秋白著 978-986-6501-07-4 綠之海

9710 陳秋白編譯 978-986-6501-08-1 戰火地圖: 中東女性詩人現代詩選集

9710 掌門詩學社同仁作 978-986-6501-09-8 掌門詩選

9710 雨弦著 978-986-6501-10-4 因為一首詩



9710 江明樹著 978-986-6501-11-1 李旺輝傳

9710 古能豪著 978-986-6501-12-8 懺情書

9710 汪啟疆著 978-986-6501-13-5 疆域地址

總計: 25種 29冊

宏冠 連絡人:陳詔冠 電話:(07)5315351 傳真:(07)5316003

郵遞區號:80446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

二路3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楊琇雲編繪 978-986-80629-7-9 勸世果報畫冊

9711 楊琇雲編繪 978-986-80629-8-6 三世因果畫冊

9802 周波作 978-986-80629-9-3 瘋廚七嘴八舌談美食

9712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總編輯
978-986-84908-0-2

應用外語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4種 4冊

宏道文化 連絡人:莊麗娜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

路206號3樓
 E-mail:lina_chuang@elegant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寇狄.麥克費登著(Cody

Mcfadyen)著; 杜蕾蕾, 譚

暢譯

978-986-7232-62-5

死亡臉孔

9707 陳惟哲作 978-986-7232-63-2 我該念研究所嗎?: 大學畢業前的人生選擇題

9708 成一覽編著 978-986-7232-64-9 富豪致富學: 10位世紀富豪教你輕鬆升級當富翁

9709 成一覽編著 978-986-7232-65-6 富豪工作訣: 10位富豪心訣讓你改變思維成就自我

9710 成一覽編著 978-986-7232-66-3 富豪心態學: 小蝦米也能變富豪

9712
哈蘭.科本(Harlan Coben)

著; 楊冰譯
978-986-7232-67-0

米隆.博利塔的承諾

9802 陳冰作 978-986-7232-68-7 大學生,你該怎麼交朋友?

總計: 7種 7冊



e宏碩文化 連絡人:江序芬 電話:(02)55999999 傳真:(02)55905979

郵遞區號:2314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三段3號9樓
 E-mail:fen@travelcom.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遍天下採訪小組文字

攝影
978-986-6549-07-6

悠活小旅行

9712
彭欣喬, 林育妃等文字

攝影
978-986-6549-08-3

香港玩全指南

9712

王常怡文字; 王常怡, 行

遍天下攝影記者群, 日

本觀光協會攝影

978-986-6549-09-0

京都の走法

9801
吳東峻, 行遍天下採訪

小組文字攝影
978-986-6549-10-6

宜蘭樂居遊: 超感人LOHAS旅居

9802
行遍天下採訪小組文字.

攝影
978-986-6549-11-3

美味大爭霸

總計: 5種 10冊

初光文化 連絡人:陳宗佑 電話:(02)89352117 傳真:(02)29307761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235號11樓
 E-mail:aokiinn@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詹馥華著 978-986-83861-3-6 完全的騙徒

總計: 1種 1冊

志光教育文化 連絡人:曾歆怡 電話:(06)2522444 傳真:(06)2316968

郵遞區號:71071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山

南路515號1樓
 E-mail:joani@publi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9 高明編著 978-986-128-080-6 教育行政學

9708 林清編著 978-986-128-160-5 戶籍法規大意

9609 歐文編著 978-986-128-163-6 比較教育

9611 黃沛婕編著 978-986-128-169-8 警察學



9707 郭穎昌, 李俊儀編著 978-986-128-207-7 勞工行政與勞工法規

9707 郭穎昌, 李俊義編著 978-986-128-208-4 勞工行政與勞工法規大意: 測驗題庫Q&A

9707 程怡編著 978-986-128-209-1 法學大意

9707 林鼎鈞編著 978-986-128-210-7 不動產通用法典

9708 鄒華健編著 978-986-128-211-4 行政學新論

9801 林朝榮, 林芸澧編著 978-986-128-212-1 兩岸六法

9708 郭靖編著 978-986-128-213-8 公共管理混合型題庫Q&A

9708 周昉編著 978-986-128-214-5 刑法(含概要)

9708 高明, 李芸編著 978-986-128-215-2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精編.下冊

9707 陳治宇編著 978-986-128-216-9 行政法概要

9708 楊鑫編著 978-986-128-218-3 機械原理

9708 許偉, 許碩傑編著 978-986-128-219-0 貨幣銀行學

9708 許偉, 許碩傑編著 978-986-128-220-6 貨幣銀行學大意

9708 齊天編著 978-986-128-221-3 國文高分密碼

9709 劉傑編著 978-986-128-222-0 外語(英語)導遊.領隊考前速成

9708 劉傑編著 978-986-128-223-7 華語導遊.領隊考前速成

9709 呂行編著 978-986-128-224-4 導遊.領隊: 隨身實用寶典

9707 程怡編著 978-986-128-225-1 法學大意

9709 高明, 李芸編著 978-986-128-226-8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精編

9711 賴農惟編著 978-986-128-227-5 民法總則

9710 周義編著 978-986-128-228-2 保安警察實務

9710 周昉編著 978-986-128-229-9 架構式刑事訴訟法申論題庫Q&A

9710 吳迪編著 978-986-128-230-5 統計學

9710 吳迪編著 978-986-128-231-2 統計學

9710 顏台大編著 978-986-128-232-9 民法(含概要)主題式申論題庫Q&A

9702 顏台大編著 978-986-128-233-6 刑法(含概要)主題式申論題庫Q&A

9710 徐喬, 吳迪編著 978-986-128-234-3 商研所各校試題精解. 97年

9711 程薇編著 978-986-128-235-0 主題式心理學暨教育心理學試題解析. 98

9711 志聖編委會編著 978-986-128-236-7 公行/政治所: 各校試題精解. 95-97年

9711 王皓強編著 978-986-128-237-4 監獄行刑法攻略題庫Q&A

9711 志聖編委會編著 978-986-128-238-1 教育類研究所各校試題精解. 97年

9708 高明編著 978-986-128-239-8 教育統計



9711 賴農惟編著 978-986-128-240-4 災害防救法

9712 郭雋, 鄒華健編著 978-986-128-241-1 公共政策關鍵考題Q&A

9712 石益華等編著 978-986-128-242-8 基層消防警察考前速成

9705 楊華嚴編著 978-986-128-243-5 民事訴訟法攻略題庫Q&A

總計: 40種 52冊

杜克文化 連絡人:周念貞 電話:(02)87733338 傳真:(02)87734773

郵遞區號:1069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218-6號13樓
 E-mail:annie3q@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陳艾妮作 978-986-83668-4-8 訂單: 18歲的訂單決定81歲的幸福

總計: 1種 2冊

杉林溪遊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5791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大鞍

里溪山路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彭國棟撰文.攝影 978-986-84474-1-7 閱讀中海拔的生物寶藏: 杉林溪賞樹圖鑑

總計: 1種 1冊

李正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德正

街27巷29弄10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正中著 978-957-41-6094-5 國際政治學: 世界政治發展與變遷

總計: 1種 1冊

李治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722332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博愛街29號

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治國作 978-957-41-6096-9 大地風光: 首集亞洲



總計: 1種 1冊

李明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834640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瑞光

里福住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明恭編輯 978-957-41-5991-8 雄商日治時期史略: 創校七十週年特刊

總計: 1種 1冊

李虹葶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2342462

郵遞區號:2315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如意

街8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李虹葶著 978-957-41-5795-2 李虹葶 寫意花鳥: 牡丹、梅、蘭、竹、菊畫法

總計: 1種 3冊

李清照私人劇團 連絡人:劉亮廷 電話:(02)28581003 傳真:(02)2858100

郵遞區號:11260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知行

路92號5樓
 E-mail:yenboy79@ms6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寺山修司等作; 劉亮延,

王世緯, 林封良翻譯
978-986-84722-0-4

嬌恨: 李清照私人劇團清照流戲劇選. 壹

9712 劉亮延著 978-986-84722-1-1 牡丹刑(中英對照)

總計: 2種 2冊

李模務實法學基金會 連絡人:許碧珍 電話:(02)27119300 傳真:(02)27763238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25號13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李模務實法學

基金會編
978-986-83926-1-8

判解研究彙編. 十二: 李模務實法學基金會法學論文徵

選優勝作品集. 九十六年第十二屆

總計: 1種 2冊



e

e

李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016912

郵遞區號:2315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新坡

一街18巷6弄22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彌作 978-957-41-5996-3 航空運輸學

總計: 1種 1冊

究竟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50號6樓之1
 E-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華理克(Rick Warren)著;

楊高俐理譯
978-986-137-105-4

這一天,是為了你

9801

克莉絲塔.波柏曼(Christa

Poppelmann)著; 王淑燕,

謝靜宜譯

978-986-137-106-1

600則意想不到的錯誤常識

9802
尤麗.策(Juli Zeh)著; 唐

薇譯
978-986-137-107-8

物理屬於相愛的人

9803 童門冬二著; 詹慕如譯 978-986-137-108-5 將領之才,參謀之才: 跟日本將相學領導與謀畫

總計: 4種 8冊

投縣文化局 連絡人:陳楝 電話:(049)2221619 傳真:(049)2240480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市建國路135  E-mail:rocky@mail.nth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汪淑華策劃 978-986-01-5312-5 許合和油畫作品選集. 2008

9712 劉耀南主編 978-986-01-5822-9 林圮埔歷史老街文化資產專輯

9712 陳振盛總編輯 978-986-01-6217-2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屆

9712 陳振盛總編輯 978-986-01-6364-3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 第九屆

9712 簡明雪著 978-986-01-6028-4 怒海孤舟: 一位體殘心不殘素人作詞家的故事

9712 黃宏介著 978-986-01-6594-4 雙花艷吟草

9712 張時坤著 978-986-01-6595-1 戀戀人生風景



e

e

9801 王貞富計畫主持 978-986-01-7465-6 臺中菸葉場竹山輔導站保存維護之調查研究計畫

總計: 8種 16冊

投縣美術學會 連絡人:程錫牙 電話:(049)2322468 傳真:(049)2738801

郵遞區號:54051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南鄉

路264號
 E-mail:csy36517@ms4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光明總編輯 978-957-28307-3-4 南投縣美術學會會員聯展專輯. 2008

總計: 1種 1冊

投縣前山國小 連絡人:唐子騏 電話:0929092148 傳真:(049)2658911

郵遞區號:55755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自強

路1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唐子騏, 林函螢編著 978-986-01-5006-3 交通安全教育: 認識車輛視野死角與內輪差

9709 唐子騏, 林函螢編著 978-986-01-5007-0 交通安全教育: 行的安全. 老人與學童篇

總計: 2種 2冊

投縣南投市公所 連絡人:黃麗玉 電話:(049)2222110 傳真:(049)2247076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玉井

街5號
 E-mail:grace@mail.nt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孔淑如等撰稿; 陳瑞慶

總編輯
978-986-01-6596-8

振翅華翔: 南投市百鳥

總計: 1種 2冊

投縣魚池鄉公所 連絡人:陳佩君 電話:(049)2895371 傳真:(049)2898242

郵遞區號:55541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魚池

村秀水巷3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茂祥著

978-986-01-5537-2
消失的日潭: 日月潭活盆地: 魚池鄉頭社、武登地區導

覽手冊



e

總計: 1種 2冊

投縣衛生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05378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市復興路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林麗芳, 林琦瑜總編輯 978-986-01-4266-2 南投縣健康白皮書. 97-100年

總計: 1種 2冊

育成社會福利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5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

南路一段319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朱小綺總編輯

978-986-83480-3-5
心智障礙者預防犯罪系列教材: 心智障礙者預防(竊盜)

犯罪課程教材

總計: 1種 1冊

育達文化 連絡人:林泂妍 電話:(04)23160117 傳真:(04)23166090

郵遞區號:40747
地址:臺中市西區惠安巷

50號
 E-mail:yuida.yuida@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卓俊辰等編著 978-986-6744-21-1 高級中學體育. 6

9712 羅真編著 978-986-6744-22-8 形音義任我行

總計: 2種 2冊

貝登堡國際 連絡人:鄭瑞瑩 電話:(02)87881658 傳真:(02)27294995

郵遞區號:11074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光復

南路495號7樓
 E-mail:Johnson@kkin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貝登堡編輯群編著 978-986-83730-4-4 幼兒簡易機械. 遊樂篇

9712 貝登堡編輯群編著 978-986-83730-5-1 機器人實驗室NXT-G程式開發與應用學習手冊. 第一

總計: 2種 2冊



e

里仁 連絡人:曾美華 電話:(02)23218231 傳真:(02)33937766

郵遞區號:1006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

路2段98號5樓之2
 E-mail:diste@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978-986-6923-31-9 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

9712 董金裕作 978-986-6923-54-8 朱熹學術考論

總計: 2種 4冊

呂惠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5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三段134巷51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呂惠富著 978-957-41-5807-2 以分析層級程序對臺灣衝浪場地的評估與選擇

總計: 1種 1冊

吳鑫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403843

郵遞區號:23571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保健

路106巷30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吳鑫漢著 978-957-41-6066-2 偏癱病人運動控制問題與處理

總計: 1種 1冊

谷公館當代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75602

郵遞區號:1055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南路一段21號4樓之2
 E-mail:ku.gallery@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Putu Sutawijaya, Jumaldi

Alfi, Rudi Mantofani[作]
978-986-84414-1-5

生命裡的鄉愁: 印尼當代藝術展

總計: 1種 1冊

秀威資訊科技 連絡人:林怡君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郵遞區號:11492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

路583巷25號1樓
 E-mail:crita@showw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家亨著 978-986-221-052-9 ODM大破解: 國際代工設計製造買賣合約重點解析

9710
陳佩真著

978-986-221-095-6
電視字幕對語言理解的影響: 以『形系』和『音系』

文字的差異為切入點

9712 吳粉著 978-986-221-098-7 回首來時路 點滴在心頭

9711 蘇菲亞著 978-986-221-103-8 臺灣的語言文字

9710 宋如瑜著 978-986-221-106-9 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發展: 以個案為基礎的探索

9711 馬龍作 978-986-221-107-6 馬龍油畫集

9712 蕭鳳嫻著 978-986-221-108-3 渡海新傳統: 來臺紅學四家論

9711 朱文祥著 978-986-221-109-0 投機理財: 股票投機的簡易操作

9711 徐友漁著 978-986-221-110-6 中國當代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哲學

9711 游適宏著 978-986-221-111-3 試賦與識賦: 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

9712 廖惠珠著 978-986-221-112-0 拒絕遊牧: 流浪教師的修辭策略

9712 周湘華著 978-986-221-113-7 遺忘的危機: 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真相

9712 李麗娜著 978-986-221-114-4 解除寫作的夢魘: 小學生作文病句的診斷與補救途徑

9712 李健樺文字,攝影 978-986-221-115-1 你騙人!布宜諾斯艾利斯哪有很迷人?!

9711 黃波著 978-986-221-116-8 真實與幻影: 近世文人縱橫談

9711 詹澈著 978-986-221-117-5 餘燼再生: 綠島外獄書續篇

9712 路人著 978-986-221-118-2 唐詩宋詞逸事

9712 黃仁著 978-986-221-120-5 日本電影在臺灣

9712 黃珍珍著; 李錦昱插圖 978-986-221-121-2 偷窺

9712 徐明明, 徐跋騁著 978-986-221-122-9 父子談藝錄

9801 徐明明文; 徐跋騁圖 978-986-221-130-4 吟夢心語

9801
林明玉著

978-986-221-131-1
少年小說中的人物刻劃: 以紐伯瑞兒童文學獎得獎作

品為例

9712 胡逢瑛, 吳非著 978-986-221-134-2 全球化下的俄中傳媒在地化變局: 大公報之傳媒睇傳

9801 張文強著 978-986-221-135-9 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

9801 張豐志編著 978-986-221-138-0 南宋鐵錢泉譜

9801 蔡惠美著 978-986-221-139-7 天空永不變

9801 林璧玉著 978-986-221-140-3 創造性的場域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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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楊碧玉著 978-986-221-141-0 洪秀全政治人格之研究

9802 高大威著 978-986-221-145-8 王夢鷗先生<<文心雕龍>>講記

9801
林孜郁(Allison Tzu Yu

Lin)
978-986-221-146-5

Virginia Woolf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 London,

Painting, film and photography

9802 李偉著 978-986-221-150-2 報人風骨: 徐鑄成傳

9801 李俊毅著 978-986-221-151-9 變革與合作: 中國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之研究

9802 雷頤著 978-986-221-153-3 歷史的裂縫: 對歷史與人性的窺探

9802 ■涵著 978-986-221-156-4 沉思的百合

總計: 34種 35冊

何明桹 連絡人:連淑芳 電話:(02)27512777 傳真:(02)27772678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90號7樓
 E-mail:lienst@gmp.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何明桹作 978-957-41-5964-2 生生不息: 堅強的基石.傲人的指標

總計: 1種 1冊

何宣廣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69594

郵遞區號:1065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三段118巷12弄8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何宣廣著 978-957-41-5895-9 球道上的畫家

總計: 1種 1冊

作家 連絡人:王淑芬 電話:0933201547 傳真:(02)87975267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

路10號
 E-mail:sf777@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王淑芬著 978-986-81805-3-6 手工書達人

9604 鄭安修作 978-986-81805-4-3 節慶教學55招

9704 王淑芬著 978-986-81805-5-0 鯨魚女孩 地圖男孩: 地圖女孩.鯨魚男孩. 續集

9708 王淑芬著 978-986-81805-6-7 教學生做趣味紙工



9709 王淑芬文; 張宸偉圖 978-986-81805-9-8 妙點子故事集

9709 王淑芬文; 張宸偉圖 978-986-81805-8-1 妙點子故事集

9709 王淑芬文; 張宸偉圖 978-986-81805-7-4 妙點子故事集

總計: 7種 7冊

余紀忠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宋慧如 電話:(02)23065297 傳真:(02)23067783

郵遞區號:1080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大理

街132號
 E-mail:rita@yuc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余範英, 呂理德作 978-986-84889-0-8 淡水河之歌. 續篇

總計: 1種 1冊

余萬能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235573

郵遞區號:1127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榮華

三路24巷1弄1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余萬能著 978-957-41-6117-1 藥事行政與法規: 法規體系與架構

總計: 1種 1冊

余輝統祭祀管理會 連絡人:余玉泉 電話:03-4227082 傳真:(03)4272726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山

路1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余玉泉編著 978-957-41-5843-0 夕陽無限好 黃昏更燦爛

總計: 1種 2冊

希代多媒體 連絡人:王雅惠 電話:(02)27992788 傳真:(02)27990909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洲子

街88號3樓
 E-mail:yahui@g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古靈作 978-986-6556-08-1 血緣

9711 莫霖著 978-986-6556-32-6 愛妳,妳不懂!



9711 桔梗著 978-986-6556-34-0 老闆愛找碴

9711 呢喃著 978-986-6556-35-7 老公,坦白從寬!

9711 樓采凝作 978-986-6556-36-4 丫頭心太軟

9711 艾玟著 978-986-6556-37-1 惡鄰送上門

9711 慕依著 978-986-6556-38-8 乖乖小潑婦

9711 陶陶著 978-986-6556-39-5 就要你認栽

9712 瓔珞著 978-986-6556-40-1 多情王爺

9712 夜葒著 978-986-6556-41-8 總裁的閒妻

9712 謝上薰著 978-986-6556-42-5 收服酷總裁

9712 七夕著 978-986-6556-43-2 馴服總經理

9712 橙星著 978-986-6556-44-9 惡質總經理

9712 喬軒著 978-986-6556-45-6 惡男在身邊

9712 湛亮著 978-986-6556-46-3 追妳追到煩死妳

9712 水渝著 978-986-6556-47-0 少東的替身情人

9711 左芸著 978-986-6556-48-7 這個男人真討厭

9712 桑芹著 978-986-6556-49-4 醜小鴨也有春天

9712 圓悅著 978-986-6556-50-0 丫頭不識好丈夫

9712 樓采凝作 978-986-6556-51-7 壞男人,好老公

9801 初薔著 978-986-6556-52-4 未婚妻別忘了我!

9712 喬軒著 978-986-6556-53-1 改造我的男人

9712 艾玟著 978-986-6556-54-8 拒當地下情夫

9712 孟瑤著 978-986-6556-55-5 妻子好陌生!

9712 言茵著 978-986-6556-56-2 『好人』難為

9801 莫霖著 978-986-6556-57-9 老婆,請問芳名?

9801 樓采凝作 978-986-6556-58-6 莊主好狂妄

9801 呢喃著 978-986-6556-59-3 夫君沒良心

9801 艾霏著 978-986-6556-60-9 前男友好壞

9801 桑妮著 978-986-6556-61-6 誰家相公這麼壞

9802 卓悅著 978-986-6556-62-3 老公不能說的秘密

9801 凱琍著 978-986-6556-63-0 悍夫寵妻

9801 七寶著 978-986-6556-64-7 吃定總經理

9801 謝上薰著 978-986-6556-65-4 暴君獨寵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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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湛亮著 978-986-6556-66-1 暴龍總裁

9801 橙星著 978-986-6556-67-8 總裁槓上小辣椒

9801 樓心月著 978-986-6556-68-5 總裁賴上前妻

9801 孟妮著 978-986-6556-69-2 總裁纏上洋娃娃

9801 莫霖著 978-986-6556-70-8 總裁愛上嬌妻

9801 關靜著 978-986-6556-71-5 覬覦美男色

9802 湛亮著 978-986-6556-72-2 憨丫頭

9802 古靈著 978-986-6556-73-9 死緣

9802 流瀲紫著 978-986-6556-75-3 后宮: 甄嬛傳

9802 流瀲紫著 978-986-6556-74-6 后宮: 甄嬛傳

9802 樓采凝著 978-986-6556-76-0 馴妻任務

9801 呢喃著 978-986-6556-77-7 小姐不准撒野

9802 陶陶著 978-986-6556-78-4 主子愛找碴

9802 謝上薰著 978-986-6556-79-1 無奸不丈夫

9802 莫霖著 978-986-6556-80-7 愛到深處無怨尤

9802 樓采凝作 978-986-6556-81-4 大人很無理

9803 初妍著 978-986-6556-83-8 大俠單戀一枝花

9803 流瀲紫著 978-986-6556-84-5 后宮: 甄嬛傳

9803 左芸著 978-986-6556-85-2 沒問題小姐

9803 樓采凝作 978-986-6556-86-9 老闆有仇必報

9803 圓悅著 978-986-6556-87-6 和娘子團團圓圓

總計: 55種 55冊

希伯崙公司 連絡人:廖慧雯 電話:(02)25782626 傳真:(02)25786030

郵遞區號:1055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三段32號12樓
 E-mail:fran_liao@liveabc.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吳嘉玲責任編輯 978-986-6700-83-5 E-mail寫作不出錯

9712
Michelle Adams, Patrick

Cowsill作
978-986-6700-85-9

英文翻譯有救囉!!

9712 Diana Leeson等作 978-986-6700-90-3 英語閱讀選

9801 莊錫宗, LiveABC作 978-986-6700-91-0 商務實戰英語書信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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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王琳詔總編輯 978-986-6700-92-7 英語關鍵力. 關鍵字彙篇

9802 王琳詔總編輯 978-986-6700-93-4 英語關鍵力. 關鍵片語篇

總計: 6種 6冊

改革宗 連絡人:陳春伶 電話:(02)27181110 傳真:(02)27131124

郵遞區號:1058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75巷30號
 E-mail:rtf4tw@ms6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魏司道(J. G. Vos)作; 趙

中輝翻譯
978-986-6687-03-7

字裡行間: 細讀創世記

9712
改革宗出版社編訂; 趙

中輝翻譯
978-986-6687-04-4

改教家加爾文: 加爾文500週年紀念(1509-2009)

總計: 2種 2冊

法王講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840634

郵遞區號:71088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山

南路46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如本法師主講 978-986-80055-7-0 六祖壇經演講集

9710 如本法師主講 978-986-80055-6-3 六祖壇經演講集

總計: 2種 2冊

法雨道場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030813

郵遞區號:60652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同仁

村柚仔宅50之6號
 E-mail:newrain@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明法比丘編 978-986-80970-8-7 攝阿毘達摩義論表解(精簡版)

9712 明法比丘編 978-986-80970-9-4 攝阿毘達摩義論表解(完整版)

總計: 2種 2冊

法界 連絡人:王彩虹 電話:(O2)2749219 傳真:(02)2749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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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049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莊敬

路289巷5弄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玄奘大學應用倫理研究

中心, 財團法人弘誓文

教基金會, 玄奘大學宗

教學  系編輯

978-957-8550-40-7

宗教文化與性別倫理: 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法務部 連絡人:薛東慶 電話:(02)23317854 傳真:(02)2389627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貴陽

街一段235號6樓
 E-mail:shing@mail.moj.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法務部政風司編著 978-986-01-5593-8 政風白皮書. 中華民國97年版

9712 法務部保護司編輯 978-986-01-6034-5 犯罪狀況及其分析. 中華民國96年

9712 施茂林,吳謀焰著 978-986-01-6747-4 犯罪被害人保護手冊. 救濟與訴訟篇

9712 法務部保護司編 978-986-01-6888-4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論文集. 11

總計: 4種 11冊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 連絡人:楊麗琴 電話:(02)23410911 傳真:(02)2341083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

段115號2樓
 E-mail:chin203@mail.moj.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第一

組總輯
978-986-01-7042-9

行政執行業務相關令函彙編. 二

總計: 1種 2冊

法鼓山佛教基金會 連絡人:林孟兒 電話:(02)28934646 傳真:(02)28960731

郵遞區號:11244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公館

路186號
 E-mail:edit@dd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法鼓山禪修推廣中心著 978-957-598-418-2 法鼓八式動禪學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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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 聖嚴法師著 978-957-598-427-4 如何導覽法鼓山

9708 梁金滿主編 978-957-598-438-0 法鼓山年鑑. 2007

總計: 3種 5冊

法鼓文化 連絡人:李書儀 電話:(02)28934646 傳真:(02)28960731

郵遞區號:11241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溫泉

路99-15號
 E-mail:edit@dd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聖嚴法師著 978-957-598-449-6 聖嚴法師教話頭禪

9801 聖嚴法師著 978-957-598-450-2 放下的幸福

9802 釋繼程著; 鄧博仁攝影 978-957-598-451-9 花花世界

9802
聖嚴法師著; 約翰.克魯

克(John Crook)編; 薛慧
978-957-598-452-6

如月印空: 聖嚴法師默照禪講錄

9803 釋繼程著 978-957-598-453-3 六妙門講記

9802
聖嚴法師口述; 李慧菊

採訪整理
978-957-598-454-0

歡喜看生死

9803 林泰石著 978-957-598-455-7 聖嚴法師禪學著作中的生命教育

總計: 7種 7冊

法總中文部 連絡人:李映螢 電話:(02)27863022 傳真:(02)27862674

郵遞區號:1157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忠孝

東路六段85號11樓
 E-mail:bttsfabau@drba.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86-7328-40-3 懸命的蜘蛛絲

9712 宣化上人作 978-986-7328-41-0 百日禪選輯

總計: 2種 4冊

法蘭克福工作室 連絡人:韓政良 電話:0926230185 傳真:(02)27219674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03號4樓之1
 E-mail:k5199y@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筱緣著 978-986-7285-20-1 聽說我們是青梅竹馬



總計: 1種 2冊

河中文化實業 連絡人:彭廣愷 電話:(02)27045891 傳真:(02)27044196

郵遞區號:1066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二段27號2樓之10
 E-mail:fidini95@ms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劉瑛著 978-957-29033-6-0 漫輕短篇小說集

9708

哈金.莫隱丁(Shaykh

Hakim Moinuddin Chishti)

著; 林子涵, 龔載潤,  黃

思恩譯

978-957-29033-7-7

蘇非療癒

9712
發動機製造廠文獻編輯

委員會原著
978-957-29033-8-4

航空救國: 發動機製造廠之興衰(1939-1945)

總計: 3種 3冊

河洛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264697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宜

路二段18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許仁圖著 978-957-98366-5-4 枕舟江湖

總計: 1種 1冊

河圖文化 連絡人:高維苓 電話:(02)23891185 傳真:(02)23891247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一段50號21樓之9
 E-mail:hotu.pub@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一行作 978-986-7049-57-5 極道妙探

9511 靜官作 978-986-7049-92-6 獸血沸騰

9512 弄玉著 978-986-6892-04-2 阿里布達年代祭

9512 失落作 978-986-6892-05-9 成龍記

9512 貴竹, 長安浪子作 978-986-6892-07-3 慾望銀河

9512 靜官作 978-986-6892-09-7 獸血沸騰



9602 靜官作 978-986-6892-29-5 獸血沸騰

9601 靜官作 978-986-6892-19-6 獸血沸騰

9603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6892-36-3 惡魔養殖者

9601 獵槍作 978-986-6892-22-6 魔刀麗影

9604 貴竹, 長安浪子作 978-986-6892-38-7 慾望銀河

9602 貴竹, 長安浪子作 978-986-6892-24-0 慾望銀河

9601 李郎憔悴作 978-986-6892-25-7 降仙奇緣

9602 弄玉著 978-986-6892-32-5 阿里布達年代祭

9603 瘋狂流氓作 978-986-6892-42-4 都市花盜

9701 半隻青蛙著 978-986-6892-55-4 龍戰士正傳

9603 迷男作 978-986-6892-56-1 逍遙小散仙

9606 貴竹, 長安浪子作 978-986-6892-59-2 慾望銀河

9604 弄玉著 978-986-6892-71-4 阿里布達年代祭

9605 八寸作 978-986-6892-88-2 娘子軍

9606 迷男作 978-986-6892-77-6 逍遙小散仙

9605 奧丁般虛偽作 978-986-6892-85-1 聖徒

9606 浪蕩邪少作 978-986-6892-94-3 邪艷曲

9606 奧丁般虛偽作 978-986-6892-95-0 聖徒

9607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012-3 半步多慾望傳說

9608 弄玉著 978-986-207-034-5 阿里布達年代祭

9707 八吋作 978-986-207-047-5 金錢美人

9609 八寸作 978-986-207-055-0 娘子軍

9611 家榮作 978-986-207-061-1 妙手神織

9610 弄玉著 978-986-207-063-5 阿里布達年代祭

9610 帥呆著 978-986-207-065-9 淫術鍊金士

9611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067-3 半步多慾望傳說

9610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066-6 半步多慾望傳說

9610 鳥人作 978-986-207-070-3 女神的詭計

9610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073-4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610 獵槍作 978-986-207-074-1 魔刀麗影

9610 阿苦作 978-986-207-076-5 契約生活

9610 半隻青蛙作 978-986-207-078-9 龍戰士外傳



9610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079-6 擎羊舞風雲

9611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080-2 惡魔養殖者

9611 半隻青蛙作 978-986-207-081-9 龍戰士外傳

9611 阿苦作 978-986-207-082-6 契約生活

9611 羅森作 978-986-207-083-3 東方雲夢譚

9701 家榮作 978-986-207-084-0 妙手神織

9705 李郎憔悴作 978-986-207-085-7 降仙奇緣

9611 鳥人作 978-986-207-086-4 女神的詭計

9611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087-1 擎羊舞風雲

9611 秦守作 978-986-207-088-8 冰峰魔戀

9611 貴竹作 978-986-207-089-5 王朝天驕

9611 靜官作 978-986-207-090-1 獸血沸騰

9611 獵槍作 978-986-207-091-8 魔刀麗影

9611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092-5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611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093-2 邪艷曲

9611 八寸作 978-986-207-094-9 娘子軍

9611 光荻作 978-986-207-095-6 天羽龍翔

9611 阿苦作 978-986-207-096-3 無齒殭屍

9612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097-0 半步多慾望傳說

9612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098-7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612 光荻作 978-986-207-099-4 天羽龍翔

9612 半隻青蛙作 978-986-207-100-7 龍戰士外傳

9612 貴竹作 978-986-207-101-4 王朝天驕

9612 阿苦作 978-986-207-102-1 契約生活

9612 阿苦作 978-986-207-103-8 無齒殭屍

9612 弄玉著 978-986-207-104-5 阿里布達年代祭

9612 八寸作 978-986-207-105-2 娘子軍

9703 帥呆著 978-986-207-106-9 淫術鍊金士

9612 閒來無事作 978-986-207-107-6 銀河征戰錄

9612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108-3 擎羊舞風雲

9612 獵槍作 978-986-207-109-0 魔刀麗影

9612 秦守作 978-986-207-110-6 冰峰魔戀



9612 靜官作 978-986-207-111-3 獸血沸騰

9701 貴竹作 978-986-207-112-0 王朝天驕

9701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113-7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702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114-4 惡魔養殖者

9706 迷男作 978-986-207-115-1 逍遙小散仙

9701 阿苦作 978-986-207-116-8 契約生活

9612 靜官作 978-986-207-117-5 獸血沸騰

9702 秦守作 978-986-207-118-2 冰峰魔戀

9701 阿苦作 978-986-207-119-9 無齒殭屍

9701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120-5 擎羊舞風雲

9701 八寸作 978-986-207-121-2 娘子軍

9701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122-9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1 羅森作 978-986-207-123-6 東方雲夢譚

9703 Sunray作 978-986-207-124-3 溝女物語

9701 獵槍作 978-986-207-125-0 魔刀麗影

9704 默默猴作 978-986-207-126-7 妖刀記

9701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127-4 艷法戰

9701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128-1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2 貴竹作 978-986-207-129-8 王朝天驕

9702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130-4 博康舒大冒險: 魔女.殭屍.吸血鬼

9704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131-1 九流術士

9702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132-8 擎羊舞風雲

9702 獵槍作 978-986-207-133-5 魔刀麗影

9701 靜官作 978-986-207-134-2 獸血沸騰

9703 靜官作 978-986-207-135-9 食色無雙

9702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136-6 艷法戰

9702 八寸作 978-986-207-137-3 娘子軍

9704 阿苦作 978-986-207-138-0 無齒殭屍

9702 弄玉著 978-986-207-139-7 阿里布達年代祭

9702 阿苦作 978-986-207-140-3 契約生活

9702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141-0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2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142-7 永恆國度之喋血鴛鴦



9703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143-4 擎羊舞風雲

9703 貴竹作 978-986-207-144-1 王朝天驕

9703 飛凌著 978-986-207-145-8 真蘭亂舞

9703 阿苦作 978-986-207-146-5 契約生活

9703 閒來無事作 978-986-207-147-2 銀河征戰錄

9703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148-9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704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149-6 惡魔養殖者

9702 靜官作 978-986-207-150-2 獸血沸騰

9703 八寸作 978-986-207-151-9 娘子軍

9703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152-6 博康舒大冒險: 魔女.殭屍.吸血鬼

9703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153-3 艷法戰

9703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154-0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3 羅森作 978-986-207-155-7 東方雲夢譚

9704 八寸作 978-986-207-157-1 娘子軍

9704 秦守作 978-986-207-158-8 冰峰魔戀

9704 Sunray作 978-986-207-159-5 溝女物語

9704 靜官作 978-986-207-160-1 獸血沸騰

9704 弄玉著 978-986-207-161-8 阿里布達年代祭

9704 阿苦作 978-986-207-162-5 契約生活

9704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163-2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4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164-9 博康舒大冒險: 魔女.殭屍.吸血鬼

9704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165-6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704 貴竹作 978-986-207-166-3 王朝天驕

9704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167-0 擎羊舞風雲

9704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168-7 艷法戰

9704 靜官作 978-986-207-169-4 食色無雙

9704 閒來無事作 978-986-207-170-0 銀河征戰錄

9704 家榮作 978-986-207-171-7 妙手神織

9706 失落作 978-986-207-172-4 鐵漢

9705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173-1 帝王本色

9705 獵槍作 978-986-207-174-8 小村.春色

9705 阿苦作 978-986-207-175-5 契約生活



9705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176-2 艷法戰

9705 羅森作 978-986-207-177-9 東方雲夢譚

9705 Sunray作 978-986-207-178-6 溝女物語

9705 八寸作 978-986-207-179-3 娘子軍

9705 光荻作 978-986-207-180-9 天羽龍翔

9705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181-6 九流術士

9706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182-3 惡魔養殖者

9705 貴竹作 978-986-207-183-0 王朝天驕

9705 靜官作 978-986-207-184-7 食色無雙

9705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185-4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5 靜官作 978-986-207-186-1 獸血沸騰

9705 默默猴作 978-986-207-187-8 妖刀記

9705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188-5 永恆國度之祕密花園

9705 家榮作 978-986-207-189-2 妙手神織

9706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190-8 散花天女

9707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191-5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707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223-3 九流術士

9706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192-2 九流術士

9707 阿苦作 978-986-207-209-7 契約生活

9706 阿苦作 978-986-207-193-9 契約生活

9708 失落作 978-986-207-215-8 鐵漢

9707 失落作 978-986-207-194-6 鐵漢

9707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227-1 艷法戰

9706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195-3 艷法戰

9709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217-2 帝王本色

9707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216-5 帝王本色

9706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196-0 帝王本色

9707 八寸作 978-986-207-226-4 娘子軍

9706 八寸作 978-986-207-197-7 娘子軍

9707 默默猴作 978-986-207-207-3 妖刀記

9706 默默猴作 978-986-207-198-4 妖刀記

9706 弄玉著 978-986-207-199-1 阿里布達年代祭



9707 獵槍作 978-986-207-212-7 小村.春色

9706 獵槍作 978-986-207-200-4 小村.春色

9707 阿苦作 978-986-207-222-6 無齒殭屍

9706 阿苦作 978-986-207-201-1 無齒殭屍

9710 秦守作 978-986-207-210-3 冰峰魔戀

9706 秦守作 978-986-207-202-8 冰峰魔戀

9706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203-5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7 貴竹作 978-986-207-208-0 王朝天驕

9706 貴竹作 978-986-207-204-2 王朝天驕

9708 靜官作 978-986-207-219-6 獸血沸騰

9706 靜官作 978-986-207-218-9 獸血沸騰

9705 靜官作 978-986-207-205-9 獸血沸騰

9707 靜官作 978-986-207-224-0 食色無雙

9706 靜官作 978-986-207-206-6 食色無雙

9707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211-0 散花天女

9708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213-4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707 羅森作 978-986-207-214-1 東方雲夢譚

9707 李郎憔悴作 978-986-207-221-9 降仙奇緣

9706 李郎憔悴作 978-986-207-220-2 降仙奇緣

9708 八吋作 978-986-207-225-7 金錢美人

9708 忘懷作 978-986-207-228-8 日出之王

9707 閒來無事作 978-986-207-229-5 逆俠

9707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230-1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7 光荻作 978-986-207-231-8 天羽龍翔

9710 默默猴作 978-986-207-232-5 妖刀記

9708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233-2 艷法戰

9709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234-9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08 李郎憔悴作 978-986-207-235-6 降仙奇緣

9709 八寸作 978-986-207-236-3 娘子軍

9709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237-0 惡魔養殖者

9708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238-7 九流術士

9708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239-4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708 獵槍作 978-986-207-240-0 小村.春色

9710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241-7 帝王本色

9709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242-4 散花天女

9709 說劍作 978-986-207-244-8 墮落之王

9709 弄玉著 978-986-207-245-5 阿里布達年代祭

9801 阿苦作 978-986-207-253-0 無齒殭屍

9708 阿苦作 978-986-207-246-2 無齒殭屍

9710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265-3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709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247-9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709 家榮作 978-986-207-248-6 妙手神織

9709 光荻作 978-986-207-249-3 天羽龍翔

9710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267-7 艷法戰

9709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250-9 艷法戰

9709 閒來無事作 978-986-207-251-6 逆俠

9710 靜官作 978-986-207-262-2 獸血沸騰

9709 靜官作 978-986-207-261-5 獸血沸騰

9709 靜官作 978-986-207-259-2 獸血沸騰

9709 靜官作 978-986-207-252-3 獸血沸騰

9709 羅森作 978-986-207-254-7 東方雲夢譚

9710 忘懷作 978-986-207-255-4 日出之王

9709 獵槍作 978-986-207-256-1 小村.春色

9709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257-8 九流術士

9710 八吋作 978-986-207-258-5 金錢美人

9710 開心的老鼠著 978-986-207-260-8 極品白領

9711 說劍作 978-986-207-264-6 墮落之王

9710 說劍作 978-986-207-263-9 墮落之王

9711 閒來無事作 978-986-207-269-1 逆俠

9711 帥呆著 978-986-207-270-7 淫術鍊金士

9711 弄玉著 978-986-207-271-4 阿里布達年代祭

9801 默默猴作 978-986-207-272-1 妖刀記

9711 靜官作 978-986-207-289-9 獸血沸騰

9710 靜官作 978-986-207-273-8 獸血沸騰



9711 八寸作 978-986-207-285-1 娘子軍

9711 八寸作 978-986-207-274-5 娘子軍

9711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275-2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11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286-8 散花天女

9710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276-9 散花天女

9711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287-5 九流術士

9710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277-6 九流術士

9711 魔墳作 978-986-207-278-3 降頭師

9711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279-0 我的天下

9801 戴小樓作 978-986-207-280-6 白目老師

9711 光荻作 978-986-207-281-3 天羽龍翔

9712 八吋作 978-986-207-282-0 金錢美人

9711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283-7 帝王本色

9711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284-4 極品白領

9711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288-2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710 獵槍作 978-986-207-290-5 小村.春色

9712 忘懷作 978-986-207-293-6 日出之王

9711 忘懷作 978-986-207-292-9 日出之王

9711 忘懷作 978-986-207-291-2 日出之王

9711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294-3 艷法戰

9711 羅森作 978-986-207-295-0 東方雲夢譚

9711 靜官作 978-986-207-296-7 獸血沸騰

9711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297-4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11 微風妖來坊作 978-986-207-298-1 惡魔養殖者

9712 開心的老鼠作 978-986-207-311-7 極品白領

9712 開心的老鼠作 978-986-207-307-0 極品白領

9711 開心的老鼠作 978-986-207-299-8 極品白領

9712 金鯉魚作 978-986-207-300-1 催眠王座

9712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301-8 半步多慾望傳說

9712 說劍作 978-986-207-302-5 墮落之王

9712 獵槍作 978-986-207-303-2 小村.春色

9712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304-9 九流術士



9712 浪蕩邪少作 978-986-207-306-3 帝王本色

9711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308-7 我的天下

9712 靜官作 978-986-207-310-0 獸血沸騰

9711 靜官作 978-986-207-309-4 獸血沸騰

9712 辰東.狼天作 978-986-207-312-4 艷法戰

9712 紫屋魔戀作 978-986-207-313-1 散花天女

9712 家榮作 978-986-207-314-8 妙手神織

9712 光荻作 978-986-207-315-5 天羽龍翔

9712 弄玉著 978-986-207-316-2 阿里布達年代祭

9712 天堂裡的土作 978-986-207-317-9 永恆國度之黑暗黎明

9801 忘懷作 978-986-207-318-6 日出之王

9712 魔墳作 978-986-207-319-3 降頭師

9801 金鯉魚著 978-986-207-321-6 催眠王座

9801 說劍作 978-986-207-322-3 墮落之王

9712 Michanll, 英雄作 978-986-207-323-0 我的天下

9801 靜官作 978-986-207-325-4 獸血沸騰

9801 骷髏精靈, 阿苦作 978-986-207-330-8 半步多慾望傳說

總計: 279種 282冊

泛亞國際文化 連絡人:陳月凰 電話:(02)82219307 傳真:(02)82217999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

路253號9樓
 E-mail:joy@b-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La Zoo作; 黃郁文譯 978-957-720-854-5 不要再浪費了!

9801
威森媒體出版公司企畫;

賴雅靜譯
978-957-720-855-2

越問越聰明

9801
克蕾兒.盧維林作; 凱特.

雪帕繪; 方美鈴譯
978-957-720-856-9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

總計: 3種 3冊

波詩米亞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91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內埔

村光明路6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謝三進作 978-986-84432-2-8 到現在為止的夢境

總計: 1種 1冊

京中玉國際 連絡人:呂佳蓉 電話:(02)82219822 傳真:(02)8221708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

路137號6樓
 E-mail:luchin3@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金貴卿作; 朴在玄繪圖;

啥都翻有限公司翻譯
978-986-7672-66-7

大象: 長鼻大力士

9603
李海蓮作; 李亨俊繪圖;

啥都翻有限公司翻譯
978-986-7672-67-4

長頸鹿: 草原瞭望臺

9603
徐廷兒作; 許邏瑛繪圖;

啥都翻有限公司翻譯
978-986-7672-68-1

獅子: 好戰的勇士

9603
鄭雪兒作; 全福淳繪圖;

啥都翻有限公司翻譯
978-986-7672-69-8

鴕鳥: 長腿百米王

9603
李海蓮作; 金善瑩繪圖;

啥都翻有限公司翻譯
978-986-7672-70-4

袋鼠: 跳遠常勝軍

9611 金貴卿等作 978-986-7083-74-6 小小動物奇觀. 野生館

9701 Robert Kennedy Carter著 978-986-7083-75-3 資優生美語圖解字典

9702 趙卿作; 金弘列繪圖 978-986-7083-76-0 鯨魚: 深海潛水艇

9702 金貴卿作; 金向熙繪圖 978-986-7083-77-7 企鵝: 南極寶貝

9702 徐廷兒作; 金境秀繪圖 978-986-7083-78-4 鯊魚: 敏捷殺手

9702 李海蓮作; 李承源繪圖 978-986-7083-79-1 魷魚及章魚: 七手又八腳

9702 徐廷兒作; 全智恩繪圖 978-986-7083-80-7 海龜: 慢吞吞先生

9702 趙傾等作 978-986-7083-81-4 小小動物奇觀: 海洋館

9704
Alison Ahearn等編著; 洪

世民等翻譯
978-986-7083-87-6

全球經典建築: Top 100

9706
Winfried Maas等著; 王雲

平翻譯
978-986-7083-88-3

一生必遊的100魅力城市



e

9706
Rolf Schneider等著; 陶心

怡, 張瑜, 徐靖逸翻譯
978-986-7083-89-0

一生必遊的100華麗教堂

9706
Hanns-Joachim Neubert等

著; 許丹翻譯
978-986-7083-90-6

一生必遊的100國家公園

9706
Winfried Maas等著; 王雲

平翻譯
978-986-7083-91-3

一生必遊的100世界奇觀

9706

Hanns-Joachim Neubert等

著; 宛家禾, 蔡裴驊, 蔡

心語翻譯

978-986-7083-92-0

一生必遊的100世界博物館

9706 王珍等撰文; 陳秀琴主 978-986-7083-93-7 一生必遊的100中國瑰寶

9706

卡洛.科洛迪(Carlo

Collodi)作; 英諾桑提

(Roberto Innocenti)繪; 京

中玉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7083-94-4

木偶奇遇記

9708
Jack Barker等編著; 林妙

冠, 洪世民, 張雅芳翻譯
978-986-7083-96-8

全球經典城市: Top 100

9708 湯素蘭等作 978-986-7083-97-5 好孩子多元啟蒙故事屋. II

9708
湯素蘭作; 黃健琪改寫;

詹前校, Jacob Roth翻譯
978-986-7083-98-2

壞脾氣的小精靈

9708
李想作; 黃健琪改寫; 詹

前校, Jacob Roth翻譯
978-986-7083-99-9

神奇的聚會

9708
李想作; 黃健琪改寫; 詹

前校, Jacob Roth翻譯
978-986-6558-00-9

誰還沒有睡

9708
蕭褒作; 黃健琪改寫; 詹

前校, Jacob Roth翻譯
978-986-6558-01-6

我的魔法寶貝

9801
John Baxter等原著; 羅千

純等翻譯
978-986-6558-20-7

全球經典奇觀: Top 100

總計: 28種 28冊

宜新文化 連絡人:王志偉 電話:(02)27073232 傳真:(02)27011633

郵遞區號:1066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瑞安

街256巷16號
 E-mail:dhlin@dahhsin.com.tw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崔健, 姜奉植編著 978-986-6809-03-3 韓國語入門

9709 崔健, 姜奉植編著 978-986-6809-02-6 韓國語入門

總計: 2種 2冊

宜縣大福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615383

郵遞區號:26341
地址:宜蘭縣壯圍鄉大福

路一段62巷2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賴建忠等作 978-986-01-5997-4 活化校園空間: 生態尋寶秘笈

總計: 1種 2冊

宜縣文化局 連絡人:林菁菁 電話:(03)9322440e 傳真:(03)9357044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市復興路二段

101號
 E-mail:steve@ilc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天浩建築師事務所著 978-986-01-5706-2 宜蘭縣定古蹟二結穀倉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總計: 1種 1冊

宜縣美術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960553

郵遞區號:27041
地址:宜蘭縣蘇澳鎮勝利

路17-3號
 E-mail:t850070@il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陳明德總編輯 978-986-83720-1-6 宜蘭縣美術學會會員美展作品專輯. 2008

總計: 1種 2冊

宜縣頭城中元祭典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777429

郵遞區號:26146
地址:宜蘭縣頭城鎮城北

里纘祥路88號3樓
 E-mail:ghosttoucheng@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宜蘭縣頭城鎮中元祭典

協會編輯
978-986-85069-0-9

宜蘭縣頭城鎮中元節搶孤文化活動攝影&繪畫成果專

輯. 2008



x

x

9801
宜蘭縣頭城鎮中元祭典

協會編輯
978-986-85069-1-6

宜蘭縣頭城鎮中元節搶孤文化活動徵詩&邀文成果專

輯. 2008

總計: 2種 4冊

宜縣龜山島社區發展協會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780827

郵遞區號:26145
地址:宜蘭縣頭城鎮龜山

里龜山路221號
 E-mail:g9780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簡英俊, 張振裕總編輯 978-986-83057-1-7 龜山島人文鳥類生態導覽

總計: 1種 2冊

宜縣選委會 連絡人:林美惠 電話:(03)9254124 傳真:(03)9253526

郵遞區號:26060
地址:宜蘭市凱旋里縣政

北路3號2樓
 E-mail:mal14226@mail.e-land.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宜蘭縣選舉委員會編著 978-986-01-7312-3 宜蘭縣村里長補選選務總報告. 第18屆

總計: 1種 2冊

宜縣蘭陽博物館 連絡人:吳玉苾 電話:(03)9255650e 傳真:(03)9255493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市縣政北路3  E-mail:hyp@ilmuse.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陳有貝計畫主持 978-986-01-1942-8 淇武蘭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9612 陳有貝計畫主持 978-986-01-1941-1 淇武蘭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9612 陳有貝計畫主持 978-986-01-1940-4 淇武蘭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9710 陳有貝計畫主持 978-986-01-4069-9 淇武蘭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9710 陳有貝計畫主持 978-986-01-4068-2 淇武蘭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9710 陳有貝計畫主持 978-986-01-4067-5 淇武蘭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總計: 6種 12冊

宜蘭大學 連絡人:簡秀芬 電話:(03)9357400e 傳真:(03)9365239

郵遞區號:26047
地址:宜蘭縣宜蘭市神農

路1段1號
 E-mail:publish@niu.edu.tw



x

x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卓志隆, 洪崇彬編著 978-986-01-6592-0 木材使用者手冊. 一

9712 鄭永祥編譯 978-986-01-6617-0 黴菌與黴菌毒素

總計: 2種 4冊

宜蘭大學農推會 連絡人:簡秀芬 電話:(03)9357400e 傳真:(03)9365239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市神農路1段1

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裕文等總編輯 978-986-01-7084-9 園藝植物多樣性利用

總計: 1種 2冊

宜蘭社大基金會 連絡人:藍浩瑋 電話:(03)9311749e 傳真:(03)9311108

郵遞區號:26051
地址:宜蘭市復興路二段

77號
 E-mail:x8900042@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宜蘭社區大學作 978-986-82764-7-5 心靈點滴: 宜蘭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十六集

總計: 1種 1冊

宜蘭縣史館 連絡人:陳金奇 電話:(03)9332868 傳真:(03)9332616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市縣政北路3  E-mail:history@ilc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葉明琦編著 978-986-01-6616-3 阮阿公講ヘ龜山島故事

總計: 1種 2冊

空中美語文教 連絡人:謝靜慧 電話:(02)23916999 傳真:(02)23916778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230號2樓
 E-mail:janet@english4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978-986-6990-28-1

Teacher's Manual



e

9703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Trudy Barnes
978-986-6990-33-5

English grammar for young learners. 2

9703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978-986-6990-35-9

Howdy kids: stuedent book

9703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978-986-6990-34-2

Howdy kids: stuedent book

9704 Amy Lovestrand等作 978-986-6990-36-6 Express English. level 2

9704 Amy Lovestrand等作 978-986-6990-37-3 Express English. level 1

9704 Claire Tyrrell, Smart 978-986-6990-38-0 Listen in & speak out

9706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Trudy Barnes
978-986-6990-41-0

Teacher's manual

9706 Amy Lovestrand等作 978-986-6990-42-7 Express English

9710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978-986-6990-44-1

Howdy! kids: stuedent book

9711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 Trudy Barnes
978-986-6990-46-5

English grammar for young learners. 3

9711
Seraphim Davidson, Torch

Pratt
978-986-6990-47-2

teacher's manual: Howdy kids. 6

總計: 12種 12冊

空庭書苑 連絡人:唐岱蘭 電話:(02)32345945 傳真:(02)22239390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二段7之5號10樓
 E-mail:reader@kongt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韓煥忠著 978-986-7484-34-5 華嚴判教論

9712 密林持松編著 978-986-7484-35-2 密教通關(新校標點本)

9802 呂建福著 978-986-7484-36-9 密教論考

9802
海雲繼夢著

978-986-7484-37-6
普賢行願: 華嚴經普賢行願品講記: 二■■一加拿大二

講之一

9802 海雲繼夢著 978-986-7484-39-0 十大願王: 華嚴經普賢行願品講記

9802
海雲繼夢著

978-986-7484-40-6
不思議解脫: 華嚴經普賢行願品講記 :二■■一加拿大

二講之二



9802
海雲繼夢著

978-986-7484-41-3
大方廣境界: 華嚴經普賢行願品講記: 二■■一加拿大

二講之三

總計: 7種 7冊

社教文化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1341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

路738之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吳聲淼編著 978-986-84811-0-7 飛越吧哩嘓的天空: 追憶空軍英雄吳載熙

總計: 1種 2冊

非馬 連絡人:郭佩貞 電話:(02)86626919 傳真:(02)26642112

郵遞區號:10845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康定

路62號4樓
 E-mail:service@wiskno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Boutique社編; 王慧娥譯 978-986-6817-21-2 天然素材可愛布製小物DIY

9712 Merry社編; 石學昌譯 978-986-6817-31-1 美型公仔

9712
鴨田由利子, 鬼頭郁子,

武內啟子共著; 楊明綺
978-986-6817-32-8

花心思: 讓生活充滿美感的鮮花設計提案

9701 平野惠理子著; 王慧娥 978-986-6817-34-2 修繕女王之省錢大作戰: 不花大錢,也能讓家裡煥然一

總計: 4種 4冊

青文 連絡人:楊聯丁 電話:(03)3500488 傳真:(03)3494050

郵遞區號:1044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

東路一段36號3樓
 E-mail:nec@ching-w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碧也緋紅原作; 林郁如

翻譯
978-986-209-384-9

鬼外事件簿. 其之拾貳, 貓之王國

9711
押上美■原作; 蘇黎衡

翻譯
978-986-209-389-4

皇龍騎士團

9712 池■理美作; 正樹想妳 978-986-209-394-8 超變身小辣妹



9711
那州雪繪原作; 林靜宜

翻譯
978-986-209-402-0

魔法少女初音

9712
松本花原作; 和靜清寂

翻譯
978-986-209-408-2

動物森林 學校的老師

9712
羽崎やすみ原作; 正樹

七十翻譯
978-986-209-410-5

抒情曲配方

9712 松本花原作; NAO翻譯 978-986-209-416-7 日晝月夜twink twink

9712
高橋■未原作; 周先姝

翻譯
978-986-209-440-2

觸電感應 高橋■未短篇集. 2

9712
松本花原作; 和靜清寂

翻譯
978-986-209-444-0

動物森林 學校的老師

9710 松原真琴作; 彭小玲翻 978-986-209-472-3 神樣靈感少女: 英雄換上運動服為民除惡

9710
影名淺海作; 黃至緯，

李懿雯翻譯
978-986-209-474-7

影=光 Shadow.Light. 激戰篇

9711 山田貴敏原作; 管淩翻 978-986-209-508-9 離島大夫日誌(豪華愛藏版)

9711
たかなぎ優名原作; 蘇

黎衡翻譯
978-986-209-510-2

式神之城. 扭曲之城篇

9712
小學館編輯部原作; 張

勝昌翻譯
978-986-209-547-8

神奇寶貝鑽石&珍珠全國全角色大圖鑑

9712
小學館編輯部原作; 張

勝昌翻譯
978-986-209-546-1

神奇寶貝鑽石&珍珠全國全角色大圖鑑

9711
曾山一壽漫畫; 杜信彰

翻譯
978-986-209-570-6

走投無路危險爺爺

9710
小野繪里子原作; 許文

萍翻譯
978-986-209-571-3

新山田小蜜子

9710
べんたぶ, 神葉理世原

作; 弁天翻譯
978-986-209-574-4

我的腐女友

9709
長谷川潤原作; 海原零

漫畫; 林郁如翻譯
978-986-209-576-8

銀盤萬花筒(漫畫)

9710 森繪都原作; 林捷瑜翻 978-986-209-579-9 Dive!!跳水男孩

9712 福島聰原作; 陳冠安翻 978-986-209-580-5 機動旅團八福神



9709
金田一蓮十郎原作; 弁

天翻譯
978-986-209-585-0

哈雷小子. II

9710
日本橋惠太朗原作; 蔡

幸君翻譯
978-986-209-586-7

絕對世界的黑虎

9710
東雲太郎漫畫; 杜信彰

翻譯
978-986-209-588-1

君吻(漫畫版)

9710 城崎火也作; 鱗翻譯 978-986-209-590-4 Dragon Crisis: 龍之界點: 委託人是皇室公主

9709 伊東京一作; 林其磊翻 978-986-209-591-1 Bird Heart Beat夜姬天炎!

9710 雜賀匡作; 黃瀚篁翻譯 978-986-209-593-5 夜明前的琉璃色. 菜月篇

9710 王啟華內文翻譯 978-986-209-594-2 SD鋼彈G世代戰魂最終完全攻略本

9710
■騎士07原作; 外海良

基作畫; 林雅涵翻譯
978-986-209-599-7

暮蟬鳴泣時. 暇潰篇

9711
■騎士07原作; 外海良

基作畫; 林郁如翻譯
978-986-209-600-0

暮蟬鳴泣時. 渡夜篇

9710 楠桂原作; 醒夢翻譯 978-986-209-601-7 Bitter virgin聖母劫

9709
滿田拓也原作; 麥盧寶

全翻譯
978-986-209-602-4

棒球大聯盟

9710
青山剛昌原作; 王瑜平

翻譯
978-986-209-603-1

名偵探柯南

9710
安達充原作; 紅燒茄子

翻譯
978-986-209-604-8

ROUGH物語(新裝版)

9711
日本橋惠太朗原作; 蔡

幸君翻譯
978-986-209-605-5

絕對世界的黑虎

9710
真壁太陽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06-2

武靈士三國志

9709 橘皆無原作; 林莉雅翻 978-986-209-607-9 Boys love

9710
大塚志郎原作; 韓宛儒

翻譯
978-986-209-608-6

獵海傳奇

9710
麥原伸太郎原作; 許文

萍翻譯
978-986-209-609-3

哆啦A夢超棒球外傳

9710 車田正美原作; RON翻 978-986-209-610-9 熱血拳兒. II



9710
青山剛昌原作; ALATA

翻譯
978-986-209-611-6

名偵探柯南: 紺碧之棺

9710
冰室■子原作; 山內直

實漫畫; 和靜清寂翻譯
978-986-209-612-3

■璃公主大冒險. 新婚篇

9712
十七夜詩織原作; 林莉

雅翻譯
978-986-209-614-7

寶石小精靈

9711 柚月純作; Maumau翻譯 978-986-209-615-4 學園王子

9710
渡邊多惠子原作; 徐智

慧翻譯
978-986-209-616-1

光之風

9710 福島聰原作; 林靜宜翻 978-986-209-617-8 虎鵜之城

9710
石渡治原作; 正樹捷安

特譯
978-986-209-618-5

odds飆風競輪

9710
藤子. F. 不二雄原作; 紅

燒茄子翻譯
978-986-209-619-2

藤子. F. 不二雄SF短篇完全版

9711
西岸良平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20-8

幸福の三丁目. 奇幻篇

9710 村瀨範行原作; 弁天翻 978-986-209-621-5 橡皮渣君

9710 三■陸作; RON翻譯 978-986-209-623-9 勇者鬥惡龍: 達伊的大冒險

9710 三■陸作; RON翻譯 978-986-209-622-2 勇者鬥惡龍: 達伊的大冒險

9710
勝見直人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25-3

抓鬼獵人

9711 松原真琴作; 彭小玲翻 978-986-209-626-0 傳說靈感少女

9710 八薙玉造作; 黃欣瑩翻 978-986-209-627-7 鐵球公主艾蜜莉第一幕

9710 青木祐子作; Koike翻譯 978-986-209-629-1 維多利亞薔薇色. vol. 5, 戀之禮服是通往明日的車票

9710 櫻■洋作; 林其磊翻譯 978-986-209-630-7 簡單易懂的現代魔法. 3, Ghostscript for wizards

9710 舞阪洸作; 哈泥蛙翻譯 978-986-209-631-4 鋼鐵白兔騎士團

9710 水科孝之作; 費仁斌譯 978-986-209-634-5 良電子

9710 林耿生遊戲攻略/執筆 978-986-209-635-2 Metal gear solid 4 guns of the patriots

9710 北澤大輔作; 魏大鈞翻 978-986-209-638-3 鎮魂前奏曲

9710
響鈴音, 鈴本紅作; 金魚

翻譯
978-986-209-639-0

卡蓮■高中可愛廣播社. 2, 揭曉答案



9711
■騎士07原作; 外海良

基作畫; 林雅涵翻譯
978-986-209-640-6

暮蟬鳴泣時. 暇潰篇

9711
■騎士07原作; 外海良

基作畫; 林郁如翻譯
978-986-209-641-3

暮蟬鳴泣時. 渡夜篇

9711 楠桂原作;醒夢翻譯 978-986-209-643-7 Bitter virgin聖母劫

9711
赤人義一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44-4

屍姬

9712
湖住ふじこ原作; 林郁

如翻譯
978-986-209-645-1

緋色的碎片:覺醒時刻

9711
安達充原作; 紅燒茄子

翻譯
978-986-209-646-8

ROUGH物語(新裝版)

9711
藪野續久原作; 大谷昭

漫畫; Reigi翻譯
978-986-209-647-5

LOST+BRAIN

9711
麻生羽呂原作; 正樹熊

北鼻翻譯
978-986-209-648-2

咒法解禁!!HYDE&CROSER

9711
真壁太陽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49-9

武靈士三國志

9711
上田美和作; MAU-MAU

翻譯
978-986-209-651-2

Papillon: 花與蝶

9711
立野真琴原作; 和靜清

寂譯
978-986-209-652-9

Yellow危險地帶

9711
勝見直人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54-3

抓鬼獵人

9711 三■陸作; RON翻譯 978-986-209-656-7 勇者鬥惡龍: 達伊的大冒險

9711 三■陸作; RON翻譯 978-986-209-655-0 勇者鬥惡龍: 達伊的大冒險

9711
高橋留美子原作; 田家

翻譯
978-986-209-658-1

犬夜叉

9711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 978-986-209-659-8 四葉遊戲

9711
曾山一壽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60-4

功夫棒子

9711
十七夜詩織原作; 邱麗

娟翻譯
978-986-209-661-1

彩妝小精靈



9711 村瀨範行原作; 弁天翻 978-986-209-662-8 橡皮渣君

9712 福島聰原作; 陳冠安翻 978-986-209-663-5 機動旅團八福神

9711 原秀則原作; a-Lu翻譯 978-986-209-664-2 再見全壘打原秀則『棒球』短篇集

9711 虛淵玄作; 哈泥蛙翻譯 978-986-209-666-6 白貌傳道師

9711 今野緒雪作; Mo翻譯 978-986-209-668-0 瑪莉亞的凝望. vol.12, 羔羊們的假期

9711
BadeSon原作; 御門智作;

御門幻流翻譯
978-986-209-669-7

戀姬無雙外傳 紫電一閃!華蝶假面. 2, 烈火赤壁

9710 加納新太作; 右紋翻譯 978-986-209-671-0 光明之風: 另一段連結: 封鬼劍士

9711 任學璽總編輯; SR2譯 978-986-209-672-7 機動戰士鋼彈/ 鋼彈軍武大全

9712 雜賀匡作; 黃瀚篁翻譯 978-986-209-673-4 夜明前的琉璃色. 米亞篇

9712
岡田留奈作; Pull Top原

作; 哈泥蛙翻譯
978-986-209-675-8

遙仰凰華

9712
北側寒■作; age原作; 宋

輝雄翻譯
978-986-209-676-5

MUV-LUV. 2, EXTRA友情

9712
佐■原史緒作; 林佩瑾

翻譯
978-986-209-677-2

戰鬥!暴風少女!

9711
細江ひろみ作; 巫文嘉

翻譯
978-986-209-679-6

狂野歷險advanced 3rd

9711 冰上慧一作; 王啟華翻 978-986-209-680-2 魔物獵人: 魂之繼承者

9711 任學璽總編輯 978-986-209-681-9 魔物獵人PORTABLE 2nd g完全攻略本

9711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

漫畫; 王秉達翻譯
978-986-209-682-6

神奇寶貝特別篇

9712
■騎士07作; 鈴羅木か

りん作畫; Uya翻譯
978-986-209-683-3

暮蟬鳴泣時解. 贖罪篇

9712
■騎士07原作; 方條ゆ

とり作畫; 林郁如翻譯
978-986-209-684-0

暮蟬鳴泣時解. 揭曉篇

9712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

翻譯
978-986-209-685-7

楚楚可憐超能少女組

9712
立野真琴原作; 和靜清

寂譯
978-986-209-687-1

Yellow危險地帶

9712 俞家燕漫畫編繪 978-986-209-688-8 我的億萬麵包



e

9712
吉田正紀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91-8

伊弗利特: 炎之審判者

9712
日本橋惠太朗原作; 蔡

幸君翻譯
978-986-209-692-5

絕對世界的黑虎

9712
真壁太陽原作; 陳冠安

翻譯
978-986-209-693-2

武靈士三國志

9712 三■陸作; RON翻譯 978-986-209-694-9 勇者鬥惡龍: 達伊的大冒險

9712 山田貴敏原作; 管淩翻 978-986-209-696-3 離島大夫日誌(豪華愛藏版)

9712
那州雪繪原作; 林靜宜

翻譯
978-986-209-697-0

魔法少女初音

9712 松本花原作; NAO翻譯 978-986-209-699-4 日晝[]月夜twink[]twink

9712
石渡治原作; 正樹捷安

特翻譯
978-986-209-700-7

odds飆風競輪

9712 曾山一壽原作; RON翻 978-986-209-701-4 功夫棒子

9712
前田とも原作; 和靜清

寂翻譯
978-986-209-703-8

黑色太陽銀之月

9711 任學璽總編輯; SR2譯 978-986-209-705-2 鋼彈軍武大全機動戰士Z鋼彈. 新詮釋篇

9711
細川ひろみ作; 何珮琳

翻譯
978-986-209-706-9

狂野歷險the Vth Vanguard

9712
細江ひろみ作; 巫文嘉

翻譯
978-986-209-707-6

狂野歷險 advanced 3rd. 2

9712 嬉野秋彥作; 何珮琳翻 978-986-209-708-3 世界樹迷宮: 逝者的鎮魂歌

9712 林耿生內文翻譯 978-986-209-713-7 女神異聞錄. 4, 官方完全攻略本

9712 任學璽總編輯; SR2譯 978-986-209-715-1 MAX渡邊&大越友惠的我愛鋼彈模型

總計: 117種 118冊

青林國際 連絡人:張若樺 電話:(02)87972777 傳真:(02)87972700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

路一段314號7樓之1
 E-mail:claire@012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滿秋, 曾■怡文; 李長

發圖
978-986-6830-80-8

老醫生的故事



e

總計: 1種 2冊

青春 連絡人:謝佩■ 電話:(02)23638755 傳真:(02)23621007

郵遞區號:1065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雲和

街6-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漢珣著 978-957-698-555-3 御種人參果實的效用

總計: 1種 1冊

青創會 連絡人:陳美貞 電話:(02)23328558 傳真:(02)23375152

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

西路一段150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珮華等文字 978-957-99995-7-1 誰與爭峰: 破解16位創業達人成功密碼

總計: 1種 2冊

青輔會 連絡人:李鳳■ 電話:(02)23566271 傳真:(02)2356629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徐州路5號

14樓
 E-mail:life@ny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編
978-986-01-6555-5

少年F3創業打通關: 高中職青年暑期創業體驗營成果

專輯. 97年度

9712 方宜群等撰稿 978-986-01-6932-4 青年國際參與行動. 2008: 讓世界看見臺灣

9712
臺南縣土溝農村文化營

造協會等撰稿
978-986-01-7057-3

與青年共舞: 青年行動計畫社區參與行動成果專刊.

2008

總計: 3種 6冊

武陵 連絡人:林輝慶 電話:(02)27359985 傳真:(02)27357993

郵遞區號:1105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二段125號7樓之2
 E-mail:woolin@ms1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玉龍居士編著 978-957-35-1362-9 卜卦斷驗日記



e

e

9712 賴天岐著 978-957-35-1363-6 天下第一神卜

9712 歐陽純輯著 978-957-35-1365-0 風水一書

9802 劉銳山著 978-957-35-1366-7 地理玄空掌派

9802 孫海義著 978-957-35-1367-4 命理循真: 理法真訣

9802 趙昱蒼著 978-957-35-1368-1 談山談水話風水

總計: 6種 6冊

玩媒體 連絡人:陳羿■ 電話:(02)25007101 傳真:(02)25176765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

北路一段148號5樓
 E-mail:service@yu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H作 978-986-84069-6-4 歌神

總計: 1種 1冊

幸福101 連絡人:周念貞 電話:(02)87733338 傳真:(02)87734773

郵遞區號:1069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218-6號13樓
 E-mail:annnqqq@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艾妮作 978-986-84750-3-8 陳艾妮幸福101天健康管理手冊: 毒奶粉危機手冊

9711 陳艾妮作 978-986-84750-5-2 美麗是一種事業: 吳貞儀打造20年中國媽媽選拔美學

總計: 2種 4冊

幸福麵包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0846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健康

三街156號9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黑崎翔著 978-986-84270-4-4 戀物教師貪嘴貓

總計: 1種 1冊

果樹 連絡人:張秀容 電話:(02)27765889 傳真:(02)27712568

郵遞區號:1049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

路71巷15號1樓
 E-mail:wallet@doghou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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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蘿拉.李.寇克(Laura Lee

Guhrke)著; 荻安譯
978-986-165-408-9

明知故愛

9710
珍妮佛.克魯茲(Jennifer

Crusie)著; 郭軒盈譯
978-986-165-409-6

跟我打賭我愛你

9711 朱映徽著 978-986-165-410-2 修羅將軍

9711 樓雨晴著 978-986-165-411-9 情竇初開

9711 凱琍著 978-986-165-412-6 戀曲黑白配

9711
愛露莎.詹姆斯(Eloisa

James)著; 池明燁譯
978-986-165-413-3

緣深情未了

9711
蜜雪兒.亞柏特(Michele

Albert)著; 路西雅譯
978-986-165-414-0

奪寶冤家

9711 路可可著 978-986-165-416-4 拒當情婦

9711 夏喬恩著 978-986-165-417-1 好男人的詭計

9711 季葒著 978-986-165-418-8 寵妻不悔

9711 艾蜜莉著 978-986-165-419-5 熟女急婚頭

9712 莫顏著 978-986-165-420-1 情婦任務

9712 朱映徽著 978-986-165-421-8 極惡太子

9712 梅貝兒著 978-986-165-422-5 結婚一百天

9712 晴宇著 978-986-165-425-6 拒當前男友

9712 桑蕾拉著 978-986-165-426-3 調教粗魯小妻

9712 夏洛蔓著 978-986-165-427-0 惡魔的愛情遊戲

9712 湛清著 978-986-165-428-7 不良閨秀

總計: 18種 18冊

長昇文化 連絡人:魏玉珍 電話:(02)25060239 傳真:(02)25060242

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

北路二段1號6樓
 E-mail:jennifer@mail.sportsma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朝傳, 宋永祥, 楊雅雲

整理編撰
978-957-8633-31-5

呂良煥高爾夫傳奇: 臺灣高爾夫運動半世紀榮耀史

總計: 1種 1冊



e

長洪武術學會 連絡人:陳清河 電話:(02)27129836 傳真:(02)27129320

郵遞區號:1058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103號3樓之1
 E-mail:c12ch382@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12 呂瑞旭總編輯 978-957-30297-9-3 長洪武學縱橫

9412 呂瑞旭總編輯 978-986-81008-2-4 長洪武學縱橫

9512 李長穎總編輯 978-986-81008-3-1 長洪武學縱橫

9612 李長穎總編輯 978-986-81008-4-8 長洪武學縱橫

9712 李長穎總編輯 978-986-81008-5-5 長洪武學縱橫

總計: 5種 5冊

長流美術館 連絡人:李嘉佳 電話:(02)23216603 傳真:(02)23956186

郵遞區號:33850
地址:桃園縣蘆竹鄉中山

路21號1樓
 E-mail:fiona@chanliu.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江梅香總編輯 978-986-83764-9-6 掛月醉: 李善單圖騰能量油畫

9710 李錫奇作 978-986-84502-5-7 本位.淬鋒.李錫奇: 創作歷程50年

9710 江梅香總編輯 978-986-84502-8-8 賴玉嬌九十畫展暨金山班同學聯展

9711 林瑞珠作 978-986-84778-0-3 林瑞珠畫集: 七十畫展. 2008

9711 蔡榮祐作 978-986-84778-1-0 臺灣現代陶藝-廣達燒: 蔡榮祐陶藝近作展

總計: 5種 5冊

芝大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富山

街2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周偉華著 978-986-84681-0-8 3/4債務世界: 淪陷的經濟

總計: 1種 1冊

花園文化 連絡人:胡月嬌 電話:(02)29301211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

路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mail:order@cresce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簡瓔著 978-986-142-905-2 頭號前夫來求和

9710 寄秋著 978-986-142-910-6 日安,大惡魔

9710 綠光著 978-986-142-911-3 情婦不要我

9710 千尋著 978-986-142-913-7 心機男の小茉莉

9710 千尋著 978-986-142-912-0 心機男の小茉莉

9710 陳毓華著 978-986-142-914-4 灶婢

9710 唐筠著 978-986-142-915-1 愛人耍詐

9710 湛露著 978-986-142-916-8 禦龍鎖

9710 艾佟著 978-986-142-917-5 情婦

9710 艾佟著 978-986-142-918-2 妻子

9710 金萱著 978-986-142-919-9 老公迷戀我

9710 葉雙著 978-986-142-920-5 丹鳳銜書之邪醫

9711 綠風箏著 978-986-142-921-2 7-11情夫

9711 七巧著 978-986-142-922-9 101分前夫

9711 林曉筠著 978-986-142-923-6 14天未婚夫

9711 官敏兒著 978-986-142-924-3 24hr煮夫

9711 裘夢著 978-986-142-925-0 吃定狀元夫

9711 淺草茉莉著 978-986-142-926-7 螭龍

9711 馥梅著 978-986-142-927-4 餵養我的妻

9711 辛嘉芬著 978-986-142-928-1 1113天的思念

9711 寄秋著 978-986-142-929-8 健忘光源氏

9711 千尋著 978-986-142-932-8 偷生桃花種

9711 罌粟著 978-986-142-933-5 第18號獵物

9711 金萱著 978-986-142-930-4 總裁很愛我

9711 唐筠著 978-986-142-936-6 派遣管家

9712 林曉筠著 978-986-142-937-3 硬是帶球跑

9712 綠風箏著 978-986-142-938-0 同床初體驗

9712 七巧著 978-986-142-939-7 失婚後遺症

9712 馥梅著 978-986-142-940-3 一妻難求



x

9712 綠光著 978-986-142-941-0 逃妻不回家

9712 簡薰著 978-986-142-942-7 親親小綿羊

9712 寄秋著 978-986-142-943-4 女巫救救我

9712 陳毓華著 978-986-142-944-1 厲皇

9712 艾佟著 978-986-142-945-8 糟糠之夫

9712 顏依依著 978-986-142-946-5 酷男堅持不做小

9712 千尋著 978-986-142-947-2 宰相沒出息

9712 湛露著 978-986-142-948-9 狐狸殿下

9712 罌粟著 978-986-142-949-6 宅妻

9712 簡瓔著 978-986-142-950-2 英俊富豪說嫁我

9712 葉雙著 978-986-142-951-9 金獅出林之奸商

9801 寄秋著 978-986-142-952-6 鬥女巫

9801 官敏兒著 978-986-142-953-3 素顏惡男

9801 林曉筠著 978-986-142-954-0 包銀壞型男

9801 金萱著 978-986-142-955-7 富豪超寵我

9801 綠光著 978-986-142-956-4 惡爸搶親

9801 馥梅著 978-986-142-957-1 誘惑傅家女

9801 綠風箏著 978-986-142-958-8 當紅情夫

9801 七巧著 978-986-142-959-5 戀愛中勿分心

9801 陳毓華著 978-986-142-960-1 商王

9801 艾佟著 978-986-142-961-8 惡質老公

9801 湛露著 978-986-142-962-5 皇夫

9801 千尋著 978-986-142-963-2 空心大男人

9801 寄秋著 978-986-142-968-7 富貴

9801 簡薰著 978-986-142-969-4 花開

9801 金萱著 978-986-142-970-0 如意

9801 簡瓔著 978-986-142-971-7 吉祥

總計: 56種 56冊

花縣文化局 連絡人:陳秉正 電話:(03)8227121e 傳真:(038)235914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市文復路6號  E-mail:cheng@mail.hc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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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 吳淑姿總編輯 978-986-01-1267-2 生活在花蓮: 花蓮文學獎. 2007

9711 劉漢雄執行編輯 978-986-01-5510-5 花蓮縣洄瀾美展專輯. 2008年

9710 吳淑姿總編輯 978-986-01-5869-4 想像花蓮: 花蓮文學獎. 2008

總計: 3種 6冊

花縣吉安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03)8523126 傳真:(03)8537027

郵遞區號:973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吉安

路二段1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湯文章作 978-986-01-5705-5 實用生活法律

總計: 1種 2冊

花縣府 連絡人:林秀瑛 電話:(03)8225701 傳真:(03)8236370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市府前路17號  E-mail:rabbit@hl.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溫智雄主持 978-986-01-5581-5 洄瀾夢土 行之逍遙: 交通安全電子書多媒體指引輔助

總計: 1種 3冊

亞太綜合研究院 連絡人:陳儀真 電話:(07)3357131e 傳真:(07)3363465

郵遞區號:806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

二路8號2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智輝著

978-957-41-6112-6
WTO貿易救濟案件課徵反傾銷稅之經濟效果及其因應

對策: 以臺灣產業受 影響情形為例

總計: 1種 1冊

亞太糧肥中心 連絡人:方西西 電話:(02)23626239 傳真:(02)23620478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溫州

街14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Shan-Nan Lee, Cristina P.

Bejosano
978-986-84947-0-1

Improved dairy and meat goat production for small-scale

farmers in Asia



e

e

總計: 1種 1冊

亞洲金融家周刊 連絡人:陳佩君 電話:(02)25114358 傳真:(02)25115022

郵遞區號:1045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148號7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梁碧霞作 978-986-84964-0-8 就是要你發財

總計: 1種 3冊

亞洲時文社 連絡人:李欣芳 電話:(02)25414234 傳真:(02)25414080

郵遞區號:1044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

東路一段36號3樓
 E-mail:vivian@ching-w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佐伯千津作; 鄭培棻譯 978-986-83863-9-6 美肌教室: 美肌超級訣竅!佐伯式『超』SPECIAL密技

總計: 1種 1冊

亞洲圖書 連絡人:梁主任 電話:(02)26921935 傳真:(02)26959332

郵遞區號:11488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東湖

路113巷139號3樓
 E-mail:popular.pres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曹昇著 978-986-7113-88-7 流血的仕途. 卷一, 王者現身: 李斯與秦帝國

9707 曹昇著 978-986-7113-94-8 孽宋. 卷一, 曠世陰謀

9707 曹昇著 978-986-7113-95-5 孽宋. 卷二, 血流成湖

9708 彭蘇作 978-986-7113-96-2 西藏戰爭. 上卷, 大軍壓境

9708 彭蘇作 978-986-7113-97-9 西藏戰爭. 下卷, 聖城陷落

9708 彭蘇作 978-986-7113-98-6 西藏戰爭(上下卷合訂本)

9709 海東青著 978-986-7113-99-3 總裁李世民

9711 金萬藏著 978-986-6514-05-0 上古神蹟

9711 金萬藏著 978-986-6514-04-3 上古神蹟

9711 金萬藏著 978-986-6514-03-6 上古神蹟

9711 金萬藏著 978-986-6514-02-9 上古神蹟

9712 金萬藏著 978-986-6514-07-4 上古神蹟



e

9712 金萬藏著 978-986-6514-06-7 上古神蹟

9801 郎芳著 978-986-6514-08-1 白骨淒淒之1: 千年肉身

9801 郎芳著 978-986-6514-09-8 白骨淒淒之2: 神秘山村

9802 紅魔著 978-986-6514-10-4 藏曆七月七之3: 追尋狼神

9802 紅魔著 978-986-6514-11-1 藏曆七月七之4: 沙姆巴拉王城

總計: 17種 19冊

松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15642

郵遞區號:1055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

北路15號14樓之4(1417

室)

 E-mail:sonho@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練維鵬著 978-986-7098-06-1 影展初探: 以舊金山影展為例

總計: 1種 1冊

松崗科技 連絡人:陳人豪 電話:(02)25068289 傳真:(02)25121477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68號10F
 E-mail:mulderchen@unali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David Knight 978-957-22-3801-1 惡靈勢力中文官方攻略本

總計: 1種 1冊

松慧 連絡人:徐娟玉 電話:(02)24315269 傳真:(02)34012315

郵遞區號:1057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新中

街7-1號1樓
 E-mail:song-hui.pub@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周德光著 978-986-7599-31-5 回首從前: 從戎裝到白袍

9802 徐學陶著 978-986-7599-32-2 社會福利: 臺灣的經驗

總計: 2種 2冊

林文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94
地址:金門縣烈嶼鄉上林

2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林文鍊作 978-957-41-5546-0 俚諺歌謠語文趣

總計: 1種 1冊

林正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218044

郵遞區號:62152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山中

村209之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林正哲作 978-957-41-6128-7 林正哲畫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林明政 連絡人: 電話:0928506869 傳真:(02)25467842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

北路99號14樓
 E-mail:frankmclin@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明政作 978-957-41-5842-3 PMP聖經密碼: 國際專案管理師認證秘笈

總計: 1種 2冊

林馬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94
地址:金門縣烈嶼鄉上林

35號
 E-mail:wy362667@ms5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6 林馬騰作 978-957-41-3710-7 金門的烽火煙塵

總計: 1種 1冊

林晏禎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639852

郵遞區號:23644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永豐

路270號19弄15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晏禎編輯 978-957-41-5959-8 林晏禎水墨書畫專集



總計: 1種 2冊

林銀清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

路二段313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銀清作 978-957-41-6078-5 徒手療法

總計: 1種 2冊

林輝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320108

郵遞區號:24267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裕民

街72巷2號3樓
 E-mail:suncheer@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林輝煌作 978-957-41-5864-5 中醫看感冒

總計: 1種 1冊

林曉雯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239847

郵遞區號:90049 地址:屏東市民生路4-18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曉雯編著 978-957-41-5950-5 國小科學與數學實習輔導教師手冊

總計: 1種 1冊

林鴻喻 連絡人:黃淑芬 電話:(07)5372008 傳真:(07)5374354

郵遞區號:806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衡山

街7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872-0 悠然弦樂合奏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871-3 悠然弦樂合奏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870-6 悠然弦樂合奏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869-0 悠然弦樂合奏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868-3 悠然弦樂合奏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907-9 悠然弦樂合奏曲. 11, 愛之喜



e

e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908-6 悠然弦樂合奏曲. 8, 南國玫瑰圓舞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909-3 悠然弦樂合奏曲. 9, 仲夏夜之夢序曲

9712 林鴻喻編著 978-957-41-5910-9 悠然弦樂合奏曲. 10, 愛之悲

總計: 9種 9冊

東大 連絡人:洪瑋憶 電話:(02)25006600 傳真:(02)25064000

郵遞區號:1047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復興

北路386號
 E-mail:sanmin@ms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唐端正著 978-957-19-2928-6 先秦諸子論叢. 續編

9802 車蓓群主編 978-957-19-2939-2 英文. VI

9802
黃招憲, David Walter

Goodman作
978-957-19-2940-8

餐旅英文與會話. IV

9802 王基倫等編著 978-957-19-2941-5 國文. VI

9801 陳特著 978-957-19-2943-9 倫理學釋論

9802 王韻婷等編著 978-957-19-2948-4 英文自學手冊. VI

9802 楊宜祥, 劉昌基, 唐文編 978-957-19-2949-1 國文自學手冊

9801 吳昆展, 許正明, 陳怡嘉 978-957-19-2951-4 試海領航: 國文總複習參考書. 下

9802 國貿檢定教材研究小組 978-957-19-2952-1 國貿業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總計: 9種 9冊

東大附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595608

郵遞區號:40704
地址:臺中市中港路三段

18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安桂總編輯 978-957-9104-55-5 懷恩: 東大實驗附中五十周年專刊

總計: 1種 1冊

東立 連絡人:何曉琪 電話:(02)25587266 傳真:(02)25587270

郵遞區號:10353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

路二段81號10樓
 E-mail:janey@tongl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12 村上紀香作; 林上園譯 978-957-34-2167-2 龍

9402 碧也ぴんく作; 莊麗玲 978-957-34-2437-6 除妖小精靈

9406 植田まさし作; 錢亞東 978-957-34-2598-4 西瓜皮先生

9502 千葉徹彌作; 陳玉盛譯 978-957-34-3146-6 勇者

9510 伊藤潤二作; 林彥伶譯 978-957-34-5632-2 恐佈罐頭

9307 佐野タカシ作; 李彥樺 978-957-34-8622-0 天生一對

9511 浦澤直樹作; 磊正傑譯 978-957-34-9854-4 20世紀少年

9103 窪之內英策作; 張益豐 978-957-731-539-7 流氓蛋糕店

9001 大西巷一作; 柯明鈺譯 978-957-731-651-6 女媧

9107 城戶口靜作; 蔡妃甯譯 978-986-11-0550-5 歡場女郎

9307 相原實貴作; 張芳馨譯 978-986-11-0675-5 熱情花招

9702 橋本光男作; 吳侍賢譯 978-986-11-1280-0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9202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1368-5 火影忍者

9212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1631-0 秘傳■臨之書: 火影忍者角色設定公式集

9508
乃木■太郎, 永井明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2090-4

醫龍

9211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3339-3 魔法老師

9211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3338-6 魔法老師

9308 篠塚廣夢作; 柯明鈺譯 978-986-11-3694-3 魔法咪路咪路

9301 小林俊彥作; 張家銘譯 978-986-11-3728-5 純愛塗鴉

9301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3742-1 魔法老師

9301 田村由美作; 楊雅玲譯 978-986-11-3866-4 幻海奇情

9305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4610-2 鋼之鍊金術師

9305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4609-6 鋼之鍊金術師

9402 桂正和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5447-3 ZETMAN超魔人

9405 仲村佳樹作; 林捷瑜翻 978-986-11-5717-7 SKIP.BEAT!: 華麗的挑戰

9408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5740-5 死神

9404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5882-2 魔法老師

9403 桂正和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6170-9 Zetman超魔人

9403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6240-9 火影忍者

9405 瀨尾公治作; 韻韻譯 978-986-11-6287-4 涼風



9408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

翻譯
978-986-11-6373-4

ONE PIECE: 航海王

9406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

翻譯
978-986-11-6372-7

ONE PIECE: 航海王

9708 鳥山明作; 何力譯 978-986-11-6455-7 七龍珠完全版

9407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7032-9 火影忍者

9408 仲村佳樹作; 林捷瑜譯 978-986-11-7257-6 SKIP.BEAT!: 華麗的挑戰

9409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7263-7 死神

9506 高屋奈月作; 江荷偲譯 978-986-11-7650-5 魔法水果籃漫迷手冊[貓]

9506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7768-7 魔法老師

9504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7795-3 死神

9502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7794-6 死神

9412 仲村佳樹作; 林捷瑜譯 978-986-11-7800-4 SKIP.BEAT!: 華麗的挑戰

9502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7860-8 火影忍者

9712 大邱漫畫 978-986-11-7878-3 俗辣闖江湖

9510 星野桂作; 張芳馨譯 978-986-11-7894-3 驅魔少年

9508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

翻譯
978-986-11-7924-7

ONE PIECE: 航海王

9506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

翻譯
978-986-11-7923-0

ONE PIECE: 航海王

9508 仲村佳樹作; 林捷瑜譯 978-986-11-8220-9 SKIP.BEAT!: 華麗的挑戰

9506 仲村佳樹作; 林捷瑜譯 978-986-11-8219-3 SKIP.BEAT!: 華麗的挑戰

9505 麻見雅作; 尤靜慧譯 978-986-11-8267-4 熱視線

9708 森元智作; 林捷瑜譯 978-986-11-8307-7 復活的名偵探. 亞森羅蘋篇

9505
武論尊, 池上遼一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1-8409-8

超三國志: 霸

9511 星野桂作; 張芳馨譯 978-986-11-8808-9 驅魔少年

9510 小林俊彥作; 蔡夢芳翻 978-986-11-8842-3 純愛塗鴉

9509 森秀樹作; 張益豐譯 978-986-11-8893-5 墨攻

9511 麻見雅作; 劉佩榕譯 978-986-11-9246-8 午夜的寶石怪盜

9603 霜月■吏作; 鳥山亂譯 978-986-11-9517-9 戰國BASARA: 亂世亂舞

9606 天野こずえ作; 蔡夢芳 978-986-11-9781-4 水星領航員



9608
小林■和愉快的夥伴們

作; 方郁仁譯
978-986-11-9855-2

校園迷糊大王個人檔案

9709 住川惠作; 李芝慧譯 978-986-10-0030-5 異界少年

9609 亞樹新作; 包家瑋譯 978-986-10-0032-9 食夢魔少年

9710
鍋島雅治,九和一人作,

橋本光男畫; 吳侍賢譯
978-986-10-0126-5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9612 Clamp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0298-9 Tsubasa翼(豪華版)

9708 蚵仔煎作; 賴祈昌譯 978-986-10-0485-3 格鬥金肉人II世

9712 神矢みのる作; 方郁仁 978-986-10-0660-4 ACT ON!機器人大戰

9712 竹林月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0662-8 南島教師

9612 天野こずえ作; 蔡夢芳 978-986-10-0885-1 水星領航員

9808 貴島煉瓦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0960-5 特務戰隊伊吹

9708 本宮宏志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0987-2 上班族金太郎之金錢戰爭

9705 本宮宏志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0986-5 上班族金太郎之金錢戰爭

9708 田島美美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006-9 校園時光

9708
牧村久實, 小林深雪作;

陳頤薇譯
978-986-10-1023-6

做不完的戀愛夢

9708 東 義男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1025-0 家有企鵝

9709 曾田正人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1038-0 極速方程式

9707 Clamp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1040-3 Tsubasa翼(豪華版)

9707 富田安紀子作; 鄭啟旭 978-986-10-1062-5 Re: life: 超異能感應

9708 空知英秋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103-5 銀魂公式角色設定集: 銀CHANNEL

9708 高橋陽一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105-9 足球小將翼短篇集Dream field

9705
汐見稔幸， 野原新之助

一家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1124-0

悠閒媽咪完美寶貝蠟筆小新親子學

9705 翅田大介作; 陳顥譯 978-986-10-1153-0 CUTTING傷痕: Case of Mio

9710 松井優征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166-0 魔人偵探腦嚙涅羅

9708 貞安圭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1178-3 問題小子孫六

9707 西本英雄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189-9 漫畫狗仔隊

9708 百瀨武昭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192-9 魔法美少女

9708 穗史賀雅也作; 何宜叡 978-986-10-1233-9 在暗夜中尋找羔羊



9710
きゅつきちよこ作; 林

捷瑜譯
978-986-10-1286-5

棺材、旅人、怪蝙蝠

9709 藤野もやむ作; 林捷瑜 978-986-10-1326-8 方舟白書

9707 愛本瑞穗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330-5 至愛寶貝!: 天使少女的育兒日記

9708 山原義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333-6 龍狼傳. 中原繚亂篇

9709 Clamp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1342-8 Tsubasa翼(豪華版)

9708
竹原慎二, 落合裕介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1356-5

Thanatos死神之拳

9708 田村由美作; 黃萱惠譯 978-986-10-1359-6 7SPEEDS: 幻海奇情

9708
倉科遼, 大石知征作; 吳

傳賢譯
978-986-10-1360-2

舞姬

9708 研重孝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1362-6 單身初戀日記

9708 鹿賀滿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389-3 賭國神童

9712 桐原いつみ作; 鳥山亂 978-986-10-1416-6 刁蠻白雪姬

9708
Boyakasha, 高見鳴瀨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1418-0

Muzzle loader: 威爾貝魯物語

9707
松本真, 根津舞香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1433-3

惡魔公主in box

9707
松本真, 根津舞香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1432-6

惡魔公主in box

9708 You na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1439-5 狗與狼的時間

9709 美川■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443-2 自戀美型男

9709 月見草平作; 何宜叡譯 978-986-10-1456-2 姬宮學姊的內在美

9708 西村智子作; 趙秋鳳譯 978-986-10-1466-1 戀愛班長

9710 倉島圭作; 陳曉函譯 978-986-10-1473-9 唬嚨教師

9708 中貫えり作; 陳子瑜譯 978-986-10-1475-3 靈感天使與惡魔情人

9711 都留泰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1478-4 深海密碼

9707 ■井麻知子作; 江荷偲 978-986-10-1501-9 minima!神氣鼠

9712 松井優征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509-5 魔人偵探腦嚙涅羅

9711 岡田理知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1515-6 本家之嫁

9710
河田雄志, 行徒作; 王薇

婷譯
978-986-10-1516-3

學園革命傳MITSURUGI



9712 黃展鳴作 978-986-10-1523-1 天界無限之天界傳承

9712 黃展鳴作 978-986-10-1522-4 天界無限之天界傳承

9709
緋色雪畫,熊■省吾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1524-8

童話槍手小紅帽

9706 丸乃丞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527-9 號外!

9709 荻野真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548-4 孔雀王曲神紀

9709 荻野真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547-7 孔雀王曲神紀

9708 荻野真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546-0 孔雀王曲神紀

9710
木尾士目, 小梅京人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550-7

不平衡抽籤

9706
美嘉, 羽田伊吹作; 余思

霈譯
978-986-10-1556-9

戀空

9710 荒川弘作; 張家銘譯 978-986-10-1561-3 鋼之鍊金術師

9709 筧秀隆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566-8 親愛芳鄰

9708 山名■湖作; 賴瑞筠譯 978-986-10-1567-5 御宅族少女

9708 早■淳作; 力郁仁譯 978-986-10-1568-2 鐵路便當之旅

9710 荻野真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573-6 孔雀王曲神紀

9708 田島美美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574-3 校園時光

9708 草薙俊祈著; 翁蛉玲譯 978-986-10-1575-0 少年進化論

9708 柳沼行作; 李臨麾譯 978-986-10-1577-4 麥穗星之夢

9707 霜月灰吏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580-4 Brave 10: 真田十勇士

9707
えしぜきひでゆき, 藤

榮道彥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1581-1

情定大飯店

9711
原哲夫, 武論尊作; 吳勵

誠譯
978-986-10-1582-8

蒼天之拳

9707
たなかのか作; 林靜華

翻譯
978-986-10-1584-2

時間暫時停止

9709 松葉博作; 王薇婷譯 978-986-10-1586-6 大小姐當家

9708 東まゆみ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1589-7 武器種族傳說: 蒼空戰旗

9707
木下さくら, 東山和子

著; 簡廷而譯
978-986-10-1591-0

抓鬼天狗幫



9708
戶士野正內郎作; 吳勵

誠譯
978-986-10-1593-4

聖魂武士

9709 淺野りん作; 李臨麾譯 978-986-10-1594-1 聖樹傳說

9708
下村トモヒロ作; 吳勵

誠譯
978-986-10-1596-5

女王騎士物語

9708 河內和泉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1597-2 機工魔術士

9708 芹■直樹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1598-9 麻辣開鎖王

9708
森尾理奈, 森山愛美作;

林靜華譯
978-986-10-1600-9

媽咪加油!

9710 小林■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604-7 校園迷糊大王

9707 COZY城倉作; 蘇郁強譯 978-986-10-1609-2 風雲小隊長

9707 ■場小春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1612-2 南家三姐妹

9710 曾田正人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1613-9 極速方程式

9709 Clamp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1615-3 Tsubasa翼(豪華版)

9708 草川為作; 猴譯 978-986-10-1622-1 十二秘色調色盤

9708 藤本勇氣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1624-5 閃亮銀河町商店街

9707
原田重光, 萩尾信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627-6

泛用人型少女百式

9708 結城正美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628-3 鐵腕女警

9709 山本康人作; 黃偉哲譯 978-986-10-1635-1 超人刑警

9709
西ゆうじ, 別野伸二作;

柯明鈺譯
978-986-10-1636-8

貴妃上菜

9707 長田悠幸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641-2 TRIBAL12世界守護者

9711 高崎ゆぅき作; 余思霈 978-986-10-1646-7 桃色魔法使

9709 中田ゆみ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653-5 青春CUP

9710 藤枝十■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673-3 DRAGON GIRL: 高校龍女

9712
岩橋建一郎, 旭凜太郎

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690-0

重機暴走族

9705 神崎紫電作; 李彥樺譯 978-986-10-1708-2 臨界殺機

9708
おかつきひかる作; 何

宜叡譯
978-986-10-1710-5

惡魔少女: 帶來風暴的轉學生

9708 長谷川哲也作; 林琬清 978-986-10-1714-3 拿破崙: 獅子的時代



9708 Boichi作; 簡延而譯 978-986-10-1715-0 最強不良傳說

9707 Isutoshi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716-7 麻辣功夫王

9708 橋本エイジ作; 張益豐 978-986-10-1717-4 E. D. D.危險醫生

9709
末田雄一郎, 吉本浩二

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1718-1

那年我們青春期

9709 伊藤彰漫畫; 蔡夢芳譯 978-986-10-1721-1 遊戲王R

9712 松井優征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725-9 魔人偵探腦嚙涅羅

9709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韻韻譯
978-986-10-1729-7

華麗的餐桌

9709
いわさきまさかず作;

李臨麾譯
978-986-10-1732-7

鋼鐵新娘

9707
西村滿作,大崎充畫; 吳

美嬅譯
978-986-10-1735-8

首相閣下的料理人

9711 中西達郎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1736-5 CROWN劍皇騎士團

9709 高津カリノ作; 鄭禎姝 978-986-10-1738-9 WORKING!!迷糊餐廳

9708 小山由雅莉作; 余思霈 978-986-10-1740-2 1/2的蘋果

9708 茉茉奇麗子作; 林怡菁 978-986-10-1742-6 心扉

9711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743-3 魔法老師

9711 長田悠幸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744-0 TRIBAL12世界守護者

9709 ■香里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1745-7 羽球小子

9708 永吉武作; Alata譯 978-986-10-1750-1 人形少女16歲

9710 森元智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1751-8 復活的名偵探. 布朗神父篇

9709
SUGIMURA Shinichi漫

畫, Richard Woo作; 方郁
978-986-10-1756-3

異邦警察

9709 日本橋陽子作; 吳勵誠 978-986-10-1757-0 熱■少女

9709
石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

作; 磊正傑譯
978-986-10-1758-7

假面騎士

9709 新井英樹作; 黃偉哲譯 978-986-10-1759-4 超屌拳王RIN

9709 所十三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760-0 龍國少年

9801
岩橋建一郎, 旭凜太郎

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761-7

重機暴走族



9709
竹原慎二, 落合裕介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1767-9

Thanatos死神之拳

9708 鹿賀滿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768-6 賭國神童

9707 藤崎聖人作; 島山亂譯 978-986-10-1770-9 野性之聲

9709 玉井雪雄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772-3 神鬼帝國

9710
鍋島雅治, はしもとみ

つお作; 吳侍賢譯
978-986-10-1773-0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9709 龍山沙由里作; 劉家芳 978-986-10-1774-7 快樂小兔幸運草

9710
雁屋哲, 花■昭作; 張芳

馨譯
978-986-10-1782-2

美味大挑戰

9709
雁屋哲, 花■昭作; 張芳

馨譯
978-986-10-1781-5

美味大挑戰

9708
雁屋哲, 花■昭作; 張芳

馨譯
978-986-10-1779-2

美味大挑戰

9709 岩永亮太郎作; 張益豐 978-986-10-1789-1 非戰特攻隊

9708 陽■婢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795-2 少男的異想星球

9711 住吉文子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1798-3 靈能封魔師

9709 住吉文子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1797-6 靈能封魔師

9711 長谷川裕一作; 方郁仁 978-986-10-1807-2 The next sheet of maps機械女神傳說

9710 長谷川裕一作; 方郁仁 978-986-10-1806-5 The next sheet of maps機械女神傳說

9710 古山基夫作; 李臨麾譯 978-986-10-1812-6 未來快遞少年

9710 申泳雨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1820-1 首爾俠客傳

9708 申泳雨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1819-5 首爾俠客傳

9708 申泳雨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1818-8 首爾俠客傳

9708
七三太朗, 飛永宏之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27-0

超感應足球少年

9708 和智正喜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1828-7 雷星傳JUPITER

9708
北村龍平原作,加倉井ミ

サイル畫; 蘇郁強譯
978-986-10-1833-1

魔斬執法者

9709 能條純一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849-2 樂壇爭霸

9709 能條純一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848-5 樂壇爭霸

9708 能條純一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847-8 樂壇爭霸



9709
北原雅紀, 秋山英紀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1852-2

海巡釣手

9709
花見■Q太郎作; 簡廷而

譯
978-986-10-1858-4

甜蜜聲優

9707
全克■, 梁載賢作; 黃昱

霖譯
978-986-10-1867-6

熱血江湖

9801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80-5 機動警察PATLABOR

9801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9-9 機動警察PATLABOR

9712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8-2 機動警察PATLABOR

9712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7-5 機動警察PATLABOR

9711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6-8 機動警察PATLABOR

9711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5-1 機動警察PATLABOR

9710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4-4 機動警察PATLABOR

9710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3-7 機動警察PATLABOR

9708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2-0 機動警察PATLABOR

9708 結城正美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71-3 機動警察PATLABOR

9709 柴田昌弘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882-9 奇謀女衛士

9709
宗我部としのり作; 韻

韻譯
978-986-10-1883-6

加油寶貝

9709 六道神士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84-3 迷糊女戰士

9709 ■田米良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1885-0 潛伏魔女

9710 山田浩一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886-7 日本拉麵大百科: 吃遍全日本美味拉麵

9709  鎌田洋次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1888-1 我的甲子園

9708 桐山光侍作; ALATA譯 978-986-10-1892-8 忍空Second stage. 干支忍篇

9708 村上紀香作; 黃萱惠譯 978-986-10-1893-5 仁者俠醫

9709 ■木雪■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1894-2 愛狗成痴

9711
桑島由一, たばり作; 鄭

啟旭譯
978-986-10-1897-3

神樣家族

9708 小野洋一郎作; 鳥山亂 978-986-10-1898-0 勇者故事.新的傳說

9711 nini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1900-0 三國志百花繚亂

9712 藤野もやむ作; 林捷瑜 978-986-10-1901-7 方舟白書

9710 Naked Ape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904-8 緝毒特搜班



9709 深見惇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905-5 胡桃之夢

9710 愛本瑞穗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906-2 至愛寶貝!: 天使少女的育兒日記

9709 貞安圭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1907-9 問題小子孫六

9709 和智正喜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1909-3 雷星傳JUPITER

9708 河方薰作; 張家銘譯 978-986-10-1911-6 OPEN SESAME: 戀愛新鮮人

9708 小林俊彥作; 張家銘譯 978-986-10-1912-3 純愛塗鴉

9709 百瀨武昭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917-8 魔法美少女

9710 稚野鳥子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1918-5 東京愛麗絲

9711
安藤慈朗, かとりまさ

る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1919-2

棋靈少女

9708 高城可奈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1922-2 前世今生■

9709 本田真吾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1923-9 桌球王

9709 永久保貴一作; 賴薰風 978-986-10-1925-3 真.退靈之舞

9708 永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1929-1 如織似錦

9801 甘詰留太作; ALATA譯 978-986-10-1932-1 COSPLAYER大姐大

9708 高橋義廣作; 張家銘譯 978-986-10-1933-8 銀牙傳說

9710 松江名俊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1935-2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9711 四位晴果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936-9 末世紀魔石傳說

9709 池山田剛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1937-6 好逑少女

9710 篠塚廣夢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1938-3 戀愛布丁

9711 能條純一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1939-0 樂壇爭霸

9712
倉科遼, 大石知征作; 吳

傳賢譯
978-986-10-1940-6

舞姬

9709
乃木■太郎, 永井明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941-3

醫龍

9710
武論尊, 池上遼一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1942-0

超三國志:霸

9711 岩重孝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1944-4 單身初戀日記

9710 影山直行漫畫; 蔡夢芳 978-986-10-1949-9 遊戲王GX

9708 影山直行漫畫; 蔡夢芳 978-986-10-1948-2 遊戲王GX

9708 高屋奈月作; 趙秋鳳譯 978-986-10-1952-9 星歌戀曲

9709 青乃多万■作; 林婉清 978-986-10-1958-1 快感職人G



9708 青乃多万■作; 林婉清 978-986-10-1957-4 快感職人G

9708 青乃多万■作; 林婉清 978-986-10-1956-7 快感職人G

9708 杉田尚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1964-2 斬

9708 杉田尚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1963-5 斬

9709 天野洋一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967-3 OVER TIME: 幽靈神投

9712 猿渡哲也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972-7 仁清: 豪氣傷疤男

9711 猿渡哲也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971-0 仁清: 豪氣傷疤男

9710 猿渡哲也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970-3 仁清: 豪氣傷疤男

9710 猿渡哲也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969-7 仁清: 豪氣傷疤男

9710 猿渡哲也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1968-0 仁清: 豪氣傷疤男

9708 刃森尊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1977-2 格鬥料理人: 武藏

9708 あやめぐむ作; 鳥山亂 978-986-10-1981-9 Ar tonelico-arpeggio: 魔塔大陸. II

9709 山川進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1983-3 學園歌劇

9709
和智正喜, 橘由宇作; 王

薇婷譯
978-986-10-1987-1

MONDLIGHT: 月之翼

9708
和智正喜, 橘由宇作; 王

薇婷譯
978-986-10-1986-4

MONDLIGHT: 月之翼

9709 緒方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1989-5 人造兵器卡提莎

9708 緒方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1988-8 人造兵器卡提莎

9709 ■康之作; 猴譯 978-986-10-1991-8 魂姬

9709 ■康之作; 猴譯 978-986-10-1990-1 魂姬

9712 ■田一作; 何力譯 978-986-10-1997-0 黃金獸傳說: 愛的奇想大冒險

9712 ■田一作; 何力譯 978-986-10-1996-3 黃金獸傳說: 愛的奇想大冒險

9709 ■田一作; 何力譯 978-986-10-1995-6 黃金獸傳說: 愛的奇想大冒險

9709 ■田一作; 何力譯 978-986-10-1994-9 黃金獸傳說: 愛的奇想大冒險

9708 ■田一作; 何力譯 978-986-10-1993-2 黃金獸傳說: 愛的奇想大冒險

9708 ■田一作; 何力譯 978-986-10-1992-5 黃金獸傳說: 愛的奇想大冒險

9708
熊姬作,橄欖石畫; 李嘉

箴譯
978-986-10-2001-3

泰迪熊女孩

9707
ブロツコリㄧ, かなん

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006-8

銀河天使. 3rd

9707 押切蓮介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008-2 三角草的春天



9712 原一雄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017-4 野咪咪

9708 Am-dvl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021-1 暗黑MARIA

9710 萩尾信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024-2 春天的誘惑

9708 川杉小百合作; 莊麗玲 978-986-10-2030-3 寶貝的寶貝

9710 松浦■彥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2034-1 賤狗的關白宣言

9708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036-5 C.M.B.森羅博物館之事件目錄

9711 服部充作; 島山亂譯 978-986-10-2038-9 GO!純情水泳社!

9710 乾良彥作; 猴譯 978-986-10-2044-0 魔手神刀

9711 伊藤明弘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2045-7 打擊魔鬼

9709
美嘉, 羽田伊吹作; 余思

霈譯
978-986-10-2047-1

戀空

9710
八月薰, ■■寬之作; 陳

曉菡譯
978-986-10-2048-8

性感女主播

9710 山本康人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049-5 忍者老爸

9712 杉崎由綺琉作; 尤靜慧 978-986-10-2050-1 D.N.ANGEL

9710 西義之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2053-2 魔法律事務所

9709
加倉井ミサイル作; 蘇

郁強譯
978-986-10-2057-0

魔斬執法者

9709 菊地秀行, 申龍館作; 猴 978-986-10-2058-7 退魔針紅虫魔殺行

9709 渡■祥智作; 韻韻譯 978-986-10-2061-7 對面的對面

9711 小林立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062-4 天才麻將少女

9711 芹■直樹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2063-1 麻辣開鎖王

9710 末延景子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2065-5 Life: 人生

9710 松本小夢作; 李嘉箴譯 978-986-10-2066-2 Green finger名模園丁

9710 森尾理奈作; 林靜華譯 978-986-10-2068-6 寶貝親一下

9710 愛原司作; 磊正傑譯 978-986-10-2069-3 足球前鋒

9711
小森陽一, 久保ミツロ

ウ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074-7

特殊救難隊

9711
HAROLD作石作; 吳勵誠

翻譯
978-986-10-2076-1

搖滾新樂團

9709 日向武史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077-8 籃球少年王



9710
■原一崎, 川崎伸作; 方

郁仁譯
978-986-10-2078-5

新約『巨人之星』

9711 安田剛士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2081-5 ■馬少年

9709 山本航暉作; 猴譯 978-986-10-2083-9 天生妙手

9711 秋月理翠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2084-6 OL進化論

9710 越野涼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2085-3 護士小葵

9711 沙村廣明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086-0 無限住人

9709
 ■我篤士, 高樹宙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2087-7

綠王

9709 秋好賢一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2091-4 酷警天兵

9709 仲垣友惠作; 林靜華譯 978-986-10-2094-5 純情大飯店

9709 岩原裕二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095-2 學園創世 貓天!

9709 平井和正等作; 張益豐 978-986-10-2096-9 Wolf Guy: 狼的紋章

9712
原田重光, 萩尾重光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099-0

泛用人型少女■百式

9711 技來靜也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100-3 拳鬥暗黑傳

9709 井上和郎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01-0 美眉伴身邊

9710 藤崎聖人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102-7 野性之聲

9712 江野晃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103-4 機車一族

9711
北原雅紀, 秋山英紀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2106-5

海巡釣手

9711
鍋島雅治, はしもとみ

つお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2107-2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9711 松本次郎作; 猴譯 978-986-10-2108-9 末世殺手

9709 ■香里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2109-6 羽球小子

9709 環望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2110-2 吸血鬼同盟

9709 金野斗飛呂作; 蔡夢芳 978-986-10-2111-9 超完美女佣

9709
かまたきみこ作;

ALATA譯
978-986-10-2124-9

空中飲茶飯店

9709
かまたきみこ作;

ALATA譯
978-986-10-2123-2

空中飲茶飯店

9712 ■野みねね作; 鄭啟旭 978-986-10-2137-9 FAIRIAL GARDEN: 妖精花園



9708 ■野みねね作; 鄭啟旭 978-986-10-2136-2 FAIRIAL GARDEN: 妖精花園

9712
日日日, 倉藤倖作; 翁蛉

玲翻譯
978-986-10-2139-3

魔法少女追緝令

9709 野上武志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140-9 月之海的公主

9710 二宮ひかる作; 江荷偲 978-986-10-2142-3 思春期甜心

9711 環千尋作; 林琬清譯 978-986-10-2144-7 暴走搖滾

9709 秋孝志, ■■作; 鳥山亂 978-986-10-2149-2 喵公主小櫻

9709 秋孝志, ■■作; 鳥山亂 978-986-10-2148-5 喵公主小櫻

9708 秋孝志, ■■作; 鳥山亂 978-986-10-2147-8 喵公主小櫻

9708 秋孝志, ■■作; 鳥山亂 978-986-10-2146-1 喵公主小櫻

9709 ■野杏梨作; 蘇郁強譯 978-986-10-2152-2 魔法株式會社

9709 成田洋, Mee作; 吳勵誠 978-986-10-2155-3 東京格鬥女

9709 成田洋, Mee作; 吳勵誠 978-986-10-2154-6 東京格鬥女

9709 成田洋, Mee作; 吳勵誠 978-986-10-2153-9 東京格鬥女

9710 古山基夫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59-1 奇兵大作戰

9710 古山基夫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58-4 奇兵大作戰

9709 古山基夫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57-7 奇兵大作戰

9709 古山基夫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56-0 奇兵大作戰

9709 小野敏洋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61-4 空乃的時光冒險

9709 小野敏洋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160-7 空乃的時光冒險

9709 紬作; 莊湘萍譯 978-986-10-2166-9 愛哭鬼的初戀

9709 紬作; 莊湘萍譯 978-986-10-2165-2 愛哭鬼的初戀

9710 神矢純, Sinka作; 光依譯 978-986-10-2171-3 很想再見妳

9708 神矢純, Sinka作; 光依譯 978-986-10-2170-6 很想再見妳

9708 神矢純, Sinka作; 光依譯 978-986-10-2169-0 很想再見妳

9711
知原江壽畫,Saori作; 韻

韻譯
978-986-10-2174-4

咀咒遊戲

9709
知原江壽畫,Saori作; 韻

韻譯
978-986-10-2172-0

咀咒遊戲

9709 寺本薰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175-1 特警拍檔

9709
云熊まく, 綾見ちは作;

趙秋鳳譯
978-986-10-2177-5

機器娃娃轉校生



9710 Hobby Japan作; 何宜叡 978-986-10-2179-9 女王之刃(漫畫版)

9709 渡瀨希美作; 韻韻譯 978-986-10-2183-6 拉麵大作戰

9711 水城正太郎作; 杜信彰 978-986-10-2185-0 最後大魔王

9708 水城正太郎作; 杜信彰 978-986-10-2184-3 最後大魔王

9710 空知英秋作; 徐旻鈺譯 978-986-10-2187-4 銀魂: 3年Z班銀八老師

9708 空知英秋作; 徐旻鈺譯 978-986-10-2186-7 銀魂: 3年Z班銀八老師

9709
星野桂作, 城崎火也作;

許昆暉譯
978-986-10-2189-8

驅魔少年reverse. 踏上旅途的聖職者

9708
星野桂作, 城崎火也作;

許昆暉譯
978-986-10-2188-1

驅魔少年reverse. 踏上旅途的聖職者

9711 河內和泉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192-8 賽河原的試煉

9709 河內和泉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191-1 賽河原的試煉

9709 平■■作; 曾鳳儀譯 978-986-10-2193-5 骷髏戀人

9712 翅田大介作; 陳詩涵譯 978-986-10-2195-9 CUTTING傷痕: Case of Tomoe

9708
岸本■史, 日下部匡俊

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199-7

NARUTO火影忍者 白之童子、血風之鬼人

9710
天野明作, 子安秀明作;

曾鳳儀譯
978-986-10-2200-0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隱藏彈1骸.幻想

9709
久保帶人作, 松原真琴

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201-7

BLEACH 死神 1. letters from the other side

9708 金卷朋子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202-4 親愛芳鄰. 茉莉惠篇

9707 月見草平作; 好吃棒譯 978-986-10-2203-1 櫻乃綺羅帆的夏色急救箱

9709 有栖川ケイ作; 徐旻鈺 978-986-10-2204-8 聖獸 錯綜: horizon

9709 久米田康治作; ALATA 978-986-10-2219-2 絕望先生

9712 西本英雄作; 方郁仁翻 978-986-10-2222-2 漫畫狗仔隊

9710 真船一雄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225-3 無敵怪醫K2

9711
リチャ一ド.ウ一, すぎ

むらしんいち作; 方郁
978-986-10-2226-0

異邦警察

9712 吉田■作; 何宜叡譯 978-986-10-2227-7 ZENITH: 死亡圖騰

9710 藤島康介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2229-1 幸運女神

9710 結賀さとる作; 陳頤薇 978-986-10-2231-4 星際少年隊

9710 東山睦月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2234-5 炎人



9709 山崎貴子著; 尤靜慧譯 978-986-10-2237-6 青春男孩

9711 野間美由紀作; 翁蛉玲 978-986-10-2238-3 浪漫珠寶盒

9710 清水玲子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2241-3 最高機密

9711
高橋よしひろ作; 莊湘

萍譯
978-986-10-2242-0

銀牙傳說

9801 結城正美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244-4 ■腕女警

9801 赤石路代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248-2 晨光中的詠歎調

9801
久部綠郎, 河合單作; 韻

韻譯
978-986-10-2254-3

拉麵王

9711 東本昌平作; 林茂青譯 978-986-10-2257-4 暴風騎士

9711 Boichi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2258-1 最強不良傳說

9711
河田雄志, 行徒作; 王薇

婷譯
978-986-10-2259-8

學園革命傳MITSURUGI

9711 古山基夫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260-4 奇兵大作戰

9710 西岸良平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261-1 妙探急轉彎

9711 Nagy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265-9 女神的嘉年華會

9710 宮下亞喜羅作; 張益豐 978-986-10-2269-7 曉!!男塾:青年啊,要立死志

9711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陳雪美譯
978-986-10-2270-3

華麗的餐桌

9711 高橋陽一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271-0 足球小將翼GOLDEN 23

9710 田島美美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272-7 校園時光

9710
えしぜきひでゆき, 藤

榮道彥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2276-5

情定大飯店

9711 くぼた浩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278-9 式神少女

9711 あやめぐむ作; 鳥山亂 978-986-10-2279-6 Ar tonelico: 魔塔大陸. II

9712 河內和泉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285-7 機工魔術士

9710
山田風太郎作,■川雅樹

畫; 方郁仁譯
978-986-10-2286-4

Y+M柳生忍法帖

9711 清野靜流作; 陳子瑜翻 978-986-10-2289-5 純愛特攻隊長

9709 榮羽彌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2290-1 扮裝遊戲

9711 小山由雅莉作; 余思霈 978-986-10-2291-8 1/2的蘋果

9710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292-5 ■拳小子Legends



9711
COZY 朝倉作; 蘇郁強翻

譯
978-986-10-2294-9

風雲小隊長

9708 李崇萍[作] 978-986-10-2295-6 THE ONE獨領風騷

9708 依歡[作] 978-986-10-2296-3 甜心零距離

9708 黃佳莉著 978-986-10-2298-7 新潮救世主

9707 [曉君作] 978-986-10-2299-4 霞客行

9707 黃耀傑作 978-986-10-2302-1 鄭和下西洋之龍翔西海

9710 鈴木典孝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03-8 搞怪俱樂部

9710 加地場中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305-2 抉擇大不同

9712 橫山直樹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08-3 正義研究會

9710 橫山直樹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07-6 正義研究會

9710 Rover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09-0 塔羅牌少女

9710 武■堂作; 黃偉哲譯 978-986-10-2312-0 偶像美眉格鬥賽

9710 武■堂作; 黃偉哲譯 978-986-10-2311-3 偶像美眉格鬥賽

9711 朴真娥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2313-7 同人白書

9710 軟豆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2316-8 鬼門

9710 軟豆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2315-1 鬼門

9712 林珍俊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2319-9 Raiders: 狙擊者

9710 林珍俊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2318-2 Raiders: 狙擊者

9710 林珍俊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2317-5 Raiders: 狙擊者

9711 風童純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30-4 飆風鐵馬

9711 風童純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29-8 飆風鐵馬

9710 風童純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28-1 飆風鐵馬

9710 風童純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27-4 飆風鐵馬

9712 渡■潤作; 李德洋譯 978-986-10-2336-6 RRR: 搖滾拳王

9712 渡■潤作; 李德洋譯 978-986-10-2335-9 RRR: 搖滾拳王

9711 渡■潤作; 李德洋譯 978-986-10-2334-2 RRR: 搖滾拳王

9711 渡■潤作; 李德洋譯 978-986-10-2333-5 RRR: 搖滾拳王

9712 藤堂裕作; 猴譯 978-986-10-2339-7 小鎮COLORS

9709 藤堂裕作; 猴譯 978-986-10-2338-0 小鎮COLORS

9710 桑原真也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340-3 狩獵迷宮



9712
武論尊, 原哲夫, 長田悠

幸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2345-8

天之霸王: 北斗之拳 拉歐外傳

9712
武論尊, 原哲夫, 長田悠

幸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2344-1

天之霸王: 北斗之拳 拉歐外傳

9711
武論尊, 原哲夫, 長田悠

幸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2343-4

天之霸王: 北斗之拳 拉歐外傳

9711
武論尊, 原哲夫, 長田悠

幸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2342-7

天之霸王: 北斗之拳 拉歐外傳

9710
林達永, 金光鉉作; 蕭嘉

慧譯
978-986-10-2356-4

結界女王

9710
林達永, 金光鉉作; 蕭嘉

慧譯
978-986-10-2355-7

結界女王

9711 Ken+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57-1 無限之劍Infinite Blade

9710 黑葉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359-5 觸手姬

9710 渡瀨行人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61-8 吸血姬: 布蘭雪

9710 R-Ex作; 簡延而譯 978-986-10-2363-2 Gunner queen: 女王復仇記

9708 上栖綴人作; 徐旻鈺譯 978-986-10-2366-3 眼鏡少女Holic

9710 日下部司作; 李臨麾譯 978-986-10-2368-7 星之巫女

9711 鄭惠那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2373-1 新東遊記

9708 楊承達作 978-986-10-2377-9 俠盜洛迪

9801 金美正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2381-6 少女肖像

9801 金美正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2380-9 少女肖像

9712 板場■志作; 林琬清譯 978-986-10-2382-3 忍具少女

9710 ■恭宏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88-5 魔法零蛋

9710
長谷川沙貴, 矢吹健太

朗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389-2

出包王女

9711
武論尊, 池上遼一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2391-5

超三國志霸

9712 池山田剛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2392-2 好逑少女

9712 松江名俊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2393-9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9712 吉川■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2401-1 吸血鬼之月

9712 藤枝十■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402-8 DRAGON GIRL: 高校龍女



9801 倉島圭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403-5 唬嚨教師

9712 千明太郎作; 蘇郁強翻 978-986-10-2404-2 女子神學院大冒險

9712 越野涼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2407-3 護士小葵

9711
■原一崎, 川崎伸, 村上

よしゆき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408-0

新約『巨人之星』

9711 山本航暉作; 猴譯 978-986-10-2411-0 天生妙手

9711 深見惇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418-9 胡桃之夢

9710
西村滿, 大崎充作; 吳美

嬅譯
978-986-10-2421-9

首相閣下的料理人

9711 桂正和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424-0 ZETMAN超魔人

9801 ■木雪■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2425-7 愛狗成痴

9712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427-1 銃夢. II, 最後任務

9712
井上よしひさ作; 方郁

仁譯
978-986-10-2431-8

我的爺爺是少年偵探

9709
和月伸宏, 黑崎薰作; 柯

建丞譯
978-986-10-2433-2

武裝鍊金DOUBLE SLASH

9711
和月伸宏, 黑崎薰作; 張

傑雄譯
978-986-10-2434-9

武裝鍊金/Z 如夢樂園

9710
天野明作, 子安秀明作;

曾鳳儀譯
978-986-10-2435-6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隱藏彈2 X-炎

9709 洪育府, 洪培恩作 978-986-10-2440-0 獵夢學園

9711 麻生美琴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2448-6 法庭新鮮人

9711 富■千夏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2451-6 這款囝仔

9711 富■千夏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2450-9 這款囝仔

9712 Kim Ji-Yong作; 林建豪 978-986-10-2457-8 山王

9711 川崎裕之, Com作; Alata 978-986-10-2460-8 學園快樂七福神

9711
蒼井エン, 睦月ムンク

作; 何宜睿譯
978-986-10-2463-9

闇月夜行

9711 真じろう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465-3 ZODIAC GAME: 黃道帶遊戲

9711 高野優美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2471-4 型男風暴

9710 星■こま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2472-1 另類保鑣

9710 吉田もろへ作; 李彥樺 978-986-10-2473-8 奇妙魔法課之魔咒上身



9712 吉祥りら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2475-2 花美男書店

9710 魔夜峰央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477-6 妙殿下之溫泉小館

9711 飯島浩介作; 賴薰風譯 978-986-10-2479-0 搞怪小和尚

9711 飯島浩介作; 賴薰風譯 978-986-10-2478-3 搞怪小和尚

9711 小野寺浩二作; 余思霈 978-986-10-2481-3 超自然樂園

9711 崔京兒作; 王毓諄譯 978-986-10-2490-5 紅寶石少女

9711 崔京兒作; 王毓諄譯 978-986-10-2489-9 紅寶石少女

9711 大谷二郎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2494-3 球團嬌嬌女

9711 大谷二郎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2493-6 球團嬌嬌女

9712 今泉伸二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497-4 果嶺大贏家

9712 今泉伸二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496-7 果嶺大贏家

9712
Gaonbi原作; Juder作; 葛

增娜譯
978-986-10-2503-2

不滅的雷吉斯

9712
Gaonbi原作; Juder作; 葛

增娜譯
978-986-10-2502-5

不滅的雷吉斯

9711
Gaonbi原作; Juder作; 葛

增娜譯
978-986-10-2501-8

不滅的雷吉斯

9711
Gaonbi原作; Juder作; 葛

增娜譯
978-986-10-2500-1

不滅的雷吉斯

9710 三上延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2519-3 夢神的教室

9710
おかつきひかる作; 何

宜叡譯
978-986-10-2521-6

惡魔少女: 有鬼上身

9709 冬樹忍作; 好吃棒翻譯 978-986-10-2522-3 礦物質超女: 所欲為何?

9710
寺田とものり作; 林均

鎂譯
978-986-10-2523-0

超鋼女雪拉外傳: 超鋼聖女佩姬

9712
稻垣理一郎, 村田雄介,

長谷川勝己作; 方郁仁
978-986-10-2524-7

光速蒙面俠 幻之黃金盃

9710 加地尚武作; 許昆暉譯 978-986-10-2527-8 福音少年: 彩虹之銜尾蛇

9711 佐■原史緒作; 陳詩涵 978-986-10-2528-5 歡迎光臨日本上空

9710
堀田由美, 小■健作, 橫

手美智子作; 陳詩涵譯
978-986-10-2529-2

棋魂Boy meets ghost

9711 不破悠作; 曾鳳儀譯 978-986-10-2531-5 秋吉同學幫幫忙!!! 町鳥奈奈實篇



9711
西義之, 天羽沙夜作; 好

吃棒譯
978-986-10-2532-2

魔法律事務所: 七彩的魔音

9711 ゆうきりん作; 何宜叡 978-986-10-2533-9 煙囪町的赤魔與絕望少年

9712 佐野タカシ作; 簡廷而 978-986-10-2546-9 天生一對

9712
宗我部としのり作; 吳

美嬅譯
978-986-10-2547-6

加油寶貝

9712 長谷川哲也作; 林琬清 978-986-10-2548-3 拿破崙: 獅子的時代

9712 早■淳作; 力郁仁譯 978-986-10-2550-6 鐵路便當之旅

9801 高梨三葉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2558-2 紅色HERO

9712 霜月■吏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2559-9 Brave 10: 真田十勇士

9712 東まゆみ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2562-9 武器種族傳說

9711
七三太朗原作; 川三番

地漫畫; 方郁仁翻譯
978-986-10-2574-2

野球太保

9711 日向武史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577-3 籃球少年王

9711 小林俊彥作; 蔡夢芳翻 978-986-10-2579-7 純愛塗鴉

9801 ■香里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2581-0 羽球小子

9711 唐■煙作; 賴薰風翻譯 978-986-10-2606-0 Replica: 魔偶狩獵者

9711
Production I.G, 櫻井圭記,

日向陽市郎作; 方郁仁
978-986-10-2608-4

特務機甲隊KUTIKULA

9710 T.K章世炘編繪 978-986-10-2612-1 烈炎真言. 3

9712 吉谷やしよ作; 鳥山亂 978-986-10-2614-5 機器女僕1號機

9711
本井■海, 本澤友一郎

作; 賴薰風譯
978-986-10-2616-9

鬼斬參見!!!

9712 椿カヲリ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2624-4 編碼殺手番狗

9711
松本真, 根津舞香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2627-5

卡布列克: 美少女合體戰士

9711
松本真, 根津舞香作; 張

益豐譯
978-986-10-2626-8

卡布列克: 美少女合體戰士

9712 小鷹和麻作; Alata譯 978-986-10-2628-2 Border: 境界線

9712 ■卷秋夢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2630-5 萌美眉娃娃機

9712 山口 泉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2648-0 戀愛幸福論

9712 ■本憲司郎作; 鳥山亂 978-986-10-2660-2 突擊少年



9712 ■本憲司郎作; 鳥山亂 978-986-10-2659-6 突擊少年

9712
長谷川沙貴, 矢吹健太

朗作; 鳥山亂翻譯
978-986-10-2677-0

出包王女

9801 田島美美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2696-1 校園時光

9712 nini作; 鄭啟旭翻譯 978-986-10-2701-2 三國志百花繚亂

9801
久米田康治作; 方郁仁

翻譯
978-986-10-2714-2

絕望先生

9801 三浦健太郎作; 磊正傑 978-986-10-2732-6 烙印勇士

9712 門尾勇治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2742-5 真犯人

9711 常勝作 978-986-10-2744-9 BABY

9710 黃耀傑漫畫 978-986-10-2745-6 龍翔西海前傳. 貳

9712 夕希■久作; 李嘉箴譯 978-986-10-2757-9 小鬼的城堡

9711
寺田とものり作; 林均

鎂譯
978-986-10-2762-3

超鋼女雪拉: 她和我的五個約定

9711 鮭魚仔, 小鯊龍作 978-986-10-2764-7 血黑犬

9711 葉明軒作 978-986-10-2765-4 無上西天

9712 佐久間智代作; Alata譯 978-986-10-2768-5 占星術物語

9712 平井摩利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2781-4 恐龍妹大反擊

9712 前田英紀作; 張惠真譯 978-986-10-2784-5 魔物公主

9712 吉永龍太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787-6 飲血奇譚

9712 吉永龍太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786-9 飲血奇譚

9712
久保帶人作, 松原真琴

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817-0

死神. 2, the honey dish rhapsody

9712 田口一作; 林均鎂譯 978-986-10-2820-0 魔女的紅線

9712 田口一作; 林均鎂譯 978-986-10-2818-7 魔女的紅線

9712
矢吹健太郎, 大崎知仁

作; 徐旻鈺譯
978-986-10-2822-4

Black cat黑貓

9712 平■■作; 曾鳳儀譯 978-986-10-2823-1 骷髏戀人

9711 荒木飛呂彥作; 杜信彰 978-986-10-2827-9 飆馬野郎

9801 ついんくる作; 陳書萍 978-986-10-2949-8 萌.怪盜蕾莉絲

9801 ひいろ莎■作; 鳥山亂 978-986-10-2954-2 冒險引擎GO!!

9801 ひいろ莎■作; 鳥山亂 978-986-10-2953-5 冒險引擎G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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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松葉サトル作; 鳥山亂 978-986-10-2956-6 WARASIBE: 交換之旅

9712
堀田由美, 小■健作, 橫

手美智子作; 陳詩涵譯
978-986-10-3030-2

棋魂KAIO vs. HAZE

總計: 578種 583冊

東吳 連絡人:伍稻孫 電話:(02)28819471 傳真:(02)28838040

郵遞區號:1110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臨溪

路70號
 E-mail:wuds@mail.s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潘維大主編

978-986-6568-03-9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 海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

會. 二■■七年(第 五屆)

總計: 1種 1冊

東吳學生議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10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臨溪

路7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江培源編著 978-986-6568-02-2 東吳大學學生自治法規錄

總計: 1種 1冊

東雨文化 連絡人:任美玲 電話:(07)3130172e 傳真:(07)3130178

郵遞區號:80751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通化

街47巷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琳達.夏普曼(Linda

Chapman)作; 唐恩.艾帕

里(Dawn Apperley)繪

978-986-6803-83-3

沒有尾巴的小美人魚. 2: 美人魚火種

9712

琳達.夏普曼(Linda

Chapman)作; 唐恩.艾帕

里(Dawn Apperley)繪

978-986-6803-84-0

沒有尾巴的小美人魚

9712
牧野節子作; 岩木真槻

繪; 王曉丹譯
978-986-6601-40-8

幸福童話蛋糕



e

9711
漥島里歐作; 佐竹美保

繪; 胡慧文譯
978-986-6601-41-5

小丹的身世謎團

9801 有田和美文.圖; 胡慧文 978-986-6601-53-8 偶像明星日記

9711 川北亮司文; 魚住青圖 978-986-6601-54-5 王子的舞會

9712 藤真知子著; 蕘合譯 978-986-6601-62-0 小魔女恰米

9712
越水利江子文; 山田花

菜圖; 吳祚譯
978-986-6601-63-7

老是出錯的小魔女

9802 安晝安子文.圖; 蕘合譯 978-986-6601-64-4 魔女們的服裝比賽

9712 東雨編輯群作 978-986-6601-65-1 2歲動動腦: 頭腦開發遊戲

9712 東雨編輯群作 978-986-6601-66-8 3歲動動腦: 頭腦開發遊戲

9712 東雨編輯群作 978-986-6601-67-5 4歲動動腦: 頭腦開發遊戲

9712 東雨編輯群作 978-986-6601-68-2 5歲動動腦: 頭腦開發遊戲

9712 東雨編輯群作 978-986-6601-69-9 6歲動動腦: 頭腦開發遊戲

9801
凱特.潔絲文; 泉璃莉花

圖; 陳思因譯
978-986-6601-70-5

失去聲音的小公主

9801 村井香葉著; 胡靜譯 978-986-6601-71-2 妖精公寓. 1, 妖精公寓

9802
琳達.夏普曼文; 唐恩.艾

帕里圖
978-986-6601-72-9

沒有尾巴的小美人魚. 3: 美人魚派對

9802 安晝安子作; 王曉丹譯 978-986-6601-74-3 薄荷的魔法力量

9802 陳曉慧總編輯 978-986-6601-75-0 2歲動動手: 運筆塗鴉訓練

9802 陳曉慧總編輯 978-986-6601-76-7 3歲動動手: 運筆認知訓練

9802 陳曉慧總編輯 978-986-6601-77-4 4歲動動手: 運筆認知訓練

9802 陳曉慧總編輯 978-986-6601-78-1 5歲動動手: 運筆認知訓練

9802 陳曉慧總編輯 978-986-6601-79-8 6歲動動手: 運筆認知訓練

9802 安晝安子文.圖; 蕘合譯 978-986-6601-80-4 秋季派對布丁

總計: 24種 24冊

東海建築系 連絡人:陳秋美 電話:(04)23590263 傳真:(04)23595581

郵遞區號:40704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台中

港路三段18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東海建築2008畢業班作 978-957-9104-54-8 180,792/19+1 Lifestyle: 東海建築畢業設計作品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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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東部海岸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王彥惠 電話:(089)841520e 傳真:(089)841567

郵遞區號:961
地址:臺東縣成功鎮信義

里新村路25號
 E-mail:info@tbc.tbrocecns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潘朝成計畫總編輯 978-986-01-6560-9 噶瑪蘭族香蕉絲文化情

總計: 1種 2冊

東華大學 連絡人:王祿容 電話:(03)8662500e 傳真:(03)8662669

郵遞區號:97401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志學

村大學路二段1號
 E-mail:publish@mail.nd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劉唯玉主編 978-986-01-7489-2 典範教學. 97學年度: 示例研發與教師增能

總計: 1種 2冊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連絡人:呂乃迪 電話:(03)8635752 傳真:(03)8635750

郵遞區號:97401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志學

村大學路二段1號
 E-mail:cph@mail.nd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雅柏甦詠.博伊哲努著 978-986-01-6288-2 原住民族權之詮索

9802 謝國斌著 978-986-01-7652-0 平埔認同的消失與再現

9802 高德義著 978-986-01-7653-7 解構與重構: 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

總計: 3種 5冊

東華大學教行系 連絡人:連梅秀 電話:(03)8227106e 傳真:(03)8236778

郵遞區號:97003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華西

路1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國立東華大學教育行政

與管理學系(所)編輯
978-986-01-5975-2

國立東華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2冊



東華大學數位文化中心 連絡人:黃崇源 電話:(03)8635257 傳真:(03)8635256

郵遞區號:97401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志學

村大學路二段1號
 E-mail:echo@mail.nd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柳妃總編輯

978-986-01-7225-6
看一本書,等你: 東華文學獎暨留聲繪影徵文得獎作品

集. 第八屆

總計: 1種 2冊

東縣文化觀光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340594

郵遞區號:95051 地址:臺東市南京路2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盧彥芬作; 曹俊彥繪圖 978-986-01-5875-5 希.瑪德嫩: 雅美(達悟)的父母都以小孩為貴

9712 謝來光, 陽美花撰文 978-986-01-6934-8 悅讀蘭嶼: 蘭嶼文化生活廊道

總計: 2種 4冊

東縣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550571

郵遞區號:95542
地址:臺東縣鹿野鄉永安

村永安路75號
 E-mail:let0722@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廖中勳主編 978-986-85046-0-8 鹿寮歲月. Part4: 臺東縣鹿野鄉永安村史暨社造成果專

總計: 1種 6冊

東縣府 連絡人:許孟華 電話:(089)350129 傳真:(089)330591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中山路276  E-mail:mhua@mail.ccl.ttc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林秀玉, 林勝賢著 978-986-01-2329-6 巴蘭神話故事

9711 侯世敏總編輯 978-986-01-5776-5 雅美時光迴廊: 艾神父的蘭嶼映像

9711 林登榮撰文 978-986-01-6172-4 綠島農村曲

9712
黃芳琪等編寫; 陳碧蓮

族語翻譯
978-986-01-6411-4

傳達薪藝: 雅美(達悟)族傳統手工藝文化圖錄

9712 蔡文階展覽策劃執行 978-986-01-6853-2 後山的歲月容顏: 臺東當代藝術家聯展



e

9712 林永輝計畫主持 978-986-01-7301-7 臺東海岸山脈及海濱之美教師手冊(中年級適用)

總計: 6種 12冊

東縣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951219

郵遞區號:95645
地址:臺東縣關山鎮電光

里中興路6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萬生等編著 978-986-84995-0-8 電光史火: 電光部落文史紀錄

總計: 1種 2冊

東縣綠島鄉公所 連絡人:湯巧華 電話:(089)672510 傳真:(089)672478

郵遞區號:951
地址:臺東縣綠島鄉南寮

村194-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登榮, 鄭漢文, 林正男 978-986-01-6519-7 奇綠島嶼: 綠島民俗植物

總計: 1種 2冊

東觀國際文化 連絡人:高美齡 電話:(02)27002375 傳真:(02)27006180

郵遞區號:1005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二段120號2樓
 E-mail:gin.cia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翁大勝著 978-986-7636-95-9 我的精彩

9712
傑德.柯芬(Jaed Coffin)

著; 蘇榆譯
978-986-7636-96-6

為野象祝禱: 到森林當和尚的美國大學生

總計: 2種 2冊

坤杪創新管理顧問 連絡人:黃靖雅 電話:(02)27113768 傳真:(02)27715213

郵遞區號:1066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76號3樓之1
 E-mail:realmoneytw@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貞元著 978-986-80778-4-3 哇~他怎麼賺那麼多!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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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基地 連絡人:王雪莉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sherry_wang@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史蒂芬.布洛斯特(Steven

Brust)作; 鄭怡菁譯
978-986-6712-20-3

堤卡拉: 刺客伏拉德傳奇. III

9712 靈希作 978-986-6712-36-4 香薰戀人

9712 靈希作 978-986-6712-34-0 香薰戀人

9710
吉姆.布契(Jim Butcher)

作; 蔣鏡明譯
978-986-6712-46-3

巫師神探H.D.Files: 惡鬼快遞

9801 神■一著; 蟲破斬譯 978-986-6712-49-4 Slayers!秀逗魔導士

9712
■名寺健莊, 森瀨繚作;

王書銘譯
978-986-6712-50-0

圖解太空船

9801 胡偉紅作 978-986-6712-52-4 史上最強戀人

總計: 7種 7冊

拓墣科技 連絡人:蔡曛伊 電話:(02)25710111 傳真:(02)25710212

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

東路二段2號11樓
 E-mail:service@topolog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20-3 記憶體產業: DRAM、NAND Flash手攜手,共渡艱難時

9712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21-0 手機M型化大未來. 2009年

9712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22-7 智慧型車輛引爆車用電子新發展

9712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23-4 新技術快速發展注入面板產業新活水

總計: 4種 4冊

尚昂文化 連絡人:沈光輝 電話:(02)29284698 傳真:(02)32337311

郵遞區號:23443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仁愛

路115號1樓
 E-mail:shang.ang123@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

員會編著
978-986-6946-48-6

來學日本語. 基礎

9707 林永和編著 978-986-6946-49-3 新現代日本語語法

9709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

員會編著
978-986-6946-51-6

來學日本語. 初級

9708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

員會編著
978-986-6946-50-9

來學日本語. 初級

9707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

員會編著
978-986-6946-52-3

來學日本語. 基礎

9708 林明煌, 彭瓊慧, 林憲宏 978-986-6946-53-0 通識基礎日語

9709 張雪玉編著 978-986-6946-54-7 日語口語文法

9710 松田浩志等著 978-986-6946-55-4 中級から■ぶ日本語: テㄧマ別

9710 松田浩志等著 978-986-6946-56-1 上級で■ぶ日本語: テㄧマ別

9711
松本節子, 長友惠美子,

佐久間良子著
978-986-6946-57-8

商務日本語Drills: 符合外國人需求的『商務敬語』

『公司訪問禮節』

9712 松田浩志等著 978-986-6946-58-5 中級から■ぶ日本語練習問題集: テㄧマ別

9712 松田浩志等著 978-986-6946-59-2 上級で■ぶ日本語練習問題集: テㄧマ別

9712 松田浩志等著 978-986-6946-60-8 中級から■ぶ日本語教師手冊: テㄧマ別

9712 松田浩志, 龜田美保著 978-986-6946-61-5 上級で■ぶ日本語教師手冊: テㄧマ別

總計: 14種 14冊

肯夢國際 連絡人:蔡佩玲 電話:(02)27217909 傳真:(02)27813679

郵遞區號:1068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219巷12號6樓

之1

 E-mail:cabmeng@canme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大衛.華格納(David

Wagner)作; 潘欣譯
978-986-84887-0-0

悅日人

總計: 1種 1冊

虎尾科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632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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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632
地址:雲林縣虎尾鎮文化

路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編

978-986-01-6409-1
NST全國電信研討會暨國科會電信學門研究成果發表.

2008

總計: 1種 1冊

旺文社 連絡人:林佩芳 電話:(02)29119906 傳真:(02)89193501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218巷10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高凌主編 978-957-508-993-1 旺文實用英漢辭典

9802
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

版社編著
978-986-239-000-9

旺文當代漢英辭典

總計: 2種 2冊

昇旺 連絡人:鄭慧卿 電話:(02)22214262 傳真:(02)22236882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立德

街7巷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黃湘詅著 978-986-84831-9-4 芽菜養生廚房

總計: 1種 1冊

明天國際圖書 連絡人:呂佳蓉 電話:(02)82219822 傳真:(02)8221708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

路137號6樓
 E-mail:luchin3@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約瑟夫.姆.福肖編著; 明

天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39-8

鳥類大圖鑑: 透過鳥的生態認識全世界

9611
王陽光等著; 明天繪圖

工作室繪圖
978-986-6779-67-1

最富想像力的神話故事



9612
凱文.培笛恩著; 明天編

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68-8

恐龍大復活

9612
王陽光等著; 明天繪圖

工作室繪圖
978-986-6779-69-5

看成語學歷史

9701
王陽光等著; 明天繪圖

工作室繪圖
978-986-6779-70-1

最富創造力的世界童話

9701
艾倫.特納著; 明天編譯

小組翻譯
978-986-6779-71-8

史前動物大滅絕

9701 王陽光等編著 978-986-6779-72-5 看成語學典故

9702
丹.比凱爾編著; 明天編

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74-9

昆蟲大圖鑑: 用複眼看奧妙的大千世界

9702 明天工作室編著 978-986-6779-75-6 我的第一本論語

9702
Nicholas Harris等作; Mike

Fuller等繪圖; 洪世民等
978-986-6779-76-3

小小科學家: 知識啟蒙圖書館

9708

Nicholas Harris作;

Sebastian Quigley, Gary

Hincks繪圖; 洪世民譯

978-986-6779-77-0

宇宙大探險

9708
Julia Bruce作; Nicky Palin

繪圖; 李晏戎譯
978-986-6779-78-7

從地圖看世界

9708
Nicholas Harris作; Inklink

Firenze等繪圖; 蘇菲譯
978-986-6779-79-4

消失的恐龍

9708

Nicholas Harris作; Gary

Hincks, Peter Dennis繪圖;

洪世民翻譯

978-986-6779-80-0

美麗的地球

9708
Steve Parker作; Andrew

Beckett等繪圖; 蘇菲翻譯
978-986-6779-81-7

生物的奧祕

9708

Nicholas Harris作; Mike

Lowe, Stuart Carter, Sauro

Giampaio繪;  洪世民譯

978-986-6779-82-4

奇妙的動物王國

9708

Nicholas Harris作; Mike

Lowe, Stuart Carter, Sauro

Giampaio繪

978-986-6779-83-1

昆蟲大揭祕



9708
Emma Helbrough作; Betti

Ferrero等繪; 洪世民譯
978-986-6779-84-8

繽紛的海洋世界

9708

Emma Helbrough,

Nicholas Harris作; Mike

Fuller等圖; 蘇菲譯

978-986-6779-85-5

生活中的科學

9708
Nicholas Harris作; Mike

Fuller繪圖; 洪世民譯
978-986-6779-86-2

機械與發明

9708

Julia Bruce作; Peter

Dennis, Nichi Palin, Gary

Hincks繪; 紀明寧 譯

978-986-6779-87-9

拜訪古文明

9708
Julia Bruce作; Peter

Dennis, Nichi Palin, Mark
978-986-6779-88-6

世界文化旅行

9701 王陽光等編著 978-986-6779-89-3 三十六計: 讓孩子學會應變的智謀故事

9702
王陽光等著; 明天繪圖

工作室繪圖
978-986-6779-90-9

最富傳奇性的節慶故事

9702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1-6 自然科學故事屋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2-3 不一樣的短跑比賽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3-0 慢吞吞小姐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4-7 誰要做我的朋友?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5-4 讓我抱抱你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6-1 爸爸保母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7-8 世界足球先生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8-5 女王萬歲

9703 蕭袤原著 978-986-6779-99-2 很愛很愛你

9702
王陽光等編著; 明天繪

圖工作室繪圖
978-986-6658-00-6

看成語學智慧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1-3

Sing with me: 唱歌謠學英語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2-0

認識大自然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3-7

我的家庭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4-4

我最喜歡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5-1

寶貝去上學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6-8

漂亮的我

9703
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製作
978-986-6658-07-5

只要我長大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08-2 大熊的貯藏室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09-9 小刺蝟的項鍊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0-5 神奇南瓜屋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1-2 蜂蜜蛋糕樹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2-9 森林裡的時鐘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3-6 小鼴鼠的地下王國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4-3 超級擂臺賽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5-0 螳螂太太的新家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6-7 小章魚,算一算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7-4 變大!變小!

9703 陳秀琴主編 978-986-6658-18-1 魔法數學故事屋

9704

Nicholas Harris, Claire

Aston編著; Sebastian

Quigley插畫; 林妙冠翻

978-986-6658-19-8

魔法夜光書: 太空漫步

9704

Nicholas Harris, Claire

Aston編著; Gary Hincks,

Mariano Valsesia,

Elisabetta Ferrero插畫; 林

978-986-6658-20-4

魔法夜光書: 海洋尋寶

9706 胡永芬作; 江學瀅編 978-986-6658-23-5 100藝術大師

9707 朱勒.凡爾納著 978-986-6658-30-3 海底兩萬里

9707 馬克.吐溫原著 978-986-6658-31-0 湯姆歷險記

9707 趙維明, 農彩英編繪 978-986-6658-32-7 長毛象爺爺說故事

9707 趙維明, 農彩英編繪 978-986-6658-33-4 送星星回家: 長毛象爺爺說故事

9707 趙維明, 農彩英編繪 978-986-6658-34-1 捕魚大賽: 長毛象爺爺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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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7 趙維明, 農彩英編繪 978-986-6658-35-8 遺失的蛋寶寶: 長毛象爺爺說故事

9707 趙維明, 農彩英編繪 978-986-6658-36-5 最溫暖的冰屋: 長毛象爺爺說故事

9708
Eva-Maria Kramer編著;

明天工作室翻譯
978-986-6658-38-9

新編世界名犬圖鑑

9707 李承■作; 趙英辰翻譯 978-986-6658-39-6 小學生媽媽的第一本教科書

9709 查爾斯.狄更斯原著 978-986-6658-40-2 孤雛淚

9709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978-986-6658-41-9 神探福爾摩斯

9709 金松恩作; 鍾安伶翻譯 978-986-6658-42-6 改變孩子的學習潛能: 未來領袖應有的12項修練

9710 喬納森.斯威夫特原著 978-986-6658-44-0 格列佛遊記

9710
Anne Deans編撰; 李振華

主譯
978-986-6658-46-4

懷孕聖經: 關鍵的280天

9710
約翰娜.斯比麗原著; 明

天國際編譯工作小組翻
978-986-6658-48-8

小天使海蒂

總計: 70種 70冊

明日工作室 連絡人:蕭秀屏 電話:(02)27606366 傳真:(02)27606367

郵遞區號:1056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343號7樓
 E-mail:people@tomor.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章智著 978-986-6591-25-9 八段錦: 全方位能量活氧操

9712
麥仁杰原作; 明日工作

室編著
978-986-6591-32-7

快樂星貓. 1, 誤放黑魔王

9712
麥仁杰原作; 明日工作

室編著
978-986-6591-33-4

快樂星貓. 2, 災難降臨

9712
麥仁杰原作; 明日工作

室編著
978-986-6591-34-1

快樂星貓. 3, 大顯神威

9712
溫世仁原著; 張華芝, 黃

小貓文字改寫
978-986-6591-39-6

秦時明月. 4, 諸子百家

9712

賽爾瑪.拉格洛芙(Selma

Lagerlof)原著; 李進文童

詩創作; 飛普數位動 畫

動畫製作

978-986-6591-40-2

騎鵝歷險記



9712 罌碧作 978-986-6591-41-9 蝴蝶

9712 胡靜森作 978-986-6591-43-3 妖獸購物臺

9712 圈羊人作 978-986-6591-44-0 拍鬼

9801 柚臻作 978-986-6591-35-8 荒村古宅

9801 小小米桶作 978-986-6591-36-5 幸福手作.情人巧克力點心

9801 薔薇作 978-986-6591-37-2 愛奴

9801 Div(另一種聲音)作 978-986-6591-45-7 百鬼夜行

9801 Div(另一種聲音)作 978-986-6591-46-4 鬼願

9802 哈娜著 978-986-6591-48-8 哈娜陰陽眼

9802 哈娜著 978-986-6591-47-1 哈娜陰陽眼

9801 Div(另一種聲音)作 978-986-6591-49-5 抽鬼

9801 Div(另一種聲音)作 978-986-6591-50-1 惡靈地下道

9802 宴綺作 978-986-6591-51-8 冥戒

9802 小白作 978-986-6591-52-5 鬼話

9802 燕熙作 978-986-6591-53-2 鬼眼鏡

9802 柚臻作 978-986-6591-54-9 鬼索命

9802 滄月之東作 978-986-6591-56-3 黃泉路

9802 滄月之東作 978-986-6591-55-6 黃泉路

9801 電冰箱等作 978-986-6591-57-0 簡單手作.情人創作料理

9802 櫻桃陽子作 978-986-6591-58-7 靈學報告之魔惱

9712 李進文作; 柯乃瑜譯 978-986-6591-60-0 油菜花寫信

9802 杭子鵑作 978-986-6591-61-7 生前契約

總計: 28種 29冊

明日之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4252772

郵遞區號:20241
地址:基隆市義一路18號

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明日之星舞蹈教育團隊

圖.文
978-986-84757-0-0

明日之星閃亮公演明日之星精編全版中國民間舞劇:

牛郎織女典藏劇冊

總計: 1種 1冊



明志科大工管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085900

郵遞區號:24301
地址:臺北縣泰山鄉工專

路8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建智總編輯

978-986-84783-1-2
中華六標準差管理學會年會暨論文發表研討會會議論

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明德 連絡人:吳致和 電話:(02)25952443 傳真:(02)25928435

郵遞區號:1036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民權

西路143號
 E-mail:mdr143@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明德編輯室編輯 978-957-0449-98-3 白陽經藏: 皇[]慈訓. 1

9711 明德編輯室編輯 978-957-0449-99-0 白陽道脈薪傳錄

總計: 2種 1冊

明霖文教 連絡人:白佳玉 電話:(02)22901198 傳真:(02)22901298

郵遞區號:24886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

路127號6樓
 E-mail:joy-w@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唐致生編著 978-986-84415-0-7 新階梯高中化學學測總複習必勝真經

9706
Yvonne Hu, Jennifer Lo編

著
978-986-84415-1-4

i pass clozw & reading. 1, 基礎篇

9706
Yvonne Hu, Jennifer Lo編

著
978-986-84415-2-1

i pass clozw & reading. 2, 進階篇

9706 蘇淑華編寫 978-986-84415-3-8 讀佳新文閱讀測驗 國一上適用. 1(N版)

9706 蘇淑華編寫 978-986-84415-4-5 讀佳新文閱讀測驗 國一上適用. 1(K版)

9706 蘇淑華編寫 978-986-84415-5-2 讀佳新文閱讀測驗 國一上適用. 1(H版)

總計: 6種 6冊

易成文化 連絡人:紀皖珍 電話:0936575857 傳真:(02)2904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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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4242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華

路一段116巷5號3樓
 E-mail:jwj575857@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林谷垚, 陳琳作 978-986-84837-0-5 御用萬年曆

總計: 1種 2冊

易利圖書 連絡人:邱奕利 電話:(02)28485568 傳真:(02)82811367

郵遞區號:24758
地址:臺北縣蘆洲市中正

路151號2樓之3
 E-mail:ylc12270@ms2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Arnold G. Nelson, Jouko

Kokkonen[原著]; 林文中

譯

978-986-84565-4-9

伸展解剖: 增進柔軟度與肌力的圖解

9712 吳至行, 王自勉主編 978-986-84565-5-6 人體組成學

總計: 2種 4冊

易映光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367014

郵遞區號:30054
地址:新竹市武陵路73巷

19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易映光作 978-957-41-5826-3 時間刻印: 易映光膠彩畫

總計: 1種 1冊

易博士文化 連絡人:胡惠君 電話:(02)22995000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hu.caroline@ia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2
日本鑽石社原編著; 陳

念雍譯
978-986-7881-73-1

圖解日本史

9706 楊雅筑著 978-986-7881-87-8 圖解紅樓夢

9711 山田弘著; 顏誠廷譯 978-986-7881-92-2 圖解物理學

9711 吳嘉玲等作 978-986-7881-93-9 工作,分析了再做: 提升工作表現與實力的20項分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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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黃彥達, 易博士編輯部,

林端玉作
978-986-7881-94-6

第一次簡報就上手

9801 原宗啟著; 蔡瑪莉譯 978-986-7881-95-3 圖說茶道

總計: 6種 6冊

典藏藝術家庭 連絡人:許銘文 電話:(02)25602220 傳真:(02)25420631

郵遞區號:1044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一段85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坎貝爾.吉斯林文; 安娜.

瓊安圖; 郭恩惠翻譯
978-986-6833-33-5

艾蓮娜的小夜曲

9710 漢寶德著 978-986-6833-34-2 漢寶德談現代建築

9712
莎莉.里歐-瓊絲文; 蘇.希

普圖; 鄭榮珍翻譯
978-986-6833-36-6

怎樣當個小寶貝

9712 許素蘭作 978-986-6833-41-0 給大地寫家書: 李喬

9712 顏綠芬著 978-986-6833-44-1 臺灣的真情樂章: 郭芝苑

總計: 5種 6冊

采昌國際多媒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593054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

路258巷56號6樓之3
 E-mail:mandylin@cci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采昌編輯部作 978-986-84716-3-4 全臺靈廟大拜拜: 邀請月老喝喜酒

9801 謝寒冰作 978-986-84716-5-8 史前超文明密碼: 奧梅克.瑪雅

總計: 2種 2冊

采葒 連絡人:楊春龍 電話:(02)26091246 傳真:(03)3182927

郵遞區號:24448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文化

二路一段120巷7號1樓
 E-mail:dragon.ya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楊春龍文字.攝影 978-986-84122-7-9 北海道自由旅行精品書

9712 楊春龍文字.攝影 978-986-84122-8-6 福岡九州自由旅行精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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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楊春龍文字攝影 978-986-84122-9-3 首爾韓國自由旅行精品書

總計: 3種 3冊

知本家文化 連絡人:陳芳枝 電話:(02)23651488 傳真:(02)23631370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二段79號11樓之3
 E-mail:knowable@ms7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峻峰著 978-986-7315-80-9 大戰國. 下, 祖龍天下

9801 高天流雲著 978-986-7315-81-6 如果這是宋史

9802 高天流雲著 978-986-7315-82-3 如果這是宋史

9803 老了著 978-986-7315-83-0 水滸十一年

總計: 4種 4冊

知音 連絡人:何玉華 電話:(02)23911565 傳真:(02)23944610

郵遞區號:1065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金山

南路二段159巷15號
 E-mail:jyin@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陳介甫等作 978-986-7825-66-7 人蔘.性.記憶力: 人蔘功效的深度報導

9707 王慶其著 978-986-7825-67-4 王慶其醫學選集

9705
馬文飛, 李俊杰, 王志剛

主編
978-986-7825-68-1

百草藥用趣話

9710 黃宜純著 978-986-7825-69-8 實用芳療按摩

總計: 4種 6冊

知音社 連絡人:鄭淑玲 電話:(02)29171700 傳真:(02)29134504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康

路二段142巷2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Milly Liou 978-957-2092-12-5 DIY in your life

總計: 1種 1冊

知英文化 連絡人:王麗瑾 電話:(02)23361292 傳真:(02)23361493



郵遞區號:1086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萬大

路27號2樓
 E-mail:toefl.cbt@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江璞著 978-986-7025-32-6 TOEFL-iBT高分托福測驗120

總計: 1種 1冊

知識系統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2300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廈門街113

巷17-1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朱守亮著 978-957-9016-10-0 回首來時路: 亦圃齋主人回憶錄

總計: 1種 1冊

和英 連絡人:鄒明芳 電話:(03)5636699 傳真:(03)5636099

郵遞區號:30080
地址:新竹市東區金山街

87號
 E-mail:heryin@ms7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派翠西亞.波拉蔻作.繪;

丁凡譯
978-986-7942-97-5

謝謝您,福科老師!

9709 賴馬, 楊麗玲文.圖.設計 978-986-6608-01-8 胖先生和高大個

9709 Meng-ting Wang 978-986-6608-03-2 The things...I always wanted to do

9709 Ander 978-986-6608-04-9 Who stole Willy's lunch?

9710 Kim Xiong, Wu Di 978-986-6608-05-6 Battle of changbanpo by the beijing opera cats

9710
Shin-Jen Lin, Chih-Yuan

Chen
978-986-6608-06-3

Everyone, pull

9710
Written&Illustrated by

Alan Lee
978-986-6608-08-7

Nalu

9709
Written&Illustrated by

Ander
978-986-6608-09-4

Water on the mountain

9710
Written&Illustrated by Su-

Hsia Hsu
978-986-6608-10-0

Mom, it's sunny outside

9709 熊亮文, 譚軍圖 978-986-6608-11-7 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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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0種 10冊

使徒 連絡人:王靜觀 電話:(02)23625282 傳真:(02)23620435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69巷3號
 E-mail:christed@ms2.pc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張蓬潔文.圖 978-986-7134-23-3 信實

9706 張蓬潔文.圖 978-986-7134-24-0 溫柔

9710

Geneva Press, Gardner.

Freda A.原著; 臺灣基督

長老教會教育中心編 譯

978-986-7134-26-4

基督徒手冊. 2, 要理問答

9711 李位鼎總編輯 978-986-7134-27-1 我的幸福花園. 2009

總計: 4種 5冊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連絡人:吳隆榮 電話:(02)25513719 傳真:(02)25639667

郵遞區號:10447
地址:臺北市新生北路二

段137巷52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

學會編輯
978-957-29125-6-0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三十九屆

總計: 1種 2冊

兒童福利聯盟 連絡人:謝文元 電話:(02)25505959 傳真:(02)25500505

郵遞區號:1035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長安

西路43號6樓
 E-mail:wenyun@cwl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謝文元, 邱靖惠, 黃韻璇

執行編輯
978-986-84212-1-9

兒盟專刊: 友善兒童醫療特輯

9712 李宏文總編輯 978-986-84212-2-6 兒盟瞭望

總計: 2種 2冊

供學 連絡人:陳培升 電話:(06)2225918 傳真:(06)2412422



郵遞區號:70043
地址:臺南市民族路二段

11號
 E-mail:k390415@mail2000.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惠貞著 978-986-83393-9-2 國小閩南語教材教法研究

總計: 1種 1冊

金手指 連絡人:郭清騰 電話:(02)23315476 傳真:(02)23710256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宜新, 吳淑芬編 978-957-9655-25-5 卡拉OK寶. 基礎篇

總計: 1種 1冊

金名圖書 連絡人:邱延禧 電話:(02)82277736 傳真:(02)82277735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

路1號8樓
 E-mail:kdp@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健華, 江起陸編著 978-986-6575-03-7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09

9712 曾健華, 江起陸編著 978-986-6575-02-0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09

9712 曾健華編著 978-986-6575-05-1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微免. 2009

9712 曾健華編著 978-986-6575-04-4 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微免. 2009

總計: 4種 4冊

金門國家公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2)322051

郵遞區號:89248
地址:金門縣金寧鄉伯玉

路二段4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金榮著.攝影 978-986-01-5752-9 金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

9712
陳慶平編輯

978-986-01-7356-7
金門傳統建築修復工作紀錄: 以前水頭得月樓及黃輝

煌洋樓修復工作紀錄報告書為例

總計: 2種 4冊



金典書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742507

郵遞區號:70145
地址:臺南市前鋒路143-

3號
 E-mail:chin.ct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郭仁德編著 978-986-84324-1-3 易之道

9705 郭仁德編著 978-986-84324-4-4 命理學全書

9705 郭仁德編著 978-986-84324-3-7 命理學全書

9705 郭仁德編著 978-986-84324-2-0 命理學全書

總計: 4種 4冊

金星 連絡人:袁靜石 電話:(02)25630620 傳真:(02)25630489

郵遞區號:1045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二段115巷43號3樓

之三

 E-mail:venus@venusc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70-1 簡易實用靈卦.易學

9605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71-8 納音五行姓名學

9606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72-5 你的財要怎■賺

9701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79-4 『機月同梁格』會主宰你的命運

9701 袁光明著 978-957-8270-83-1 易經美學

9704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85-5 如何掌握旺運過一生

9705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86-2 紫微星曜專論

9706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87-9 如何創造事業運

9707 陳希夷著; 法雲居士彙 978-957-8270-88-6 紫微斗數全書

9709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92-3 驚爆偏財運

9709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93-0 如何掌握婚姻運

9802 法雲居士著 978-957-8270-96-1 對你有影響的殺、破、狼

總計: 12種 12冊

金品軒實業 連絡人:張品 電話:(02)23651470 傳真:(02)23676514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師大

路172-1號B1
 E-mail:gps@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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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張肇平作 978-986-82736-1-0 太極拳談話

9704 天育作 978-986-82736-2-7 故鄉之路. 續

總計: 2種 2冊

金管會 連絡人:趙君萍 電話:(02)89680803 傳真:(02)89691215

郵遞區號:2204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縣民

大道二段7號18樓
 E-mail:wclin@fscey.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編]
978-986-01-6470-1

金融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3冊

金管會銀行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691352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縣民

大道二段7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銀行局編輯
978-986-01-6990-4

金融法規輯要

總計: 1種 3冊

金融聯合徵信 連絡人: 電話:(02)23813939 傳真:(02)23708344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2號10樓
 E-mail:johanna@jci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8383-91-3

澳洲隱私權法

9710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8383-92-0

澳洲信用報告行為準則

9710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8383-93-7

德國聯邦個人資料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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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印
978-957-8383-98-2

日本金融領域個人資訊保護處理原則

97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印
978-957-8383-99-9

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

9712

Edward M. Gramlich原著;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

978-986-6478-00-0

次級房貸: 美國最近的繁榮與衰退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7-9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6-2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5-5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4-8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3-1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2-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9712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01-7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

七年版(九十六年度)

總計: 13種 13冊

金縣文化局 連絡人:李錫恭 電話:(082)328638e 傳真:(082)3204631

郵遞區號:893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環島

北路66號
 E-mail:tamiy.tamiy@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郭哲銘總編輯 978-986-01-4915-9 戰爭無情 和平無價: 823金門戰役五十週年專輯

9712 洪國興主編 978-986-01-6740-5 兩位蔣總統身邊的金門人

9712 廖慶六作 978-986-01-7050-4 浯洲問禮: 金門家廟文化景觀

9712 顏立水作 978-986-01-7200-3 顏立水論金門

總計: 4種 9冊



金縣府 連絡人: 電話:(082)324174 傳真:(082)320432

郵遞區號:893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民生

路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5562-4 金門縣農業生產統計. 第三十二卷.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0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5566-2 金門縣物價統計年報. 第三十九卷.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1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5604-1 金門縣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九十六年

9711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5957-8 金門縣社會指標統計.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1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6107-6 金門縣縣民所得報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2 楊蓮花執行編輯 978-986-01-6262-2 閱讀的超級計畫

9712 楊蓮花執行編輯 978-986-01-6263-9 書鄉. 書香

9711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6336-0 金門縣統計年報. 第54期. 中華民國96年

9712
王志場等口述; 董群廉

訪問
978-986-01-7435-9

823砲戰口述歷史: 50週年紀念專刊

9802 黃振良編著 978-986-01-7569-1 金門寺廟教堂名錄

總計: 10種 20冊

金縣金城鎮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2)372238

郵遞區號:89347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民生

路2號
 E-mail:oscar@mail.kinme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梨慧主持 978-986-01-7444-1 金門縣金城鎮後浦觀光形象商圈暨商店街再造規劃

總計: 1種 1冊

金縣烈嶼洪氏家廟慈善會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94
地址:金門縣烈嶼鄉青岐

96-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洪志成主編 978-986-83152-1-1 洪氏族譜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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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縣烈嶼鄉公所 連絡人:林長固 電話:(082)364506 傳真:(082)363382

郵遞區號:894
地址:金門縣烈嶼鄉西路

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呂合成總編輯 978-986-01-2771-3 烈火焠煉的島嶼: 烈嶼鄉耆老『口述歷史』彙編

9706 呂合成總編輯 978-986-01-4439-0 烈嶼風情

總計: 2種 2冊

金蘋企業 連絡人:徐金平 電話:(07)7233596 傳真:(07)7210710

郵遞區號:8029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安溪

路18號
 E-mail:gpj@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6976-47-6 泡湯嬉遊記

9801 978-986-6976-48-3 臺灣遊透透

總計: 2種 2冊

金屬中心 連絡人:陸蓉菁 電話:(07)3513121e 傳真:(07)3533978

郵遞區號:81160
地址:高雄市高楠公路

1001號
 E-mail:jist@mail.mird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仲宜作 978-986-6519-02-4 綠色先進表面處理技術整合應用發展之商機探討

9712 侯貫智, 陳中一作 978-986-6519-03-1 全球製造板塊移動下之模具產品競爭力探討

9712 劉文海, 薛乃綺作 978-986-6519-04-8 先進車輛機電零組件商機及發展策略探討

9712
陳芙靜, 黃得晉作

978-986-6519-05-5
外銷型金屬製品業價值鏈移動策略之研究: 以扣件及

手工具產業為例

總計: 4種 8冊

命運厝 連絡人: 電話:(04)27081459 傳真:(04)27081456

郵遞區號:40745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青海

路二段23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楊生編著 978-986-84786-3-3 道可道. 第二卷, 天地人陰陽三界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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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楊生編著 978-986-84786-4-0 簡易風水地理造作: 你不可不知道的常識

總計: 2種 2冊

周大觀基金會 連絡人:孫心怡 電話:(02)29178770 傳真:(02)29178768

郵遞區號:2314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明德

路52號3樓
 E-mail:ta88@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周大觀著 978-957-97952-9-6 我還有一隻腳

9802 許淑絮作 978-986-85056-1-2 面向陽光: 向日葵天使許淑絮傳奇

總計: 2種 4冊

狗狗圖書 連絡人:高志峰 電話:(02)29262805 傳真:(02)29249942

郵遞區號:23448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正

路660號5樓
 E-mail:dowtien@ms4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Pascal Biet作; 盧筱筑譯 978-986-7767-73-8 我遺失了一隻綠色狗狗

9610
Elaine Arsenault文; Fanny

圖; 陳秀蓮譯
978-986-7767-74-5

就是忍不住要吃巧克力

9701 王文華文; 韓萬強繪 978-986-7767-75-2 小熊的新朋友

9701 陳佩萱作; 罐頭魚繪 978-986-7767-76-9 愛的密碼

9705
西比雷.佛格爾(Sibylle

Vogel)文.圖; 李美玲譯
978-986-7767-78-3

胡狗當家

9706
Martin Hall文; Catherine

Walters圖; 盧筱筑翻譯
978-986-7767-79-0

查理和貝森

9712 黃瑞箴攝影/文字 978-986-7767-86-8 躲貓貓

9709
高定旭著; 白南元插圖;

林心蕙譯
978-986-7767-88-2

幫別人背書包的小孩

9710 楊喻婷文; 魔女貓圖 978-986-7767-90-5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9711 陳雅純文; 傷心小眼睛 978-986-7767-92-9 外星朋友歡迎光臨

9712 翁紹凱作; GAGA插圖 978-986-7767-93-6 文字大逃亡

9801 黑熊哥哥文; 詹德川攝 978-986-7767-96-7 木柵動物園: 動物生態、趣味故事、學習單

9801 賴龍柱著 978-986-7767-97-4 親子創意果雕: 在水果創意中,看見幸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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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3種 15冊

狗屋 連絡人:張秀容 電話:(02)27765889 傳真:(02)27712568

郵遞區號:1049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

路71巷15號1樓
 E-mail:wallet@doghous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樓雨晴著 978-986-163-822-5 仲夏情方熾

9708 夏洛蔓著 978-986-163-823-2 收拾浪子心

9708 莫顏著 978-986-163-824-9 秀色可餐

9708 子澄著 978-986-163-825-6 魔鬼牛郎

9708 米琪著 978-986-163-826-3 玩家獵豔

9708 湛清著 978-986-163-827-0 專業少爺

9708 凱琍著 978-986-163-828-7 愛的代價

9708 季葒著 978-986-163-829-4 不要惹毛我

9708 朱映徽著 978-986-163-830-0 錯愛紅娘

9710 樓雨晴著 978-986-163-852-2 季秋情漫舞

9710 莫顏著 978-986-163-853-9 冰山美男

9710 米琪著 978-986-163-854-6 結婚先試用

9710 艾珈著 978-986-163-855-3 分手再來過

9710 伍薇著 978-986-163-856-0 同居看著辦

9710 棠霜著 978-986-163-857-7 逃婚算什麼

9710 艾蜜莉著 978-986-163-858-4 惹到黏皮糖

9710 唐浣紗著 978-986-163-859-1 流星追愛

9710 慕容雪著 978-986-163-860-7 調皮的惡魔

9710 四方宇著 978-986-163-861-4 頑皮美嬌娘

9710 子澄著 978-986-163-862-1 愛情一加一

9710 陶樂思著 978-986-163-863-8 撲倒小綿羊

9710 米琪著 978-986-163-864-5 老婆親親

9710 單飛雪著 978-986-163-865-2 相公有福了

9710 湛清著 978-986-163-866-9 未婚先有子

9710 溫芯著 978-986-163-867-6 絕對不會放過妳

9710 朱映徽著 978-986-163-868-3 禍水千金



9710 夙雲著 978-986-163-869-0 壞傢伙

9710 季葒著 978-986-163-870-6 前夫不上道

9710 岳靖著 978-986-163-871-3 迷隱

9710 佟蜜著 978-986-163-872-0 男人好壞

9710 慕容雪著 978-986-163-873-7 大牌男公關

9710 沈韋著 978-986-163-874-4 暮雪遲

9710 煓梓著 978-986-163-875-1 最愛花美男

9710 香奈兒著 978-986-163-876-8 零缺點老婆

9710 宋雨桐著 978-986-163-877-5 秘書不上床

9710 李葳著 978-986-163-878-2 擒神

9710 典心著 978-986-163-879-9 夫君壞壞

9710 梅貝兒著 978-986-163-880-5 妳別想離婚

9711 余宛宛著 978-986-163-881-2 寵姬

9711 喬安著 978-986-163-882-9 寵妻一下下

9711 高晴著 978-986-163-883-6 偷心迷情

9711 棠霜著 978-986-163-884-3 痴心萬歲

9711 子澄著 978-986-163-885-0 麻雀遇鳳凰

9711 董妮著 978-986-163-886-7 我家相公萬萬歲

9711 席維亞著 978-986-163-887-4 古板小婢

9712 喬安著 978-986-163-888-1 甜妻

9711 季葒著 978-986-163-889-8 上司不好惹

9711 夙雲著 978-986-163-890-4 小親親

9711 溫芯著 978-986-163-891-1 馴服大少爺

9711 艾珈著 978-986-163-892-8 擒虎女

9711 忻彤著 978-986-163-893-5 就愛煮飯婆

9711 陶樂思著 978-986-163-894-2 踩到小刺蝟

9711 煓梓著 978-986-163-895-9 宅男大變身

9711 齊晏著 978-986-163-896-6 皇叔愛窩窩

9711 湛清著 978-986-163-897-3 覺瑛格格

9711 辛蕾著 978-986-163-898-0 實習夫妻

9711 米琪著 978-986-163-899-7 麻辣辣寵妳

9711 朱映徽著 978-986-163-900-0 福星丫環



9711 左薇著 978-986-163-901-7 正牌女友加加油

9712 夙雲著 978-986-163-911-6 滋潤干物女

9712 子澄著 978-986-163-912-3 點燃大木頭

9712 凱琍著 978-986-163-913-0 軟化小古板

9712 溫芯著 978-986-163-914-7 挑逗酷宅男

9712 雷恩那著 978-986-163-915-4 可愛薄情郎

9712 梅莉莎著 978-986-163-916-1 熊熊愛上妳

9712 沈韋著 978-986-163-918-5 抓錯人

9712 唐浣紗著 978-986-163-919-2 釀情.淚

9712 宋雨桐著 978-986-163-920-8 不掛名情婦

9712 季葒著 978-986-163-921-5 男人別鐵齒

9712 佟蜜著 978-986-163-922-2 馴服女王

9712 薔蜜著 978-986-163-923-9 爺兒錢多多

9712 米琪著 978-986-163-928-4 蒸幸福給妳

9712 李葳著 978-986-163-929-1 烏鴉與模範生

總計: 73種 73冊

阿布拉教育文化 連絡人:郭妙芳 電話:(02)82189100 傳真:(02)23689442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四段56號4樓
 E-mail:myabula@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伯納.韋伯文.圖; 黃筱茵 978-986-83577-8-5 你有看到老鼠嗎?

9801 幼改會編著 978-986-83577-9-2 開往夢想花園的九班列車: 構築幼兒學習的課程故事

9802 本立倫子文.圖; 林真美 978-986-85030-0-7 阿尼的小袋子

總計: 3種 3冊

阿爾發國際文化 連絡人:吳娉婷 電話:(02)23123379 傳真:(02)23313533

郵遞區號:10842
地址:臺北市漢口街二段

55號8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明子文.圖; 汪仲譯 978-986-83752-5-3 神奇畫具箱

總計: 1種 1冊



洪秀道攝影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54154

郵遞區號:94648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恆北

路1巷59弄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洪秀道執行編輯 978-986-84754-0-3 印象-恆春: (洪秀道.攝影集)

總計: 1種 2冊

流通快訊雜誌 連絡人:李志威 電話:(02)25575100 傳真:(02)25537404

郵遞區號:10359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重慶

北路二段183號12樓之1
 E-mail:distr@ms2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松岡真宏作; 顏子瑋譯 978-986-84411-1-8 批發商與貿易商大復活

總計: 1種 1冊

洢斯拜爾國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

路24號3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唐.羅瑞(Don Lowry)原

著; 洢斯拜爾國際有限
978-986-82846-3-0

個人致勝關鍵(簡體字版)

總計: 1種 2冊

音樂童年 連絡人:蕭喬木 電話:(02)83693691 傳真:(02)83693692

郵遞區號:1066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2號12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張雅莞, 劉綺嬿故事.詞

曲; 陳志恆繪圖
978-986-84475-2-3

頑皮小巫婆

總計: 1種 1冊

亮濬國際 連絡人:陳青章 電話:(02)87123689 傳真:(02)87123672



x

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長春路368

號3樓
 E-mail:albert0625@giga.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86-82572-7-6 Takehome storybooks. grade 2

9802 978-986-82572-8-3 G2 conversation

總計: 2種 2冊

施合鄭基金會 連絡人:莊淑芝 電話:(02)25521910 傳真:(02)25525528

郵遞區號:10343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西寧

北路62-3號3樓
 E-mail:shihhoch@ms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唐特凡編著 978-957-8384-73-6 湖南省常寧市巫師訣罡密譜彙編

總計: 1種 1冊

施耀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5242
地址:臺北縣三芝鄉海景

一街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施耀祖著 978-957-41-5852-2 舉重若輕: 如何氣定神閒的管好公司?

總計: 1種 1冊

美育旺旺 連絡人:彭毓惠 電話:(02)27021998 傳真:(02)27017586

郵遞區號:1068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

路一段98號B1
 E-mail:meiyu@meiy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Joseph Reiser 978-986-84672-0-0 HandDances. 1, 手指魔法屋

9711 Joseph Reiser 978-986-84672-2-4 HandDances. 2 ,張大眼玩音樂

總計: 2種 2冊

美和技術學院 連絡人:莊德豐 電話:(08)7799821e 傳真:(08)7780673

郵遞區號:9120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

村屏光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978-986-6486-00-5 南臺灣資訊科技與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美和技術學院休保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364046

郵遞區號:9120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

村屏光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古國宏總編輯 978-986-6486-01-2 臺灣銀髮族休閒運動與健康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2冊

美國見證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36237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美國見證出版社著 978-986-84530-0-5 恩流錢塘: 蕭山教會開工見證

9709 美國見證出版社著 978-986-84530-1-2 恩流信江: 福音移民的見證

總計: 2種 2冊

美樂 連絡人:簡明仁 電話:(02)23116302 傳真:(02)23815866

郵遞區號:1086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中華

路二段81巷8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連信道, 涂敏恆原作曲;

孫弦編曲
978-986-7250-28-5

孫弦合唱曲集

9712 卓甫見改編 978-986-7250-29-2 聖誕鋼琴獨奏精選集

總計: 2種 2冊

前景文化 連絡人:梁主任 電話:(02)26921935 傳真:(02)26959332

郵遞區號:2215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康寧

街169巷21號9樓
 E-mail:popular.pres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离著 978-986-6987-90-8 魂行道. 1, 陰陽窗

9708 离著 978-986-6987-91-5 魂行道. 2, 夜無常

9709 离著 978-986-6987-94-6 魂行道. 3, 午夜遊戲

9709 离著 978-986-6987-95-3 魂行道. 4, 東湖往生

9711 吉振宇作 978-986-6536-04-5 紅棺新娘

9711 吉振宇作 978-986-6536-03-8 紅棺新娘

9712 慕一著 978-986-6536-07-6 齊天之1: 混沌開竅

9712 慕一著 978-986-6536-08-3 齊天之2: 武道世界

9712 离著 978-986-6536-09-0 魂行道. 5: 鬼門詛咒

9712 离著 978-986-6536-10-6 魂行道. 6: 地道鬼話

9801 慕一著 978-986-6536-11-3 齊天之3: 大俠原則

9801 慕一著 978-986-6536-12-0 齊天之4: 巧遇宗師

9801 飛天著 978-986-6536-13-7 法老王之咒. 1, 黃金之海

9801 飛天著 978-986-6536-14-4 法老王之咒. 2, 千年詛咒

總計: 14種 14冊

前程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9956488 傳真:(02)29956482

郵遞區號:24160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重新

路五段609巷4號8樓之8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吳聰成編著 978-986-7239-58-7 考銓理論與實務

9710
黃坤祥著

978-986-7239-71-6
就業服務與勞資關係: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考試

資料整理

9710 張甫任, 楊旭明編著 978-986-7239-72-3 現行考銓法規與實務

9712 余坤東著 978-986-7239-73-0 企業倫理: 商業的道德規範

9801 黃志典著 978-986-7239-74-7 國際金融: 理論、政策與應用

9712 鄭紹成著 978-986-7239-75-4 國際行銷管理: 亞洲觀點與全球思維

9712 鍾憲瑞著 978-986-7239-76-1 產業分析精論: 多元觀點與策略思維

9801 呂長民著 978-986-7239-77-8 行銷研究: 企業研究方法與實務應用

總計: 8種 8冊

室內設計協會 連絡人:許紀螢 電話:(02)28760509 傳真:(02)28760519



e

郵遞區號:1115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天母

東路99號
 E-mail:csid@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明川, 姚政仲, 楊岸編 978-986-84055-1-6 TID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2008

總計: 1種 1冊

客委會 連絡人:李良貞 電話:(02)87894567 傳真:(02)87884568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松仁路3號8

樓
 E-mail:ha0087@mail.hakk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葉茂榮研究主持 978-986-01-5995-0 心懷家園與慎終追遠

9712 鍾萬梅主編 978-986-01-6388-9 客家歌謠選集

9712 鍾萬梅總策劃 978-986-01-6867-9 哈客網路學院

9712
李秀雲等攝影; 林小雲,

陳美禎中文撰稿
978-986-01-7286-7

愛噭愛笑 鴨嬤打孔翹

總計: 4種 8冊

昶景文化 連絡人:陳雅雲 電話:(07)7926763 傳真:(07)7928820

郵遞區號:83093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保生

路298號3樓
 E-mail:chan.ji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2 依娜著 978-957-29657-8-8 山情海意

9602 蔡明富著 978-957-29657-9-5 特殊教育標記之探究: 以『注意力缺陷過動症』為例

9611 陳小娟, 林淑玟主編 978-986-83299-3-5 語調聽覺法

9703 鄭顯黎著 978-986-83299-5-9 鬆禪: 小小參365

9703 鄭顯黎著 978-986-83299-4-2 鬆禪: 小小參365

9705 鄭卜五主編 978-986-83299-7-3 經學研究集刊. 第四期

總計: 6種 7冊

姿霓國際 連絡人:朱玫菁 電話:(02)82419139 傳真:(02)82419039

郵遞區號:2355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131巷13弄13號1
 E-mail:printing@aiska.com.tw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相如著 978-986-84668-3-8 科學的八字

9801 林彩鳳著 978-986-84668-4-5 45度的傳奇: 這輩子一定要學會的頭部放鬆保健法

總計: 2種 2冊

風車圖書 連絡人:李婉鈴 電話:(02)26959502 傳真:(02)26959510

郵遞區號:221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福德

一路328巷2號
 E-mail:szuhan@sanhue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1-9 狼和小羊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2-6 烏鴉喝水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3-3 妖怪來了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4-0 守株待兔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5-7 拔蘿蔔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7-1 放羊的孩子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8-8 駱駝和小羊

9801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69-5 醜小鴨

9802 林英典圖.文 978-986-223-072-5 兒童昆蟲小百科

9802 林英典圖.文 978-986-223-073-2 兒童鳥類小百科

9801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74-9 幼幼故事繪本

總計: 11種 11冊

風雲時代 連絡人:張瑋鳳 電話:(02)27560949 傳真:(02)27653799

郵遞區號:1057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生

東路五段178號7樓之3
 E-mail:h7560949@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無極著 978-986-146-503-6 升龍帝業傳說

9801 無極著 978-986-146-502-9 升龍帝業傳說

9801 無極著 978-986-146-501-2 升龍帝業傳說

9801 梁羽生著 978-986-146-506-7 七劍下天山

9801 梁羽生著 978-986-146-505-0 七劍下天山

9801 梁羽生著 978-986-146-508-1 萍■俠影錄



9801 梁羽生著 978-986-146-507-4 萍■俠影錄

9801 梁羽生著 978-986-146-510-4 白髮魔女傳

9801 梁羽生著 978-986-146-509-8 白髮魔女傳

9802 楊志軍著 978-986-146-511-1 藏獒(3書精華版)

9801 牛哥著 978-986-146-513-5 情報掮客

9801 牛哥著 978-986-146-512-8 情報掮客

9802 司馬中原著 978-986-146-514-2 遇邪記

9802 沈石溪著 978-986-146-515-9 雪豹的眼淚

9803 龍人著 978-986-146-521-0 幻影騎士

9803 龍人著 978-986-146-520-3 幻影騎士

9803 龍人著 978-986-146-519-7 幻影騎士

9802 龍人著 978-986-146-518-0 幻影騎士

9802 龍人著 978-986-146-517-3 幻影騎士

9802 龍人著 978-986-146-516-6 幻影騎士

總計: 20種 20冊

春天出版國際 連絡人:韓政良 電話:0926230185 傳真:(02)27219674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03號4樓之1
 E-mail:frank.spri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

著; 李進, 成芬, 劉娟譯
978-986-6675-24-9

簡單死亡

9709 鍾靈著 978-986-6675-50-8 鬼校怪談之8號置物櫃

9709 松音著 978-986-6675-53-9 亡靈課表

9710
李榮道著; 鄭旻加, 邱敏

文譯
978-986-6675-58-4

龍族. 第八部, 約定好的休息

9711
李榮道著; 鄭旻加, 邱敏

文譯
978-986-6675-59-1

龍族. 第九部, 不祥的預言

9708 臺灣加油隊作 978-986-6675-62-1 臺灣。加油!

9711
李榮道著; 邱敏文, 鄭旻

加譯
978-986-6675-67-6

龍族. 第十部, 大法師的輓歌

9801 李榮道著; 邱敏文譯 978-986-6675-68-3 龍族. 第十一部, 沒有正確答案的選擇



e

9711 Tina Dannis著 978-986-6675-70-6 冤鬼路. 卷一, 死亡傳說

9711 李愚赫作; 薛舟, 徐麗紅 978-986-6675-71-3 退魔錄. 世界篇. 卷一, 賽赫邁特的憤怒

9801 徐躍之著 978-986-6675-72-0 愛情色彩占卜

9801 水泉著 978-986-6675-74-4 銀色域.蔓影

9712 南方玫瑰著 978-986-6675-75-1 北之星冠. 第四部, 永恆的美好

9712 藍秀朗作 978-986-6675-76-8 詭祕異空旅人

9712 橘子著 978-986-6675-77-5 對不起,謝謝你

9802 DiFer著 978-986-6675-78-2 手寫的愛戀

9802 天城海著 978-986-6675-79-9 天堂條約

9802 九把刀著 978-986-6675-83-6 這些年/二哥哥很想你

總計: 18種 20冊

春光 連絡人:劉懿■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齋藤茂太作; 王淑慧譯 978-986-6572-09-8 朝元氣十足的生活邁進

9711
麥克.喬治(Mike George)

作; 李怡萍譯
978-986-6572-20-3

1001放鬆解壓全書

9712 魯道夫, Claire Can著 978-986-6572-25-8 心理占星學全書

9802
傑克.阿特曼(Jack

Altman)作; 林群華譯
978-986-6572-27-2

夢境會說話: 1001個夢境解析,史上最完整解夢書

9801 吉越浩一郎著; 楊明綺 978-986-6572-28-9 零加班: 業績才能長紅

9801
傑克.崔西德(Jack

Tresidder)著; 蔡心語翻譯
978-986-6572-29-6

符號全書: 解讀1001種圖文象徵

總計: 6種 6冊

春暉 連絡人:陳坤崙 電話:(07)7613385 傳真:(07)7238590

郵遞區號:80286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正義

路3巷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明理著 978-986-6950-68-1 夜櫻: 林明理詩畫



x

總計: 1種 1冊

珊如 連絡人:王維咨 電話:(02)23028768 傳真:(02)23021158

郵遞區號:1085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西昌

街247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978-957-576-119-6 新版臺中市地圖

9711 978-957-576-120-2 曼谷街道圖(中英對照)

9711 978-957-576-121-9 Australia澳洲地圖(中英對照)

9712 978-957-576-122-6 紐約市街道圖(中英對照)

9712 978-957-576-123-3 倫敦街道圖(中英對照)

9712 978-957-576-124-0 香港、九龍街道圖(中英對照)

總計: 6種 6冊

茂林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何秀玲 電話:(07)6801488e 傳真:(07)6801368

郵遞區號:851
地址:高雄縣茂林鄉茂林

村12之5號
 E-mail:hsl@maolin-ns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胡茂榮等編輯 978-986-01-6862-4 山水逍遙遊: 茂林國家風景區(簡體字版)

9712 胡茂榮等編輯 978-986-01-6861-7 山水逍遙遊: 茂林國家風景區

9712 胡茂榮等編輯 978-986-01-6969-0 茂林國家風景區導覽手冊

9712
Wu Mao Rong et.al

978-986-01-6970-6
Appreciating the view at ease landscape: the Maolin national

scenic area

9712 胡茂榮等編集 978-986-01-6971-3 山水と自由に遊ぶ茂林■家風景■

總計: 5種 10冊

茂榮書局 連絡人:黃鵬樺 電話:(02)23456112 傳真:(02)27233232

郵遞區號:1105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366-1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施武雄作 978-986-6733-08-6 再敘浪跡的成長

9701 趙昂作 978-986-6733-10-9 ArchiCAD 11中文操作手冊: 虛擬建築設計 從入門到精



9702 陳志隆, 孟繁宏編著 978-986-6733-11-6 營建法規彙編. 九十-九十六年

9703 周世璋, 吳玫芳主編 978-986-6733-13-0 物業管理制度與法令

9707 [茂榮書局編] 978-986-6733-15-4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附補充圖例)

9707 許海龍著 978-986-6733-16-1 社區安全環境特論

總計: 6種 6冊

茂榮圖書 連絡人:黃鵬樺 電話:(02)27232727 傳真:(02)2723323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

路一段11號4樓
 E-mail:morion@morio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侯錦雄編著 978-957-98563-8-6 園景圖學: 平面圖及立面圖之研究

9701 中村伸編; 楊顯祥譯 978-957-98563-9-3 建築透視圖及其模型製作法

9701 謝潮儀, 黃進雄編著 978-986-6669-00-2 不動產經濟學導論

9701 謝潮儀著 978-986-6669-01-9 如何投資增值最快的房地產: 地點與時機的評鑑

9701 王健作 978-986-6669-02-6 彩色透視表現法

9701 許振明編著 978-986-6669-03-3 房地產投資須知: 法規與實務

9701
日本鹿島建設作; 塗能

誼譯
978-986-6669-04-0

超高層建築小事典

9701 賴光邦著 978-986-6669-05-7 敷地計劃中局部氣候之控制

9701 張國禎編著 978-986-6669-06-4 地下連續壁施工法: 理論與實務

9701 賴忠男著 978-986-6669-07-1 工程招標實務與法規應用: 揭開工程作業過程秘密

9701 日本建築學會編 978-986-6669-09-5 建築設計資料集成. 5, 單位空間. 三

9701 日本建築學會編 978-986-6669-10-1 建築設計資料集成. 6, 建築-生活

9701 日本建築學會編 978-986-6669-11-8 建築設計資料集成. 7, 建築-文化

9701 日本建築學會編 978-986-6669-12-5 建築設計資料集成. 9, 都市-區域

9701
Richard K. Untermann原

著; 劉可泰編譯
978-986-6669-13-2

坡地規劃與設計概論

9701
Francis D. K. Ching作; 楊

明華譯
978-986-6669-14-9

建築: 造型、空間與秩序

9701 John Wiley, Sons作 978-986-6669-15-6 美國建築師設計表現圖集

9701
H.恩格爾(Heinrich Engel)

著; 鍾英光譯
978-986-6669-16-3

結構系統



x

9707 張國禎著 978-986-6669-18-7 建築設計觀念及快速表現技巧

總計: 19種 19冊

苗縣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746410

郵遞區號:35870
地址:苗栗縣苑裡鎮山腳

里14鄰378號
 E-mail:ywh77@mail2000.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陸佳暉作

978-986-80888-2-5
紀錄.編藺人: 臺灣苑裡地區傳統編藺產業及形構技術

之調查

總計: 1種 2冊

苗縣文化觀光局 連絡人:曾錦運 電話:(037)352961e 傳真:(037)358705

郵遞區號:360 地址:苗栗市自治路50號  E-mail:eric@ml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黃玉雨, 劉彥良, 李瑞宗

撰稿; 黃俊銘計畫主持
978-986-01-3745-3

苗栗縣公館鄉出磺坑石油產業文化景觀保存活化調查

研究計畫

9705 鄧淑慧, 盧泰康作 978-986-01-3975-4 臺灣的蛇窯

9712
曾能崇總編輯

978-986-01-6100-7
苗栗縣社區營造暨地方文化館深度文化之旅成果手札.

97年度

9711
林振豐總編輯

978-986-01-6387-2
當代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8: 南風起稻香: 黃國書

木雕藝術

9712 林振豐總編輯 978-986-01-6415-2 臺灣木雕協會會員聯展. 2008: 當代木雕藝術創作采風

9712 林振豐總編輯 978-986-01-6498-5 當代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8: 賴永發個展

總計: 6種 10冊

苗縣崎頂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林政偉 電話:(037)477960 傳真:(037)478712

郵遞區號:35054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崎頂

里山頂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林振豐總編輯 978-986-84024-1-6 光影: 老衢崎

總計: 1種 2冊



e

e

e

政大外文中心 連絡人:劉珮宜 電話:(02)29393091 傳真:(02)29387363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

路二段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崔正芳總編輯 978-986-01-6985-0 College English: issues and trends. volume 2

總計: 1種 2冊

政大出版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87546

郵遞區號:1160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

路二段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查.詹納(Richard M.

Zaner)著; 蔡錚雲等譯
978-986-6475-00-9

倫理師的聲影

9712 李金銓編著 978-986-6475-01-6 文人論政: 民國知識份子與報刊

總計: 2種 4冊

政大科管所 連絡人:黃于娟 電話:(02)29393091 傳真:(02)29363765

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

路二段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溫肇東, 吳豐祥編輯

978-986-01-6516-6
中華民國科技管理學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論文摘要集.

2008年

總計: 1種 5冊

政大國際少兒 連絡人:金得心 電話:(02)27020922 傳真:(02)27020322

郵遞區號:1065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3段90號4樓
 E-mail:cindy.chin@gend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吳珮慈著 978-986-6813-05-4 基測英語PR99錦囊大公開

總計: 1種 1冊

政大國關中心 連絡人:葉■英 電話:(02)82377226 傳真:(02)29397352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壽

路64號
 E-mail:yeh@n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Edited by I Yuan

978-986-01-6976-8
Cross-strait at the turning point: institu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

總計: 1種 6冊

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87557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

路二段64號
 E-mail:333@n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郁萱等作 978-986-01-7509-7 流浪校園外: 19位政大青年的公益筆記

總計: 1種 1冊

南方家園文化 連絡人:洪于雯 電話:(02)25705216 傳真:(02)25705217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3段12巷66弄2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1 楊渡主編 978-986-82795-0-6 紅花雨: 我們不會忘記的時刻與事情

9712
CHEX基金會編著

978-986-82795-1-3
為十年後的華人許願: 兩岸三地九個觀察家的夢想接

力筆記

9801 劉子華著 978-986-82795-2-0 798亞洲崛起的藝術新聚落

9801 楊渡著 978-986-82795-3-7 簡吉: 臺灣農民運動史詩

總計: 4種 4冊

南天 連絡人:黃盈福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83巷14弄14號

1樓

 E-mail:smchuang@smc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April C. J. Lin, Jerome F.

Keating
978-957-638-705-0

Island in the stream: a quick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mplex

history



x

9711 邱從容著 978-957-638-709-8 唐朝官話的研究: 漢字語音的探源

9712
鮑曉鷗著; Nakao Eki譯

978-957-638-711-1
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 一項文藝復興時代的

志業及其巴洛克 的結局

9712
鮑曉鷗著; Nakao Eki譯

978-957-638-710-4
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 一項文藝復興時代的

志業及其巴洛克 的結局

9712 范振乾著 978-957-638-712-8 客裔臺灣人生態學: 文化與社會

9802
K. Flow著

978-957-638-713-5
The Chinese encounter with opium: dreams of colored clouds

and orchid fragrance

總計: 6種 8冊

南市文資協會 連絡人:蔡佳樺 電話:(06)2206799 傳真:(06)2206881

郵遞區號:70048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永福

路二段219號2樓
 E-mail:tn106092@ms3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傅朝卿等著 978-986-84830-0-2 鑒往知來: 消失的文化資產特展圖錄

總計: 1種 1冊

南市北區大港社區發展協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592114

郵遞區號:70464
地址:臺南市北區大港里

大興街226巷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森楠等作 978-986-84923-0-1 戲說大港社造五年回顧

總計: 1種 1冊

南市成功國小 連絡人:呂宗憲 電話:(06)2222239e 傳真:(06)2234453

郵遞區號:70042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赤崁

里成功路235號
 E-mail:tnshinaa@mail.tn.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呂宗憲等編輯 978-986-01-7376-5 嬉遊大西門系列一

9801 呂宗憲等編輯 978-986-01-7377-2 嬉遊大西門系列二

總計: 2種 2冊



x

南市志開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919544

郵遞區號:70247
地址:臺南市南區南門路

23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延晃主編

978-986-01-6176-2
金湯橋畔一甲子1948-2008: 臺南空軍子弟學校暨臺南

市志開國民小學60 周年校史紀錄檔案

總計: 1種 1冊

南市府 連絡人:王馨春 電話:(06)3901340 傳真:(06)2953405

郵遞區號:700 地址:臺南市中正路1號  E-mail:nicowang@mail.tn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許淵富編著 978-986-01-6232-5 聚焦府城: 臺南市攝影發展史及史料. 1860-2006

總計: 1種 2冊

南市社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515690

郵遞區號:70453 地址:臺南市公園路75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貞君文; 陳貴芳圖 978-986-01-5940-0 這樣就好了嗎?

總計: 1種 1冊

南市貢噶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987866

郵遞區號:708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

12街16號
 E-mail:tnkgm@ms3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釋隆迅講解 978-957-28070-1-9 佛說四十二章經淺釋

總計: 1種 1冊

南市圖 連絡人:周斯芳 電話:(06)2255146e 傳真:(06)2206216

郵遞區號:704 地址:臺南市公園北路3  E-mail:landis@tnml.tn.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奇雲作; 陳瑜霞譯 978-986-01-6766-5 熱流

9712 王鈺婷著 978-986-01-6767-2 身體、性別、政治與歷史



e

x

x

9712 江嵐著 978-986-01-6768-9 阿婆■菜園

9712 胡民祥著 978-986-01-6769-6 臺灣味青草茶

9712 陳金順著 978-986-01-6770-2 賴和價值一千箍

9712 陳瀅州著 978-986-01-6771-9 70年代以降現代詩論戰之話語運作

9712 葉建良總編輯 978-986-01-6772-6 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 第十四屆

總計: 7種 14冊

南市龍崗國小 連絡人:顏憲文 電話:(06)2620024 傳真:(06)2960823

郵遞區號:702
地址:臺南市南區鯤鯓路

147號
 E-mail:tnhsien@mail.tn.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顏憲文等著 978-986-01-7090-0 龍崗小鯨記. 第二輯: 海洋教育作文集

9802 顏憲文作 978-986-01-7490-8 教育觀察: 一位國小校長觀點

總計: 2種 3冊

南投農田水利會 連絡人:耿國惠 電話:(049)2338111 傳真:(049)2353952

郵遞區號:542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華溪

路79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秉煌等編纂 978-986-01-6307-0 南投農田水利會志

總計: 1種 2冊

南亞技術學院 連絡人:陳琪媛 電話:(03)4361070e 傳真:(03)4383684

郵遞區號:3209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山

東路三段414號
 E-mail:acpu@nany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南亞技術學院編輯 978-986-80998-4-5 南亞學報. 第二十八期

總計: 1種 1冊

南科管理局 連絡人:古英山 電話:(06)5051001e 傳真:(06)5055812

郵遞區號:74147
地址:臺南縣新市鄉南科

三路22號
 E-mail: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景株等編撰 978-986-00-7977-7 南科花與綠: 臺南園區景觀植物. 2

總計: 1種 2冊

南海興業 連絡人:林錦瑛 電話:(02)87328000 傳真:(02)87325757

郵遞區號:1069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基隆

路二段110號12樓
 E-mail:debby@fullte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Mary Naomi Lin Lee 978-957-99742-9-5 Gods amazing grace(神恩奇妙英文版)

總計: 1種 1冊

南華大學臺文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427146

郵遞區號:62248
地址:嘉義縣大林鎮中坑

里32號
 E-mail:base8839@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鄭定國主編 978-957-8210-82-0 張立卿詩草

總計: 1種 2冊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427342

郵遞區號:71005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南台

街1號
 E-mail:edu1610@mail.stu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昱平等合著

978-986-6975-16-5
南臺科技大學國民中小學教師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論

文彙編. 2008

總計: 1種 1冊

南臺科大視傳系 連絡人:周瑞芳 電話:(06)2533131e 傳真:(06)2425741

郵遞區號:71005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南臺

街1號
 E-mail:tiffany@mail.stu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國禮總編輯 978-986-6975-19-6 話動畫: 專訪29位年輕動畫導演影音創意

總計: 1種 1冊



南縣文化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331163

郵遞區號:73001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民治

路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陳武鎮著 978-986-84201-0-6 虛擬巨惡: 陳武鎮油畫集

總計: 1種 1冊

南縣文史工作室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530725

郵遞區號:73741
地址:臺南縣鹽水鎮福得

里後厝6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瑩如著 978-986-84848-0-1 發現鹽水: 一個在地人的人文探索筆記

總計: 1種 2冊

南縣永康市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032267

郵遞區號:71071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山

路655號
 E-mail:www.yongkangcity.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戴文鋒著 978-986-01-7056-6 走過.歷史.記憶: 鏡頭下的永康

總計: 1種 2冊

南縣永康國中 連絡人:周亮吟 電話: 傳真:(06)2013442

郵遞區號:71089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山

路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政隆等編輯 978-986-01-7055-9 永中藝相

總計: 1種 1冊

南縣平埔族西拉雅文化協連絡人:萬淑娟 電話:(06)5800992 傳真:(06)5800992

郵遞區號:71249
地址:臺南縣新化鎮礁坑

里九層嶺78號
 E-mail: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萬益嘉作 978-986-84816-0-2 西拉雅詞彙初探: 以新港語馬太福音研究為主例

總計: 1種 2冊

南縣府 連絡人:黃宏文 電話:(06)6358881 傳真:(06)2763825

郵遞區號:730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民治

路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葉澤山編集 978-986-01-4455-0 NAN YING南瀛

9709 張玉璜建築師事務所編 978-986-01-5535-8 臺南縣鹽水鎮月津港風華再現: 橋南老街調查規劃報

9711 李玲容撰文; 方喻攝影 978-986-01-6076-5 火獅之變: 陳三火剪黏工藝

9712 葉澤山總編輯 978-986-01-7345-1 掌中乾坤.藝陣傳奇: 藝陣布袋戲創意故事劇本徵選專

總計: 4種 8冊

南縣南區服務中心 連絡人:林靜芬 電話:(02)3306505e 傳真:(06)3307512

郵遞區號:711
地址:臺南縣歸仁鄉信義

南路78號
 E-mail:tyan.mail.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源和作 978-986-01-6361-2 王源和水墨畫集: 臺南縣南關線地區藝術家作品集.

9712 黃士峰作 978-986-01-6362-9 黃士峰陶作品集

9712
陳錦輝作

978-986-01-6363-6
陳錦輝創作系列作品: 臺南縣南關線地區藝術家作品

集. 2008

總計: 3種 6冊

南縣清王宮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1744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二行

村行大街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陳奮雄編撰 978-986-85136-0-0 臺南縣仁德鄉二層行清王宮廟志

總計: 1種 2冊

南縣衛生局 連絡人:楊凱雁 電話:(06)6357291 傳真:(06)632936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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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30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東興

路16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美良主編 978-986-01-7452-6 健康飲食示範食譜: 國民營養日

總計: 1種 2冊

南縣環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588964

郵遞區號:730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長榮

路二段7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南縣環境保護[編] 978-986-01-5855-7 臺南縣環境保護統計要覽. 第4期. 中華民國96年

總計: 1種 1冊

南縣獸醫師公會 連絡人:蔡耿宇 電話:(06)6322899e 傳真:(06)6329359

郵遞區號:73064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長榮

路一段5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謝耀清等主編 978-986-84988-0-8 蛋雞場自衛防疫實務手冊

總計: 1種 2冊

南鯤鯓代天府管委會 連絡人:陳瀛泓 電話:(06)7863711 傳真:(06)7865130

郵遞區號:72746
地址:臺南縣北門鄉鯤江

村97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洪高舌等編輯 978-986-81231-5-1 南鯤鯓五王信仰與鹽分地帶文化資產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故宮 連絡人:張阿軍 電話:(02)28812021 傳真:(02)28821507

郵遞區號:111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至善

路二段221號
 E-mail:npm259@np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美賢, 林明美計畫主 978-957-562-547-4 中國玉器數位學習課程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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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林莉娜文字撰述 978-957-562-548-1 京華歲朝特展

9801 胡進杉, 葉淑慧文字撰 978-957-562-550-4 天上人間: 儒釋道人物版畫圖繪特展

總計: 3種 6冊

柿子文化 連絡人:高煜婷 電話:(02)89314903 傳真:(02)29319207

郵遞區號:1167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公館

街30-2號
 E-mail:persimmon888@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高嵩明作.攝影 978-986-83430-4-7 捷克經典: 5星級的捷克文化深度導遊

總計: 1種 1冊

相映文化 連絡人:王上青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81716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anfernee_wang@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保羅.H.睿(Paul H. Ray),

雪莉.露絲.安德森(Sherry

Ruth Anderson)著

978-986-7461-61-2

文化創意人: 5000萬人如何改變世界

總計: 1種 2冊

柳坤發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064919

郵遞區號:404
地址:臺中市北區民權路

466巷5號9樓之6
 E-mail:liou14@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柳坤發作; 白紫娟撰文 978-957-41-6100-3 墨藝

總計: 1種 1冊

威仕曼文化 連絡人:閻富萍 電話:(02)23660309 傳真:(02)23660313

郵遞區號:2220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260號8樓
 E-mail:fupen@ycr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陸中明著 978-986-84317-4-4 現代廣播學



9802 孟樊著 978-986-84317-5-1 論文寫作方法與格式

總計: 2種 4冊

威幅音樂 連絡人:薛位山 電話:(02)23970108 傳真:(02)23970109

郵遞區號:10062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學士

路37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呂聖斐製作 978-986-84954-0-1 海角七號鏡琴演奏專輯. 1, 七番地の私琴詩鋼琴情書

總計: 1種 1冊

奎師那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3071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正義

街20號
 E-mail:indiayogis@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楊逢財, 江信慧編譯 978-986-85035-0-2 薄伽梵歌: 瑜伽奧義書

總計: 1種 1冊

星禾 連絡人:李明錦 電話:(02)27628228 傳真:(02)27636210

郵遞區號:1057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230號4樓之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玲瓏著 978-986-83750-4-8 憶的小時候

總計: 1種 1冊

星亞傳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785298

郵遞區號:1068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2號10樓之7
 E-mail:alan7@ms2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根誌優作 978-986-94585-0-4 數位紀錄片企劃製作與國際行銷

總計: 1種 1冊

星星兒社會福利基金會 連絡人:黃雅雯 電話:(07)2235879 傳真:(07)2235531



郵遞區號:800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

三路28號9樓
 E-mail:aut_starlet@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王昕等著; 財團法人星

星兒社會福利基金會編
978-986-84532-0-3

星星發亮了: 自閉症原生藝術創作集

總計: 1種 1冊

思高文化 連絡人:郭政和 電話:(02)22583677 傳真:(02)22583900

郵遞區號:22047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

路二段182巷57號7樓
 E-mail:skybooks@so-net.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C. H.傑爾著 978-986-7220-72-1 職場S-26: 上班族成功卡位的26個絕招

9709 謝爾金著 978-986-7220-73-8 偷看職場大師的私房筆記

9709 夏利爾著 978-986-7220-74-5 讓自己超夯的38個理由

9710
趙牧之著

978-986-7220-75-2
跟德國人學務實: 沒有完成不了的任務,只是你沒有用

對方法和技巧!

9710
布萊恩.摩根(Brain S.

Morgan)著; 沈葳譯
978-986-7220-76-9

不自滿的成功學

9711 蘇傑恆編著 978-986-7220-77-6 不賭為贏: 學會逆向思考的小故事

9711 夏靜國著 978-986-7220-78-3 超級業務員的成交魔力

9712
戴爾遜著

978-986-7220-79-0
跟猶太人學致富: 沒有不賺錢的壞景氣,只是你沒有用

對方法和技巧

9712 夏靜國著 978-986-7220-80-6 在不景氣的時候創業!

總計: 9種 9冊

品冠文化 連絡人:王蓮玉 電話:(02)28236033 傳真:(02)28272069

郵遞區號:1128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致遠

一路二段12巷1號
 E-mail:elaine_wang@books.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高溥超, 高桐宣主編 978-957-468-654-4 國外流行瘦身法

9712 萬年青主編 978-957-468-655-1 血型與職業

9801 任玉衡主編 978-957-468-656-8 運動創傷康復診療: 運動創傷診療康復手冊



e

9801 沈泓著 978-957-468-660-5 雅石鑑賞與收藏

9802 沈泓, 王克平著 978-957-468-661-2 印石鑑賞與收藏

9802 劉乾勝, 汪更生著 978-957-468-664-3 圍棋敲山震虎: 從業餘四段到業餘五段的躍進

9802 馬永興, 耿洪森主編 978-957-468-668-1 養生抗衰老指南

總計: 7種 7冊

品質學會 連絡人:林英賢 電話:(02)23631344 傳真:(02)23627663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二段75號10樓
 E-mail:service@csq.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葉繼豪編著

978-957-8914-69-8
創新研發與創新思維執行力: TRIZ工程研發與管理實

務之應用

總計: 1種 1冊

韋伯文化國際 連絡人:陳老闆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永和

路2段285號6樓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杜文苓作 978-986-6816-58-1 高科技發展之環境風險與公民參與

總計: 1種 1冊

哈佛人 連絡人:趙曉南 電話:(02)27016117 傳真:(02)27255962

郵遞區號:1068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四段236號4樓
 E-mail:gina_harvard@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露薏絲.勞威(Lois Lowry)

著; 史茵茵譯
978-986-7045-66-9

最後的夏天

9712

丹.葛林寶(Dan

Greenburg)著; 傑克.戴維

斯(Jack E. Davis)繪圖; 巧

978-986-7045-67-6

怪怪博物館

9801
莫瑞.錢德勒(Murray

Chandler)著; 岳葳仲譯
978-986-7045-69-0

50個西洋棋絕招: 打敗老爸和大師的致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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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丹.葛林寶(Dan

Greenburg)著; 傑克.戴維

斯(Jack E. Davis)繪圖; 白

978-986-7045-70-6

木乃伊來敲門

總計: 4種 4冊

看守臺灣研究中心 連絡人:謝和霖 電話:(02)23754301 傳真:(02)23899036

郵遞區號:1167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汀州

路4段105巷10號1樓
 E-mail:twwatch@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Christoper Flavin等作; 周

晉澄等譯
978-957-30329-8-4

世界現況. 2007

總計: 1種 1冊

科工館 連絡人:盧昭蓉 電話:(07)3800089e 傳真:(07)3802524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九如一路

720號
 E-mail:cjlu@mail.nst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淑華主編 978-986-01-5910-3 騎過半世紀: 機車特展

9711
李如菁, 蘇芳儀, 統一企

業速食群食品部著
978-986-01-6106-9

泡麵特展: 三分鐘的魔法

9712 李如菁著 978-986-01-7116-7 臺灣電信的故事

總計: 3種 6冊

科友 連絡人:曾美珠 電話:(02)22625666 傳真:(02)22628333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龍江路76巷

22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蘇泰明編著 978-957-21-6839-4 丙級建築製圖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總計: 1種 3冊

科技圖書 連絡人:張秉中 電話:(02)23707080 傳真:(02)23706160



e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忠孝西路一

段50號17樓之35室
 E-mail:books@tech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李郁文著 978-957-655-441-4 團體動力學: 群體動力的理論、實務與研究

9705 陳培源編著 978-957-655-442-1 臺灣地質

9706
麥瑞台編著

978-957-655-447-6
大陸臺商產業集群的社會資本與企業家社會責任: 從

國父的『社會價值說』而論

9707
Thomas D. Gillespie著; 林

筱增譯
978-957-655-450-6

車輛運動力學

9708 李文枝著 978-957-655-451-3 大師的軌跡: 音樂入門記事

9707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編
978-957-655-452-0

鋼筋混凝土結構修復補強設計參考手冊

9706
甲斐徹郎原著; 和椿科

技(股)編譯
978-957-655-453-7

追求自我的生態學

9711 陳至德作 978-957-655-454-4 EXCEL在建築土木工程上的應用. II

9712 黃鑑水, 余炳盛, 曹恕中 978-957-655-455-1 臺灣地質旅遊

9801 陳生金編著 978-957-655-456-8 鋼結構行為與設計

總計: 10種 10冊

科學教育館 連絡人:郭小萍 電話:(02)66101234 傳真:(02)66118500

郵遞區號:111 地址:臺北市士商路189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茜芸執行編輯 978-986-01-5824-3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第一名優勝作品專輯. 第

9711 郭中一, 房漢彬作 978-986-01-6126-7 物理好好吃

9711 吳曉蓉等編 978-986-01-6127-4 數算食物的秘笈

9711 林詠凱, 林棟雍, 王淑音 978-986-01-6128-1 從牧場到餐桌: 動物性食品漫談

9711 李瑞宗, 沈志誠作 978-986-01-6129-8 健康蔬果世界觀

9711 陳錦雪, 陳姵婷作 978-986-01-6130-4 生活中之食品面面觀

9711 魏稽生, 嚴治民, 游才潤 978-986-01-6146-5 滋養萬物的地球

9711 古建國作 978-986-01-6147-2 食物中的化學世界

9711 蘇意涵等作 978-986-01-6347-6 參加美國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作品專輯. 2008年

9712 王力平, 湯谷明作 978-986-01-6646-0 陽明山戶外研習手冊(教師版)



e

9712 王力平, 湯谷明作 978-986-01-6647-7 陽明山戶外研習手冊(學生版)

9712 王鴻儒等作 978-986-01-6950-8 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科學遊戲世界學習手冊

9712 李逸萱等作 978-986-01-7093-1 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生命科學學習手冊

總計: 13種 33冊

香海文化 連絡人:鍾美雲 電話:(02)27483302 傳真:(02)27605594

郵遞區號:1108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隆

路327號9樓
 E-mail:essay@fg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心定和尚編著 978-986-7384-94-2 定和尚說故事

總計: 1種 1冊

信福 連絡人:鄭愛玲 電話:(02)26330953 傳真:(02)23679682

郵遞區號:1006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

路二段7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盧俊義著 978-986-7898-53-1 細讀撒母耳記. 上

9712 盧俊義著 978-986-7898-52-4 細讀撒母耳記. 上

9712 盧俊義著 978-986-7898-55-5 細讀撒母耳記. 下

9712 盧俊義著 978-986-7898-54-8 細讀撒母耳記. 下

9712 臺北東門教會著 978-986-7898-56-2 如鹿渴慕溪水

9801
鄭仰恩, 鄭仰生, 鄭愛玲

彙編
978-986-7898-57-9

啟蒙人心的信仰導師: 鄭連明牧師/教授別世三十週年

紀念文集

總計: 6種 10冊

信實文化行銷 連絡人:黃心宜 電話:(02)27403939 傳真:(02)27771413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41號11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王華南著 978-986-6620-13-3 鐵路模型: 鐵路的迷你世界

9711
『シリㄧズ知.靜.遊.

具』編集部編; 許孟菡
978-986-6620-15-7

日本文具: 設計大揭密



9709 龐洵著 978-986-6620-16-4 新時代思維的偉大搖籃: 百年北大的遞嬗與風華

9709 龐洵著 978-986-6620-17-1 一場中西合璧的美麗邂逅: 百年清華的理性與浪漫

9709 林慧清圖.文 978-986-6620-18-8 這樣的快樂

9710

達.托比.馬斯格雷夫

(Toby Musgrave), 威爾.馬

斯格雷夫(Will

Mugsgrave)著; 董曉黎譯

978-986-6620-19-5

植物帝國: 七大經濟綠寶石與世界權力史

9710 王波著 978-986-6620-20-1 宮殿魅影: 埋藏在華麗宮殿裡的美麗與哀愁

9710 大衛.泰勒著; 黃詩芬譯 978-986-6620-21-8 人蔘經濟

9711 克里斯.李(Chris Li)著 978-986-6620-22-5 夢想旅行的計劃書

9711 王紹璽著 978-986-6620-23-2 王者之石: 和氏璧的故事

9711 許汝紘著 978-986-6620-24-9 用不同的觀點和你一起欣賞世界名畫

9712 朵娜.漢斯著; 嚴洋洋譯 978-986-6620-25-6 跟著月亮過日子

9712 魏尚河著 978-986-6620-27-0 百花齊放: 33位最具影響力的現代藝術家及其作品

9712 蔡君如口述; 許汝紘編 978-986-6620-28-7 你不可不知道的現代靈媒啟示錄

9803 許汝紘及音樂企畫小組 978-986-6620-30-0 愛上經典名曲101

9803 張■文著 978-986-6620-31-7 女巫的12面情緒魔鏡

總計: 16種 16冊

恆兆文化 連絡人:鄭花束 電話:(02)27369882 傳真:(02)27338407

郵遞區號:1104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吳興

街118巷25弄2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壽江著 978-986-84148-7-7 作手: 獨自來去天堂與地獄

9712

亞瑟.李.辛普森(Arthur

Lee Simpson)著; 張志浩,

關磊譯

978-986-84148-8-4

幽靈的禮物: 馳騁金融市場的交易規則

9802 新米太郎編著 978-986-6489-01-3 技術分析篇

9803 新米太郎編著 978-986-6489-02-0 看盤選股篇

總計: 4種 4冊

恆藝社 連絡人:蔡慶彰 電話:(04)23121566 傳真:(04)2312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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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0753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河南

東二街46號
 E-mail:everart@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蔡慶彰等執行編輯 978-986-81261-8-3 讓夢想成真: 全國兒童繪本比賽專輯

總計: 1種 1冊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連絡人:蔡佩吟 電話:(02)23972227 傳真:(02)23517507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

路3號6樓
 E-mail:RES@mail.iiro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盧德彰, 邱美惠, 劉芳玲

編撰
978-986-7516-36-7

財產保險理賠爭議調處案例彙編

9711 鄭濟世等編輯 978-986-7516-37-4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實施十週年回顧專輯

總計: 2種 4冊

皇冠 連絡人:黃小籲 電話:(02)27168888 傳真:(02)25148285

郵遞區號:10551
地址:臺北市敦化北路

120巷50號
 E-mail:edit@crow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978-957-33-2482-9 鴨川荷爾摩

9712
J.K.羅琳(J. K. Rowling)

作; 林靜華譯
978-957-33-2487-4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9712
彼得.梅爾(Peter Mayle)

作; 韓良憶譯
978-957-33-2489-8

普羅旺斯A to Z

9712 胡晴舫作 978-957-33-2490-4 人間喜劇

9712 伊藤高巳著; 王蘊潔譯 978-957-33-2492-8 我的男人婆妹妹. 2: 戀愛季節大作戰

9712
淺野敦子著; Sibly插畫;

珂辰譯
978-957-33-2494-2

未來都市NO.6

9712 島田莊司著; 周素芬譯 978-957-33-2495-9 螺絲人

9712 葉李華著 978-957-33-2496-6 乍現

9801 張小嫻作 978-957-33-2497-3 女人的愛情行李



9801
史蒂芬金(Stephen King)

著; 趙爾心, 莊瑩珍譯
978-957-33-2498-0

寵物墳場

9801
向達倫(Darren Shan)著;

陳穎萱譯
978-957-33-2499-7

魔狼島

9712 黃願著 978-957-33-2500-0 遙不可及的悲憐

9712 松村比呂美作; 緋華璃 978-957-33-2501-7 女人的殺意

9712
拉斐爾.阿巴洛斯(Rafael

Abalos)作; 謝蕙心譯
978-957-33-2502-4

煉金術師的傳人

9801 結城光流著; 涂愫芸譯 978-957-33-2503-1 少年陰陽師. 拾壹, 冥夜之帳

9801
香月日輪著; 佐藤三千

彥圖; 紅色譯
978-957-33-2504-8

妖怪公寓

9801 侯文詠作 978-957-33-2505-5 侯文詠短篇小說集

9801 西加奈子著; 婁美蓮譯 978-957-33-2506-2 黃色大象

9801
青樹佑夜著; 綾峰欄人

圖; 黃薇嬪譯
978-957-33-2507-9

閃靈特攻隊

9802
艾米里歐.卡德隆(Emilio

Calderon)著; 謝佩妏譯
978-957-33-2508-6

造物主的地圖

9801 橫山秀夫著; 緋華璃譯 978-957-33-2510-9 震度0

9802 白石一文著; 王蘊潔譯 978-957-33-2512-3 心中鑲著龍

9802 東野圭吾著; 陳祖懿譯 978-957-33-2513-0 迴廊亭殺人事件

9802
凱特.懷德(Kate Wild)作;

Shannon, 彭臨桂譯
978-957-33-2514-7

龍之火: 少年戰神. II

9802 郝廣才作 978-957-33-2515-4 愛情不用這麼瞎

9802
板橋雅弘著; 玉越博幸

圖; 連雪雅譯
978-957-33-2517-8

窩囊廢戀愛危機

9802
李查德(Lee Child)著; 陳

榮彬譯
978-957-33-2518-5

模擬刺客

9802
安東尼歐.斯卡米達作;

尉遲秀譯
978-957-33-2519-2

為愛而偷

9803 張愛玲作 978-957-33-2520-8 小團圓

9803
淺野敦子著; Sibly插畫;

珂辰譯
978-957-33-2523-9

未來都市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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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0種 31冊

侯堂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芳安路335

巷17號
 E-mail:0902539@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侯堂盛編著 978-957-41-6029-7 智障生體適能與動作能力表現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俊嘉文化 連絡人:謝枝財 電話:(02)22267906 傳真:(02)22262839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永和

路333巷21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欣誼編著 978-986-6793-38-7 狄克生片語輕鬆學

9711 朱炯遠作 978-986-6793-39-4 唐詩三百首

9712 英語教育研究會編著 978-986-6793-40-0 超好用一本搞定!英語片語

9712 市橋敬三編著 978-986-6793-41-7 一本搞定英語聽、說、讀、寫

9801 杜文齊編著 978-986-6793-43-1 易經入門. 圖解篇

9801 吳玲惠編著 978-986-6793-44-8 生活日語會話一本搞定

總計: 6種 10冊

食品工業 連絡人:蔡碧昭 電話:(03)5223191e 傳真:(03)5214016

郵遞區號:30062 地址:新竹市食品路33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淑芳, 簡相堂作 978-957-9055-89-5 食品產業與預防醫學產業之整合與創新經營模式

9712 黃秋香, 簡相堂作 978-957-9055-90-1 臺灣食品產業群聚之研究: 以食品機械業為例

9712 陳麗婷, 簡相堂, 林錫杰 978-957-9055-91-8 生物纖維之開發與加值利用

總計: 3種 6冊

冠唐國際圖書 連絡人:蕭湘芸 電話:(02)87925001 傳真:(02)87925026

郵遞區號:10461
地址:臺北市中山北路三

段54-3號
 E-mail:susanhsiao@caves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Axel Hering, Magdalena

Matussek; 張國達譯
978-957-2061-65-7

商業德文書信

9709 陳建民作 978-957-2061-66-4 新同步口譯. 基礎篇

9709
Heather McNaught

978-957-2061-67-1
The art of vocabulary: GSL words 1001-2000 a workbook of

readings,dialogs,and activities

9801
Alberto Saladino Garcia

978-957-2061-75-6
America latina,espacio vital: interpretaciones

interdisciplinarias desde asia

總計: 4種 4冊

盈記唐人工藝 連絡人:黃健亮 電話:0911220620 傳真:(02)27052595

郵遞區號:1066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二段128號5-5樓
 E-mail:tw02128@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健亮, 彭清福主編 978-957-0499-17-9 紫泥藏珍: 明清宜興窯器之美

總計: 1種 1冊

建弘 連絡人:張喜芬 電話:(02)23616850 傳真:(02)2381128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41號1樓
 E-mail:chien20@ms2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方學誠, 林誠編著 978-986-6827-85-3 歷屆基測試題解析

9710 李傑編著 978-986-6827-86-0 新趨勢高中數學復習講義. 下, 3-4冊

9710 羅添壽編著 978-986-6827-87-7 細說高中數學選修. II

9711 林誠, 方學誠編著 978-986-6827-89-1 國中基測必備題型要訣: 升高中國文魔法書

9711 楊鴻銘編著 978-986-6827-90-7 大學學測指考國文總複習要覽

9711 黃亮編著 978-986-6827-91-4 細說高中物理. 四

9711 黃亮編著 978-986-6827-92-1 新細說高中物理教學講義. 四

9712 郭懿鴻編著 978-986-6827-93-8 細說國中數學教學講義. 二(康版)

9712 羅添壽編著 978-986-6827-94-5 新細說升大學數學甲得分要訣

9712 羅添壽編著 978-986-6827-95-2 新細說升大學數學乙得分要訣

9712 劉東帝等編著 978-986-6827-96-9 旗開得勝國中數學題庫. 二(北北基版)



9801 劉東帝等編著 978-986-6827-97-6 旗開得勝小二數學題庫. 下

9801 郭易編著 978-986-6827-98-3 旗開得勝國中國文題庫. 二(北北基版)

9801 林光宇編著 978-986-6827-99-0 高竿指考物理攻略

9801 黃亮編著 978-986-6459-00-9 升大學物理指定考科復習講義(全)

9801 楊素娟編著 978-986-6459-01-6 高竿指考歷史攻略

9801 張乃文, 薛勝雄編著 978-986-6459-02-3 新細說高中選修化學教學講義. 下

總計: 17種 17冊

建築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92653

郵遞區號:1105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二段51號13樓之3
 E-mail:chiairoc@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978-986-7980-07-6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 第十

9512 978-986-7980-08-3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 第十

七屆第一次

9512 978-986-7980-09-0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 第十

七屆第二次

9512 978-986-7980-10-6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 第十

八屆第一次

總計: 4種 4冊

建興文化 連絡人:曾文瑛 電話:(02)22220866 傳真:(02)22221990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立德

街26巷5弄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長山ひろむ著; 許玉真 978-986-224-027-4 長山式英語越『吵』愈進步

9811
楢原潤子, イブ.サンダ

著; 許玉真譯
978-986-224-032-8

工作力Up!: 商務英文E-Mail&電話

9711 松井信行著; 白中和譯 978-986-224-035-9 圖解促動器入門

9711
勝木龍, Nic Williamson

著; 陳玉華譯
978-986-224-036-6

超魔法口頭禪英語

9801 許孝誠編著 978-986-224-037-3 高中歷史夯寶典



x

9801 張勝溢編著 978-986-224-038-0 全方位英文翻譯與作文

9801 陳宏州, 呂芬瑛編著 978-986-224-039-7 高中公民與社會測驗題貫通突破. 一~四總複習

9801 廖乾佑編著 978-986-224-040-3 國中基測地球科學酷搜

9801 張勝溢編著 978-986-224-041-0 全方位英文克漏字與詞彙測驗

9801 陳紀全編著 978-986-224-042-7 新課程高中化學. 下

9801 鄭金樹編著 978-986-224-044-1 新高中數學總複習焦點115

9801 詹敏昌編著 978-986-224-045-8 新時代高中數學. 4

9801 張勝溢編著 978-986-224-046-5 12堂課驗收高中英文法

9801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978-986-224-047-2 高中物理徹底突破

9801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978-986-224-048-9 高中選修物理講義. 下

9801
廖大淵, 劉演文, 汪登隴

編著
978-986-224-052-6

高中選修物理. 下

總計: 16種 16冊

屏東空小第十屆孝班同學連絡人:朱志平 電話:(02)29440460 傳真:(02)29445567

郵遞區號:10099
地址:臺北市郵政信箱5-

175號信箱
 E-mail:chipin33@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屏東空小第十屆孝班全

體同學著
978-986-85019-0-4

歡孝這一班: 屏東空軍子弟小學第十屆孝班同學畢業

五十週年紀念專輯

總計: 1種 1冊

屏東科大 連絡人:鍾秀蘭 電話:(08)7703202e 傳真:(08)7740149

郵遞區號:91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府

路1號
 E-mail:lchsia@mail.npus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裕益等著; 謝啟萬編 978-986-01-6523-4 國際GSI-Taiwan地工合成材料研討會. 第三屆

9712 葉泉力書法創作 978-986-01-6543-2 葉泉力書展集

9712 劉照金, 徐錦興, 曹德弘 978-986-01-6640-8 健康促進與身體活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3種 5冊

屏東科大休閒系(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740149



x

郵遞區號:91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府

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劉照金總編輯 978-986-01-4134-4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7年

9705 劉照金總編輯 978-986-01-4133-7 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7年

總計: 2種 2冊

屏東科大技職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740396

郵遞區號:908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府

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技術

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編輯
978-986-01-5902-8

永續校園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屏東高中 連絡人:薛啟超 電話:(08)7666739 傳真:(08)7662215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市忠孝路23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第十四屆美術班作 978-986-01-7217-1 國立屏東高級中學美術班畢業畫冊. 第十四屆二■■

總計: 1種 2冊

屏東教育大學 連絡人:龐佑欣 電話:(08)7226141e 傳真:(08)7216934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市民生路4-18  E-mail:mary1225@mail.np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周德禎, 張慶勳主編 978-986-01-5853-3 教育經營與產學策略聯盟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9712
方文慧等著

978-986-01-6762-7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與教學研創

專輯. 二. 97年度

9712
張慶勳總編輯

978-986-01-6763-4
科技與學習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專案管理於數位

內容、人力發展  領域之應用

9802 黃冬富計畫主持 978-986-01-7570-7 海洋教育教師手冊. 海洋資源篇

總計: 4種 8冊



x

屏東教育大學教行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224143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市民生路4-18  E-mail:giea@mail.np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戰寶華主編 978-986-01-6991-1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2冊

屏縣六堆文化研究學會 連絡人:曾彩金'r 電話:(08)7211869 傳真:(08)7214367

郵遞區號:90052 地址:屏東市民學路88號  E-mail:liuk.tui@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彩金總編輯 978-986-80365-8-1 六堆俗諺語

總計: 1種 1冊

屏縣牙醫師公會 連絡人: 電話:(08)7239155 傳真:(08)7239156

郵遞區號:90049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和生

路一段14號9樓之1
 E-mail:ppda@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郭漢辰文字撰寫; 劉振

聲總編輯
978-986-85098-0-1

走過輝煌半世紀: 屏東縣牙醫師公會50週年

總計: 1種 3冊

屏縣至正國中 連絡人:陳溫柔 電話:(08)7654258e 傳真:(08)7322704

郵遞區號:90060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公裕

街300號
 E-mail:chenwj.sparrow@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溫柔等著 978-986-01-7545-5 臺灣常見澤蟹

總計: 1種 2冊

屏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385866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市自由路52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林世超計畫主持 978-986-01-5221-0 屏東縣縣定古蹟保安宮測繪、損害構件清理工作報告



x

9709

陳健一撰稿; 社團法人

屏東縣綠元氣產業交流

促進會編輯

978-986-01-5362-0

屏東縣多元就業文化地圖

9711
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978-986-01-6123-6

Pingtung images

9711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編輯

製作
978-986-01-6440-4

屏東縣地方永續發展白皮書

9712 鍾秀君, 張智開撰文.攝 978-986-01-6532-6 鄉間小路趴趴走

9712 屏東縣政府編 978-986-01-6836-5 畫說話說伊路安成果專輯. 2008

9712 鄞鳳蘭總編輯 978-986-01-6935-5 單車國道: 鐵馬樂活遊屏東

9712 屏東縣政府編著 978-986-01-7257-7 幸福屏東: 屏東縣新移民學習教材. 2

總計: 8種 16冊

屏縣原民處 連絡人:馮珮玲 電話:(08)7320415e 傳真:(08)7346375

郵遞區號:90001 地址:屏東市自由路52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曾智勇總編輯 978-986-01-5711-6 薪火: 全國原住民木雕獎專輯. 2008

總計: 1種 2冊

屏縣萬巒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913709

郵遞區號:92241
地址:屏東縣萬巒鄉中正

路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尹章義總編纂 978-986-01-5526-6 萬巒鄉志

總計: 1種 1冊

紅十字會總會 連絡人:張恆星 電話:(02)22324168 傳真:(02)22324165

郵遞區號:1066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

南路二段276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978-986-81806-5-9 國際人道法: 當代的議題與挑戰研討會報告

總計: 1種 1冊



e紅樹林文化 連絡人:宋鳳蓮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

213號11樓
 E-mail:kay_sung@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藏羚羊自助旅行工作室 978-986-7885-71-5 西藏: 自助旅行指南

9802 藏羚羊自助旅行工作室 978-986-7885-72-2 72小時遊上海

總計: 2種 2冊

飛安委員會 連絡人:黃佩蒂 電話:(02)25475200 傳真:(02)25474975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

路三段200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7077-1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96年12月28日,內政部空

中勤務總隊機型UH-1H,編號NA-520,於烏來中嶺山區

執行吊掛救援時人員墜落受傷

總計: 1種 2冊

飛寶國際文化 連絡人:陳愷萱 電話:(02)23256868 傳真:(02)27023398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復興南路一

段352號11樓之1
 E-mail:fei.ba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穆罕默德.芮札.謝姆斯

作; 艾敏.哈桑扎第繪; 柯

倩華譯

978-986-6701-18-4

月亮漁夫

9802
法里德.卡拉特巴里作;

妮金.愛特莎賓繪; 宋珮
978-986-6701-19-1

幸福的滋味

總計: 2種 2冊

酒訊國際 連絡人:吳明益 電話:(02)27252509 傳真:(02)27252519

郵遞區號:1069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區光復南路547號6樓
 E-mail:leowu0812@yahoo.com.tw



e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祖望主編 978-986-84880-0-7 Whisky 100品飲紀錄

總計: 1種 1冊

消防署 連絡人:劉維婷 電話:(02)23882119 傳真:(02)23820945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

路三段200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杜汪濤等編輯 978-986-01-7341-3 全國消防徵文及攝紀念比賽紀念集. 97年

總計: 1種 3冊

消委會 連絡人:李素美 電話:(02)28863205 傳真:(02)28866647

郵遞區號:111 地址:臺北市基河路12號  E-mail:scd4@mail.c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范姜群生主編 978-986-01-6961-4 消費者行政資訊. 第九輯

9712 范姜群生總編輯 978-986-01-7414-4 消費者保護研究. 第十四輯

總計: 2種 4冊

海生館 連絡人:林君寧 電話:(08)8825001e 傳真:(08)8825063

郵遞區號:944
地址:屏東縣車城鄉後灣

村後灣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姜海主編 978-986-01-5419-1 海盜傳說特展專刊

9712 林君寧, 辛耘主編 978-986-01-6216-5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年報. 96

9712
楊志仁, 楊清閔, 李展榮

撰文
978-986-01-6518-0

墾丁海域最佳潛點深入介紹

9712 蔡博仁編輯 978-986-01-6591-3 築夢海洋: 海生館科學教育專刊. 96

總計: 4種 9冊

海外華文女作家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579106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山

路一段128巷12弄1號3樓
 E-mail: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吳玲瑤, 呂紅主編 978-986-84477-0-7 新世紀海外華文女性文學獎作品精選

總計: 1種 1冊

海巡署 連絡人:何敦祥 電話:(02)22399141 傳真:(02)22399141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興隆路三段

29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編輯 978-986-01-5556-3 後勤相關法規及案例彙編

9712 謝添進總編輯 978-986-01-7370-3 彩繪海巡新世紀海報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08

總計: 2種 4冊

海洋大學 連絡人:鄧月英 電話:(02)24622192 傳真:(02)24633649

郵遞區號:202
地址:基隆市中正區北寧

路2號
 E-mail:h0099@mail.nto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edited by I Chiu Liao,

Eduardo M. Leano
978-986-01-4331-7

The aquaculture of groupers

9708
Shane T.Ahyong, Tin-Yam

Chen, Yun-Chih Liao
978-986-01-5060-5

臺灣蝦蛄誌

9801 Tin_Yam Chan et.al 978-986-01-7507-3 臺灣蟹類誌(緒論及低等蟹類)

總計: 3種 8冊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601839

郵遞區號:81157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德民

路2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沈慈雅撰文 978-986-01-6765-8 東沙記憶

總計: 1種 2冊

海科館籌備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4627716



郵遞區號:20248
地址:基隆市中正區北寧

路446巷1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潘美璟主編 978-986-01-6615-6 邊境.路徑.潮境: 海岸生態體驗園區導覽手冊

9712 施彤煒等編輯 978-986-01-7280-5 俯瞰海闊夢想起飛: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專刊首

總計: 2種 4冊

海峽兩岸體育研究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711504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朱崙

街20號5樓504室
 E-mail:n3004.che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金盈著 978-986-83071-8-6 女性體育從業人員社會處境研究

總計: 1種 1冊

海峽學術 連絡人:洪宜勇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郵遞區號:11669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興

路193號4樓之7
 E-mail:sreview@ms4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頌顯著 978-986-6480-00-3 臺灣文化協會的思想與運動(1921-1931)

9801
李中邦著

978-986-6480-01-0
日本影響兩岸關係的know-how: 官民兩手相互為用與

國際政治謀略

9803 朱雙一著 978-986-6480-02-7 百年臺灣文學散點透視

總計: 3種 3冊

海豚鳥美語 連絡人:溫朝炯 電話:(03)4936144 傳真:(03)4686490

郵遞區號:324
地址:桃園縣平鎮市環南

路二段259-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溫朝炯作 978-986-84291-2-3 看圖學英檢基礎單字2000

總計: 1種 1冊

海鴿文化 連絡人:林義傑 電話:(02)27273008 傳真:(02)27270603



郵遞區號:11084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林口

街54-4號1樓
 E-mail:service@seadov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林風作

978-986-6714-23-8
西點商學院: 隨便給我一個人,我都可以讓他成為最偉

大的領導者!

9709 (明)呂坤作; 呂杭譯 978-986-6714-24-5 呻吟語: <<世上第一等學問>>

9711 王琳作 978-986-6714-30-6 聽心理學家講故事

9708 漆浩作 978-986-6714-38-2 心態的神奇力量

9708 霧滿攔江作 978-986-6714-39-9 金錢的事件簿

9709 麥冬作 978-986-6714-41-2 影響全世界的50個經典思維

9710 張禮文作 978-986-6714-46-7 20幾歲,決定男人的一生

9710 劉洪儒作 978-986-6714-48-1 9Q: 9Q的時代來臨了,不懂9Q的人就等著被淘汰!

9710 趙東海, 千舟作 978-986-6714-49-8 船.船長.船員

9709 陳守龍, 劉元才作 978-986-6714-50-4 學管理必須知道的12個人

9709 博冰, 郭瑩瑩, 胡維作 978-986-6714-51-1 中國元年?

9710 華利威顧問公司作 978-986-6714-52-8 小公司: 面對競爭,我們永遠不死,我們只會更強

9710 鄭剛作 978-986-6714-53-5 業務密技

9712 涵予作 978-986-6714-54-2 窮,絕對不是你的錯

9711
吳光遠作

978-986-6714-55-9
尼采,對自己的讀者是很挑剔的: 這個世界沒有真理,只

有解釋!

9711 吳光遠作 978-986-6714-56-6 魔鬼教科書: 關於馬基維利

9711 凡禹作 978-986-6714-57-3 筆記本成功法

9712
羅賓德拉納德.泰戈爾

作; 徐翰林譯
978-986-6714-58-0

泰戈爾的詩

9712 卡里.紀伯倫作; 徐翰林 978-986-6714-59-7 紀伯倫的詩

9712 王輝作 978-986-6714-60-3 哈佛家訓

9712 思學齋主作 978-986-6714-61-0 姓名學的工具箱

總計: 21種 22冊

記憶工程 連絡人:沈美玲 電話:(02)25182662 傳真:(02)25185424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1號12樓之2
 E-mail:ron929@ms5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梁妃儀, 蔡篤堅編著 978-986-84825-1-7 董大成教授紀念專輯

總計: 1種 1冊

高文社 連絡人:馬綱穗 電話:(02)29586010 傳真:(04)26623626

郵遞區號:22067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三民

路二段正泰5巷18號2樓
 E-mail:sw@sun-we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汪文政, 廖璧加著 978-986-6532-00-9 Adobe Acrobat PDF如意門. 進階篇

9801 汪文政, 廖璧加著 978-986-6532-01-6 Adobe Acrobat PDF如意門. 基礎篇

9801 汪文政作 978-986-6532-02-3 新創事業管理學程學習地圖

總計: 3種 3冊

高木森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64000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復興北路

38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高木森, 黃瑩珠編著 978-957-41-2713-9 古意今情

總計: 1種 1冊

高手專業 連絡人:江志宏 電話:(02)23312717 傳真:(02)23313746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

路一段59號3樓之8
 E-mail:sierra0928@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模型高手工作室企劃編 978-986-6958-07-6 鐵翼中國. II

9702 陳淑鈴著 978-986-6958-08-3 美術館面面觀

9704 模型高手工作室企劃編 978-986-6958-09-0 鋼鐵同盟: 二次大戰盟軍戰鬥車輛專輯

9709 魯克.貝克等作; 許貴運 978-986-6958-10-6 火線大新聞: 伊拉克戰爭未曾曝光的內幕

9708 柳惠千著 978-986-6958-11-3 21世紀美軍在東亞的戰略部署

9709 李柏彥著 978-986-6958-12-0 飛龍展翼: 現代化下的中共空軍航空兵

總計: 6種 6冊



e

x

高立 連絡人:謝惠婷 電話:(02)22900319 傳真:(02)89902547

郵遞區號:248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

三路116巷3號
 E-mail:gauli@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吳健郎等編著 978-986-412-579-1 物理實驗

9708 楊若萍等編輯 978-986-412-614-9 二技國文選

9710 劉金鎗著 978-986-412-639-2 臺灣男子跳高紀錄保持者動作技術個案研究

9710
許弘毅著

978-986-412-640-8
國內外優秀男子撐竿跳高選手插竿起跳技術之運動學

分析

9711 謝青山著 978-986-412-642-2 高科技產業組織診斷與分析之研究: 以某電子公司為

9711
謝青山著

978-986-412-643-9
休閒觀光產業之市場競爭力分析研究: 以恆春生態休

閒農場為例

9711 蕭雅玲作 978-986-412-644-6 三峽橫溪的子弟團與當地的尪公信仰

9801 呂維明, 莊清榮編著 978-986-412-646-0 化工單元操作. 一, 流體力學與流體操作

9801 蔣君宏著 978-986-412-647-7 機械設計

9801
Arnold, Chapman, Clive原

著; 葉忠, 施壹翔譯
978-986-412-648-4

物料管理

9801 李輝煌著 978-986-412-649-1 ANSYS工程分析基礎與觀念

9801 陳天生, 黃寶建編著 978-986-412-650-7 數控工具機原理與實習

9801 蘇瑞洋編著 978-986-412-651-4 ETTools e化教學及教案製作系統(技術手冊)

9712 楊果霖撰 978-986-412-652-1 <<經義考>>著錄『春秋類』典籍訂補

9802 陳維新編著 978-986-412-654-5 能源概論

9801 李燦輝編著 978-986-412-659-0 參大洲契

9802 徐振雄等著 978-986-412-660-6 憲法案例與憲法意識

9802 王玉華等編著 978-986-412-661-3 公民與社會

總計: 18種 18冊

高市工務局 連絡人:陳佳蜜 電話:(07)3368333e 傳真:(07)3328621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5樓
 E-mail:b1014@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昀熹, 張筧, 凌卓民文 978-986-01-4644-8 幸福.新高雄: 高雄市政府工程建設簡介



x

9712 林昀熹, 張筧, 凌卓民撰 978-986-01-6375-9 市民參與 幸福高雄

9712 楊明州總編輯 978-986-01-6520-3 轉動幸福.發現高雄: 自行車騎遇

9801 凌予撰稿 978-986-01-7586-8 幸福高雄美樂地: 高雄市閒置空地綠美化成果專刊

總計: 4種 8冊

高市工務局養工處 連絡人:陳淑鴻 電話:(07)3373323 傳真:(07)3315397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昀熹編輯 978-986-01-7192-1 幸福高雄.綠生活

9712 嚴義潭等編輯 978-986-01-7477-9 陽光 城市 通學道

總計: 2種 4冊

高市文化局 連絡人:孫淑貞 電話:(07)2225141e 傳真:(07)2221581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五福一路67

號
 E-mail:sunjenny@mail.kh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林世超計畫主持

978-986-01-3233-5
高雄州水產試驗場(英國領事館)及前清打狗英國領事

館登山古道調查研究暨修復計畫

9708 李億勳, 郭漢辰文字撰 978-986-01-4325-6 記憶的容顏: 高雄紅毛港攝影集. 1

9710 劉益昌作 978-986-01-5182-4 歷史的左營腳步: 從舊城考古談起

9711
郭漢辰文字撰寫; 史哲

主編
978-986-01-5864-9

記憶的容顏: 高雄紅毛港攝影集. 2

9712 史哲主編 978-986-01-6066-6 港埔遺落的鹹味:  紅毛港新詩集

9711 黃名亨, 羅光吾主編 978-986-01-6135-9 高雄市美術家聯展. 2008年

9711 黃名亨, 羅光吾主編 978-986-01-6134-2 高雄市美術家聯展. 2008年

9711 臺灣田野工場編輯 978-986-01-6488-6 大五金藝術造街成果專輯. 2008

9712
王御風主筆; ■妙沂, 郭

漢辰撰稿
978-986-01-6967-6

鋼板在吟唱: 臺灣造船的故事. 1916-2008

9802 謝雲嬌總主筆 978-986-01-7640-7 文化館高雄學: 中長程文化生活圈規劃

總計: 10種 18冊



x

高市中山國中 連絡人:黃順彬 電話:(07)8025396 傳真:(07)8020760

郵遞區號:812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漢民

路352號
 E-mail:soonbin@mail.csjh.kh.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丁文祺, 邱韻洳編著 978-986-01-7150-1 運動達人. 合球篇

9712 丁文祺, 黃順彬主編 978-986-01-7342-0 高雄EASY GO!!!: 高雄市地理鄉土實察紀錄

9712 黃順彬主編 978-986-01-7343-7 校園優質英語基礎訓練課程

總計: 3種 3冊

高市中華書道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220277

郵遞區號:80266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三多

二路13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蔡嘉琛總編輯

978-986-84855-0-1
高雄市中華書道學會會員暨第六屆至聖杯全國書法比

賽作品專集

總計: 1種 1冊

高市史博館 連絡人:王富弘 電話:(07)5312560e 傳真:(07)5315861

郵遞區號:803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

四路272號
 E-mail:w6737@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筧執行編輯 978-986-01-5459-7 高雄百年歷史影像專輯: 1870-1970

總計: 1種 2冊

高市地政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314964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桂春主編 978-986-01-6282-0 50重劃慶劃地半世紀.開發全高雄

總計: 1種 2冊

高市空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1249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大業

北路4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吳英明, 蔡宗哲主編 978-986-01-7647-6 公民城市學

9802 吳英明, 薛昭義主編 978-986-01-7648-3 城市致富學

總計: 2種 2冊

高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219097

郵遞區號:83067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澄清

路161巷7號
 E-mail:changhangming@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識南等合著 978-986-81479-1-1 高雄市青溪詩選. 2008

總計: 1種 1冊

高市客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378191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同盟

二路2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吳秀梅, 吳聲淼拼音撰 978-986-01-2807-9 畫講老古人言: 客家漫畫.謎語諺語集

9612 胡敦如等撰稿 978-986-01-3209-0 客家美食: 傳統.創意

9708
徐展洪主編

978-986-01-5137-4
歡喜學客話: 高雄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客家語輔助教

材. 第三冊

9708
李榮豐主編

978-986-01-5166-4
歡喜學客話: 高雄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客家語輔助教

材. 第一冊

9708
李榮豐主編

978-986-01-5167-1
歡喜學客話: 高雄市國民小學鄉土語言客家語輔助教

材. 第二冊

9711 李昌憲總編輯 978-986-01-5870-0 夜合花: 客家原香

9712 孫素紋採訪編輯 978-986-01-6289-9 好食客家菜輕鬆做

9712 孫素紋執行編輯 978-986-01-6838-9 來學客家話. 二■■九

9801 孫素紋編輯採訪 978-986-01-7488-5 好食客家菜輕鬆做

總計: 9種 20冊



x

x

高市研考會 連絡人:沈美慧 電話:(07)3368333e 傳真:(07)3313975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四維三路2

號4樓
 E-mail:sclsa@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許立明總編輯 978-986-01-7058-0 幸福.隨手可得: 高雄市政府施政績效成果

總計: 1種 2冊

高市建設局 連絡人:王筱菱 電話:(07)3373164 傳真:(07)3316042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四維三路2  E-mail:wu1388@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詹敏敏, 楊娉育撰稿 978-986-01-5717-8 高雄市生物多樣性教育手冊. 二, 都市育樂篇

總計: 1種 2冊

高市高青攝影學會 連絡人:侯清賦 電話:(07)3410589 傳真:(07)3453119

郵遞區號:8025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光華

一路148-67號
 E-mail:jerry.hor@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82599-1-1
高雄市高青攝影學會會員攝影聯展專輯. 2008: 動靜皆

美 運動與建築

總計: 1種 1冊

高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 連絡人: 電話:(07)7310606e 傳真:(07)7315367

郵遞區號:83347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

路840號
 E-mail:cge@cs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何清釧編 978-986-84886-0-1 高雄文化研究論集. 2

總計: 1種 1冊

高市原住民語言教育研究連絡人:蔡新明 電話:(07)8416333 傳真:(07)8416326

郵遞區號:80665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南衙

路85巷7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9712 蔡新明主編/策劃 978-986-83786-2-9 阿美族語彙集

總計: 1種 2冊

高市師大攝影學會 連絡人:林建璋 電話:(07)3136636 傳真:(07)3235177

郵遞區號:8075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吉林

街256號
 E-mail:plystarjclin97@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建璋, 李瑞崇, 李連發

文字
978-986-82154-1-2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會員聯展作品輯. 97年

總計: 1種 1冊

高市都發局 連絡人:張志清 電話:(07)3368333e 傳真:(07)3315080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6樓
 E-mail:c4312@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洪再利等編輯撰稿 978-986-01-5368-2 市民參與幸福高雄: 高雄市都市發展暨資訊化成果簡

9712
周伯丞計畫主持

978-986-01-7052-8
高雄市獎勵重點地區環境景觀改造都市更新實施計畫

案期末報告(完稿). 97年度

總計: 2種 4冊

高市教育局 連絡人:陳美伶 電話:(07)3373140 傳真:(07)3315736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盟惠總編輯 978-986-01-6973-7 手舞足蹈的精靈

總計: 1種 2冊

高市捷運局 連絡人:毛瑞瑜 電話:(07)3373725 傳真:(07)3314366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四維三路2

號10樓
 E-mail:mao6662000@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x

9701
陳淑真等採訪撰文; 鄭

哲英, 劉克強總編輯
978-986-01-2172-8

雄心: 高雄捷運真情故事(文字書)

9701
向南文字; 鄭哲英, 劉克

強總編輯
978-986-01-2173-5

雄心: 高雄捷運真情故事(影像書)

總計: 2種 6冊

高市彩墨學會 連絡人:洪震輝 電話:(07)7167106 傳真:(07)7224194

郵遞區號:80266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

三路871巷1弄53號
 E-mail:ocherries@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洪震輝主編 978-957-28051-2-1 高雄市彩墨藝術學會會員專輯

總計: 1種 1冊

高市新聞處 連絡人:俞萍 電話:(07)3315016 傳真:(07)3307160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美霞總編輯 978-986-01-6396-4 幸福高雄2.0: 升級.加值.永續的高雄市

9712 Ming-Chun Hsu編 978-986-01-6579-1 Delightful Kaohsiung 2.0

總計: 2種 4冊

高市電影圖書館 連絡人:王麗珊 電話:(07)5511211e 傳真:(07)5216903

郵遞區號:803
地址:高雄市■埕區河西

路10號
 E-mail:kmfal@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藍祖蔚, 丁祈方撰稿; 陳

逸軒, 齊斌英文翻譯
978-986-01-5599-0

時光流影: 高雄市電影圖書館典藏文物專輯. 二

總計: 1種 2冊

高市圖 連絡人:廖小玲 電話:(07)2112181e 傳真:(07)2167937

郵遞區號:801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民生

二路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石曰豪等作; 高雄市立

圖書館主編
978-986-01-7219-5

放手,我想飛: 高雄青年文選新詩集

9712
李巧薇等作; 高雄市立

圖書館主編
978-986-01-7220-1

淚水後的彩虹: 高雄青年文選散文.小說集

總計: 2種 6冊

高市選委會 連絡人:許櫻馨 電話:(07)5213206 傳真:(07)5217993

郵遞區號:803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必忠

街27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輯

978-986-01-6677-4
第7屆立法委員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3案、第4

案高雄市選舉實錄

9712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輯

978-986-01-6741-2
第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5案、

第6案高雄市選舉實錄

總計: 2種 4冊

高市環保局 連絡人:吳素馨 電話:(07)3373431 傳真:(07)3316145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路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馬康博總編輯 978-986-01-6310-0 高雄市環保行政概況. 2007年版

總計: 1種 3冊

高市攝影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0658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

二路357號11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藍孝雲, 林金汝編輯 978-986-82836-1-9 高雄市攝影學會會員影展. 2008

總計: 1種 2冊

高苑科大通識教育中心 連絡人:葉怡君 電話:(07)6077120 傳真:(07)6077122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

路1821號
 E-mail:cogedu@cc.k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立驤總編輯

978-986-6755-13-2
通識教育理念與實務相關研究: 通識教育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高苑科大經管所 連絡人:蘇怡婷 電話:(07)6077099 傳真:(07)6077098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

路1821號
 E-mail:ioom@cc.k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劍志等著 978-986-6755-10-1 經營管理學術實務研討會論文集. 第二屆

總計: 1種 1冊

高苑科大綠工程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077206

郵遞區號:82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

路1821號
 E-mail:getrc@cc.k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鄭魁香, 曾琬婷, 林冠妤

編輯
978-986-6755-12-5

綠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9712 張偉哲總編輯 978-986-6755-14-9 航遙測影像處理手冊

總計: 2種 2冊

高苑科大應語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077110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

路1821號
 E-mail:afld@cc.k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宏宇等著

978-986-6755-15-6
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外語教學與跨文化溝通之理

論與實踐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高苑科大藝文中心 連絡人:羅靜雯 電話:(07)6077840 傳真:(07)6077841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

路18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惠蘭總編輯 978-986-6755-09-5 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國際藝術交流活動

總計: 1種 2冊

高屏溪流域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515574

郵遞區號:90083 地址:屏東市復興路24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82827-2-8

高屏溪流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97年度

總計: 1種 2冊

高教評鑑中心基金會 連絡人:陳曼玲 電話:(02)33431207 傳真:(02)33431211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79號7樓
 E-mail:luay@heeac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瑩等著 978-986-82942-4-0 歐盟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制度

總計: 1種 1冊

高教圖書 連絡人:周偉莉 電話:(03)4615742 傳真:(03)4615804

郵遞區號:3206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園

路二段143-8號1樓
 E-mail:chou333@seed.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陳柏齡作 978-986-83718-0-4 規律運動對癲癇患者在疾病態度影響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高培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05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嘉興

街216巷17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高培峰編著 978-957-41-6057-0 莊子文選



x

x

x

總計: 1種 2冊

高雄仁愛之家 連絡人:周保君 電話:(07)7030315e 傳真:(07)7019819

郵遞區號:83142
地址:高雄縣大寮鄉後庄

村民順街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文榮光等撰稿 978-986-82459-2-1 慈惠醫院年報. 96-97

總計: 1種 1冊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連絡人:張哲瑋 電話:(07)3573770 傳真:(07)3573774

郵遞區號:811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

路1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編著 978-986-01-5633-1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裁判書彙編. 九十七年第一期

總計: 1種 2冊

高雄師大國文系 連絡人:呂韻秋 電話:(07)7172930e 傳真:(07)7714419

郵遞區號:80201
地址:高雄市和平一路

116號
 E-mail:t2268@nknucc.nk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所研究生學會編輯組編
978-986-01-5984-4

國文教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712

姜龍翔等著; 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所研究生

學會編輯組編輯

978-986-01-7024-5

源頭活水論文發表會論文集. 第三期

9712

蔡忠道等著; 國立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所研究生

學會編輯組編輯

978-986-01-7025-2

溫柔敦厚: 紀念施銘燦教授學術研討會會後論文集

總計: 3種 6冊

高雄復文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2236780e 傳真:(07)2249298



e

e

郵遞區號:8025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

一路57號2樓
 E-mail:f40861@ms2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朱嘉華著

978-957-555-930-4
阻力訓練與有氧: 阻力交叉訓練對大學男生動脈硬化

程度之影響

9709 林正順, 陳龍騰, 楊富強 978-957-555-932-8 人權保障與實用法律

9708 黃枝興著 978-957-555-933-5 高雄縣桌球運動發展之研究. (民國34年-民國96年)

9709 林本源著 978-957-555-937-3 國小學生體育態度簡式量表編製研究

9709 許龍池著 978-957-555-938-0 中華職棒場地照明品質對選手視覺感知之研究

9709 羅志勇著 978-957-555-936-6 網球運動技術分析之系列研究

9710 鄭如安作 978-957-555-939-7 家庭遊戲卡暨家庭遊戲卡使用手冊

9711
陳泰良著

978-957-555-941-0
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練領導行為、團隊凝聚力與滿意

度關係之研究

9711
林淑丹著

978-957-555-942-7
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虞初新志』の受容: 『本朝虞

初新誌』『日本虞初新志』『譚海』を例として

9711
陳羿君著

978-957-555-943-4
教育行政學: 行政主管之領導型態、學校組織氣氛與

教職員工作滿意度之關係研究

9801 張進上編著 978-957-555-944-1 談論文撰寫歷程

總計: 11種 11冊

高等法院 連絡人:龔文怡 電話:(02)23713261 傳真:(02)23753686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

段12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灣高等法院編輯 978-986-01-7278-2 法律座談會彙編. 97年

總計: 1種 2冊

高等教育 連絡人:林翠華 電話:(02)23886368 傳真:(02)23892500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

路26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x

9512
Henry A. Giroux原著; 陳

儒晰譯
978-957-814-770-6

教師是知識份子

9708 尹弘■, 李子建著 978-957-814-866-6 課程變革: 理論與實踐

9709 白亦方著 978-957-814-867-3 課程史研究的理論與實踐

9709 吳政達著 978-957-814-873-4 教育政策分析: 概念、方法與應用

9709 吳和堂著 978-957-814-877-2 教育論文寫作與實用技巧

9709 陳儒晰著 978-957-814-880-2 幼教人員的資訊認知與實踐: 教育社會學的觀點

9710 蔡今中著 978-957-814-886-4 社會科學研究與論文寫作: 成功發表秘笈

9711 白亦方主編 978-957-814-890-1 課程與教學改革: 理論與實務

總計: 8種 8冊

高縣文化局 連絡人:凌家羚 電話:(07)6262620e 傳真:(07)6256100

郵遞區號:820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岡山

南路4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高雄縣政府編 978-986-01-3842-9 文化義工專輯. 96年度

9711
林倩綺總策劃

978-986-01-5771-0
高雄縣歷史建築得樂的卡(瑪雅)部落遺址周邊資源調

查計畫

9712 林永昌, 石光生編 978-986-01-5955-4 福德皮影戲劇團發展紀要暨圖錄研究

9711
高雄縣鳥松鄉鳥松社區

發展協會編
978-986-01-5980-6

高雄縣曹公圳流域文化景觀潛力點普查與研究計畫

9712 高雄縣政府編 978-986-01-6047-5 生活文化講座. X

9712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編 978-986-01-6665-1 高雄縣第三級古蹟鳳儀書院解體調查紀錄工作報告書

9712 吳合芳執行編輯 978-986-01-7256-0 皮影戲館特展. 九七年: 尪仔世界樂無窮專輯

總計: 7種 14冊

高縣青年國中 連絡人:黃紘育 電話:(07)7190419e 傳真:(07)7451556

郵遞區號:830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青年

路二段89號
 E-mail:young@mail.qnm.ks.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素玉, 劉玫芳, Nicky作 978-986-01-6374-2 Young Young英語情境教室

總計: 1種 1冊



高縣景義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601605

郵遞區號:84553
地址:高雄縣內門鄉永富

村萊坑8號
 E-mail:k1905@mk.ks.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進士, 張惠英總編輯 978-986-01-7670-4 雁門煙雨話羅漢

總計: 1種 2冊

高點文化 連絡人:傅心靖 電話:(02)23815766 傳真:(02)23880876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

路34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蔡律師編著 978-957-814-874-1 民事訴訟法大意

9710 賀祥宏編著 978-957-814-885-7 憲法(概要)必勝寶典

9711 俞翔編著 978-957-814-895-6 實戰少年法

9712 徐樂編著 978-957-814-896-3 成本與管理會計(概要)必勝寶典

9712 徐樂編著 978-957-814-897-0 中級會計學必勝寶典

9711 汪兆慶編著 978-957-814-898-7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試題詳解. 97年

9712 朱才金編著 978-957-814-899-4 研究所英文分類字彙

9712 施敏編著 978-957-814-900-7 稅務法規(概要)必勝寶典

9712 張永霖編著 978-957-814-902-1 財務金融實務

9712 徐樂編著 978-957-814-903-8 會計學必勝寶典

9712 陳金鋒編著 978-957-814-905-2 化工熱力(含物理化學)經典題型

總計: 11種 11冊

高寶國際 連絡人:王雅惠 電話:(02)27992788 傳真:(02)27990909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洲子

街88號3樓
 E-mail:yahui@g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蔡祐吉著 978-986-185-226-3 先別急著撞牆: 36個逆勢成功術

9712
喬.維托(Joe Vitale)著; 藍

毓仁譯
978-986-185-233-1

The key: 啟動正向吸引力的鑰匙



9801
奧格.曼迪諾(Og

Mandino)著; 栗筱雯譯
978-986-185-234-8

第十二個天使

9711
娜塔莎.阿芭納(Nathacha

Appanah)著; 張喬玟譯
978-986-185-235-5

大衛的星星

9711 松本百力滋著; 趙婉珍 978-986-185-236-2 我家3姊妹

9711
大衛.費里德曼(David M.

Friedman)著; 賴俊達譯
978-986-185-238-6

不死學家: 飛行英雄林白與他的祕密醫學實驗

9711 魯班尺著 978-986-185-239-3 青囊尸衣. 卷五, 祝由祕術

9711 魯班尺著 978-986-185-240-9 青囊尸衣. 卷六, 郭公葬尺

9711 安河內哲也著; 詹慕如 978-986-185-241-6 學習大勉強

9711 楊衛隆著 978-986-185-242-3 大國衰落: 美國破產前夕

9711 月關著 978-986-185-243-0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九, 群魔亂舞

9711 月關著 978-986-185-244-7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 大道之行也聲色犬馬

9802 竹林探月著 978-986-185-245-4 卜王之王. 1, 煙火聖徒

9801
馮麗莎(Lisa See)著; 林維

頤, 陳靜修, 林劭瑜譯
978-986-185-246-1

龍骨

9712 老搖著 978-986-185-247-8 BJ算牌日記: 算牌手與Casino的戰爭

9712 林祖嘉著 978-986-185-248-5 重回經濟高點: 兩岸經貿與臺灣未來

9712 楊衛隆著 978-986-185-249-2 當世界不再消費: 經濟最壞面目

9712 劉立群著 978-986-185-250-8 超噓!!男子漢: 空中的人形醫生之爆笑事件簿

9802 竹林探月著 978-986-185-251-5 卜王之王. 2, 飛絮迷離

9802 竹林探月著 978-986-185-252-2 卜王之王. 3, 風起羅浮

9802 竹林探月著 978-986-185-253-9 卜王之王. 4, 生死謎題

9712

瑪莉.海金斯.克拉克

(Mary Higgins Clark)著;

李麗■譯

978-986-185-254-6

後會誰說無期

9712 王躍文著 978-986-185-256-0 龍票

9712 王躍文著 978-986-185-255-3 龍票

9712 月關著 978-986-185-257-7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一, 殺邊樂

9712 月關著 978-986-185-258-4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二, 殺邊樂

9801
莫里茲.胡柏(Moritz

Huber)著; 羅慕謙譯
978-986-185-259-1

改變人生的動物園之旅



9801

卡爾約翰.瓦格倫(Carl-

John Vallgren)著; 謝瑤玲

譯

978-986-185-261-4

絕美情史

9801 邱永林著 978-986-185-262-1 不生氣的工作: 第一本情緒問題的解決指南

9801 布魯斯作 978-986-185-263-8 夜店大譙民: 造口業不求人

9801 月關著 978-986-185-265-2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三-十四, 蜀中劫

9801 月關著 978-986-185-264-5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三-十四, 蜀中劫

9801 何權峰著 978-986-185-266-9 為什麼聰明人會做糊塗事

9802 王躍文著 978-986-185-268-3 大清相國

9802 王躍文著 978-986-185-267-6 大清相國

9801
芮妮.伊凡森(Renee

Evenson)著; 莫策安譯
978-986-185-269-0

服務聖經101: 你一定要學的顧客服務技巧

9802 楊天立著 978-986-185-270-6 第一次買黃金就賺錢

9802

瑪莉.海金斯.克拉克

(Mary Higgins Clark)著;

蔣慶慧譯

978-986-185-271-3

說再見之前

9802 Roy著.繪 978-986-185-272-0 貓宅一生: Peavy與我的生活日記

9802 不帶劍著 978-986-185-273-7 老天給我的女孩Our fu story

9802 月關著 978-986-185-276-8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五-十七, 決戰紫禁之巔

9802 月關著 978-986-185-275-1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五-十七, 決戰紫禁之巔

9802 月關著 978-986-185-274-4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五-十七, 決戰紫禁之巔

9802 司螢居士著 978-986-185-278-2 八字洩天機

9802 司螢居士著 978-986-185-277-5 八字洩天機

9803

凱薩琳.雷恩.海德

(Catherine Ryan Hyde)著;

林師祺譯

978-986-185-280-5

愛在現在式

9803
安德莉亞.克理佛波士頓

著; 張彬譯
978-986-185-282-9

當哈利揍了莎莉: 爸媽怎樣處理最適當

9803 片桐健著; 黃郁婷譯 978-986-185-283-6 告別冏業務,成為超級業務員

9803 角田光代著; 劉子倩譯 978-986-185-285-0 第八日的蟬

9803 月關著 978-986-185-288-1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八-二十, 白衣天下

9803 月關著 978-986-185-287-4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八-二十, 白衣天下



9803 月關著 978-986-185-286-7 回到明朝當王爺. 卷十八-二十, 白衣天下

9803 羅渝著 978-986-185-290-4 上清寺祕寶: 連圖迷蹤

9803 羅渝著 978-986-185-289-8 上清寺祕寶: 連圖迷蹤

9803
勞勃.麥克林(Robert

Macklin)著; 畢熙燕譯
978-986-185-291-1

看見陸克文: 支持度居高不下的澳洲總理

總計: 55種 55冊

祐生研究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613479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長春路137

巷3號2樓之1
 E-mail:archilif@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財團法人祐生研究基金

會潛鋒特組作
978-957-8228-04-7

未來百年人類生態聚落變化之預測: 2003潛鋒報告

9710
財團法人祐生研究基金

會潛鋒特組作
978-957-8228-06-1

未來百年人類生態聚落變化之預測: 2006潛鋒報告

總計: 2種 2冊

唐山 連絡人:邱士博 電話:(02)83692342 傳真:(02)23639735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333巷9號B1
 E-mail:tonsan@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楊風作 978-986-7021-75-5 山上的孩子

9612 高榮禧著 978-986-7021-83-0 西方藝術中的女體呈現: 傅柯的啟迪

9612 張■著 978-986-7021-84-7 調色盤: 張■詩集

9702 莊華堂編著 978-986-7021-85-4 土匪窟的故事: 獅仔頭山的歷史與藝文

9801 蕭家興編著 978-986-7021-88-5 社區規劃學: 住宅建築社區化之規劃

9704
Clifford Green, Thomas

Tseng
978-986-7021-93-9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sino-theology: Dietrich bonhoeffer

und sino-theologie

9705 羅永昌著 978-986-7021-94-6 臺灣常民文物圖錄

9706 施舜晟作.插圖 978-986-7021-95-3 果貿三村: 傻呆的左營地圖

9707 楊風著 978-986-7021-97-7 故鄉: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歌: 深層生態的深層呼喚

9707 鍾肇政主講; 彭瑞金總 978-986-7021-98-4 鍾肇政口述歷史: 『戰後臺灣文學發展史』十二講



9708 搖真作 978-986-7021-99-1 一個四年級生

9709 沙漠作 978-986-6552-01-4 孤獨的旅程: 永遠是投稿者的自述

9708 莊華堂作 978-986-6552-02-1 慾望草原

9709 廖偉棠主編 978-986-6552-04-5 Can影像誌: 非常教育

9710 蔣憲國作 978-986-6552-06-9 日本食品體系結構與發展課題

9710 洪德仁, 白裕彬主編 978-986-6552-07-6 醫學教育看到社區

9711 王麗華作 978-986-6552-10-6 情若連環

9711
楊士範作

978-986-6552-11-3
飄流的部落(niyaho): 近五十年的新店溪畔原住民都市

家園社會史

9712 何亭慧詩 978-986-6552-12-0 卡布納之灰

總計: 19種 21冊

羔羊城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12836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郵政信箱

39-5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孫加樂編著 978-957-98719-6-9 永生真道■玄

總計: 1種 1冊

益富營養中心 連絡人:郭淑如 電話:(02)28837300 傳真:(02)28835515

郵遞區號:1116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承德

路四段281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臨床營養手冊編輯小組

編輯
978-986-84840-0-9

臨床營養手冊

總計: 1種 1冊

家威影音實業 連絡人:林和賢 電話:(02)25364140 傳真:(02)25624026

郵遞區號:1044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二段20巷18號2樓
 E-mail:jw.music@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渼娟著 978-957-29943-1-3 渼的音緣



總計: 1種 2冊

泰電電業 連絡人:曹堤 電話:(02)23811180 傳真:(02)2314362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博愛路76號

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尼克.宏比(Nick Hornby)

著; 曾志傑譯
978-986-6535-08-6

砰!

9801

傑克.麥戴維(Jack

McDevitt)作; 廖愛苓, 歸

也光譯

978-986-6535-09-3

探尋者

9802
蘇菲.金索拉(Sophie

Kinsella)著; 林姿欣譯
978-986-6535-10-9

還記得我嗎?

9803 冷言著 978-986-6535-12-3 鎧甲館事件

9803 食凍麵著 978-986-6535-13-0 超級帶賽亞人

總計: 5種 5冊

琉璃光 連絡人:邱文珠 電話:(02)27753066 傳真:(02)27529074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八德路二段

346巷5號1樓
 E-mail:twlapis@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魯道夫.史丹勒(Rudolf

Steiner)著; 潘定凱譯
978-957-8840-32-4

靈性科學入門

9712
魯道夫.史丹勒(Rudolf

Steiner)原著; 潘定凱編
978-957-8840-33-1

超越生死門: 高等靈界知識與修證法門

總計: 2種 2冊

馬可 連絡人:郭佩貞 電話:(02)23897013 傳真:(02)23753598

郵遞區號:1107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

東路五段1之7號9樓
 E-mail:service@wiskno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兒玉光雄著; 蔡幸君譯 978-986-6986-57-4 大人也著迷的右腦訓練: 右腦進化的關鍵100題



e

e

9712 保■隆著; 李惠芬譯 978-986-6986-58-1 養腦書: 大腦常春的77種生活習慣

總計: 2種 2冊

馬可孛羅文化 連絡人:郭寶秀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419291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show@ci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詹宏志著 978-986-7247-75-9 綠光往事

9709
李伯齡(A. J. Liebling)作;

陳蓁美譯
978-986-7247-78-0

在巴黎餐桌上: 美好年代的美食與故事

9711
凱薩琳.弗林(Kathleen

Flinn)著; 廖婉如譯
978-986-7247-82-7

巴黎藍帶廚藝學校日記

總計: 3種 3冊

草根 連絡人:林君亭'r 電話:(02)25865708 傳真:(02)25863758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關渡

里立功街79巷9號
 E-mail:a4791@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陳冠學著 978-986-6656-14-9 陳冠學隨筆: 夢與現實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15-6 臺灣七色記. 1, 白版戶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16-3 臺灣七色記. 2, 黑水溝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17-0 臺灣七色記. 3, 洪豆劫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18-7 臺灣七色記. 4, 黃虎印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19-4 臺灣七色記. 5, 藍海夢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20-0 臺灣七色記. 6, 青山路

9706 姚嘉文著 978-986-6656-21-7 臺灣七色記. 7, 紫帽寺

總計: 8種 8冊

茵山外 連絡人:塗思真 電話:(02)87123898 傳真:(02)87123897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南京東路四

段25號11樓
 E-mail:jane@locuspublishi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x

9802 黃薇作 978-986-6916-13-7 微調術

總計: 1種 1冊

校園書房 連絡人:鄭漢光 電話:(02)29182460 傳真:(02)29182462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

路50號6樓
 E-mail:www.campu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馬可.謝雷登(Mark

Sheridan)主編; 石敏敏譯
978-986-198-087-4

創世記12-50章

9712
麥拉倫(Brian D.

McLaren)作; 葉嬋芬譯
978-986-198-088-1

說故事的基督徒

9801
路卡杜(Max Lucado)著;

屈貝琴譯
978-986-198-089-8

面對心中的巨人

9801 程亦君著 978-986-198-090-4 舊約會說話

9801

莎倫貝兒(Susie

Shellenberger)作, 屈貝琴

譯

978-986-198-092-8

喜樂超新星

9802
唐.米勒(Donald Miller)

著; 王瑜玲譯
978-986-198-093-5

擁抱神的愛

9801

考柏夫婦(David &

Heather Kopp)著; 江惠蓮,

鄭嘉宛譯

978-986-198-094-2

天天為孩子禱告(簡體字版)

9801
考柏夫婦(David &

Heather Kopp)著; 吳品譯
978-986-198-095-9

天天為婚姻禱告(簡體字版)

9802
格林(Michael Green)著;

黃元林譯
978-986-198-096-6

馬太福音

9803
柳川茂文; 河井挪亞圖;

米雅譯
978-986-198-097-3

白菜夫人怕蟲蟲

總計: 10種 10冊

核心文化 連絡人:任美玲 電話:(07)3130172e 傳真:(07)3130178



x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通化

街47巷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小妮子著 978-986-6932-98-4 騎士蘿莉塔. 4, 柯利爾的抉擇

9711 韋琦著 978-986-6932-99-1 鬼魂就在你身邊

9711 小妮子著 978-986-6503-00-9 騎士蘿莉塔. 5, 蓋普利爾家族的詛咒

9801
羅德里克.戈登, 布萊恩.

威廉斯著; 肖毛譯
978-986-6503-01-6

隧道Tunnels

9712 鄧九剛著 978-986-6503-03-0 大盛魁商號

9712 鄧九剛著 978-986-6503-02-3 大盛魁商號

9801 水湄伊人著 978-986-6503-04-7 所多瑪的咒語

總計: 7種 7冊

桂冠 連絡人:蕭春松 電話:(037)832001 傳真:(037)832061

郵遞區號:35241
地址:苗栗縣三灣鄉中山

路2號
 E-mail:meditation@laurea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巴特勒(Judith Butler)原

著; 林郁庭譯
978-957-730-585-5

性/別惑亂: 女性主義與身分顛覆

總計: 1種 4冊

桂魯 連絡人:孫汶 電話:(02)27227543 傳真:(02)27227671

郵遞區號:1101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信義

路五段5號7G08室
 E-mail:ethuang@gcn.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Alan T. Stutts, James F.

Wortman原著; 林万登審

譯

978-986-81353-7-6

飯店與住宿產業管理

總計: 1種 1冊

桃縣文化局 連絡人:王瓊華 電話:(03)3322592e 傳真:(03)3392450

郵遞區號:330 地址:桃園市縣府路21號  E-mail: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至敏, 江錫聰, 楊雅筑

編輯
978-986-01-5432-0

絕美風華: 桃園縣美術家邀請展

9711
張至敏, 江錫聰, 楊雅筑

編輯
978-986-01-5659-1

十全十美: 桃源美展. 第26屆

9712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編輯 978-986-01-6445-9 桃園縣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第13屆

9801 陳子淳計畫主持 978-986-01-7461-8 桃園縣古蹟保存區涵蓋範圍劃設與執行之調查研究

總計: 4種 8冊

桃縣平鎮市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682436

郵遞區號:32455
地址:桃園縣平鎮市中山

路4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范姜春枝等編著 978-986-01-7499-1 藝術平鎮: 平鎮市藝術季成果彙編.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桃縣西門國小 連絡人:黃從孝 電話:(03)3342351 傳真:(03)3347248

郵遞區號:33053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莒光

街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從孝主編 978-986-01-6540-1 西門采風錄. 2

總計: 1種 1冊

桃縣府 連絡人:黃可玉 電話:(03)3322101e 傳真:(03)3343639

郵遞區號:330 地址:桃園市縣府路1號  E-mail:144081@mail.ty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桃園縣政府編著 978-986-01-5555-6 桃園縣身心障礙福利服務手冊

9712 Lin Shu-Fen 978-986-01-7087-0 Pilot Taoyuan education take off

9712 桃園縣政民政處編輯 978-986-01-7191-4 結婚禮儀服務手冊

9712 桃園縣政府編 978-986-01-7207-2 桃園縣老人福利服務手冊

9712 桃園縣政府編著 978-986-01-7268-3 啟動原力 夢想起飛: 原住民族創業教戰手冊

9712 桃園縣民政處編輯 978-986-01-7423-6 殯葬禮儀服務手冊: 天上 人間 溫馨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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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陳國君總編輯 978-986-01-7494-6 桃園.行旅: 旅遊手札

9801 陳國君總編輯 978-986-01-7495-3 桃園.行旅: 旅遊手札(簡體字版)

9801 陳國君總編輯 978-986-01-7514-1 Taoyuan a journey           )

總計: 9種 20冊

桃縣亞太數位學習學會 連絡人:蔡秀玲 電話:(03)4227151e 傳真:(03)4261931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

路3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Fu-Yun Yu et.al

978-986-84735-0-8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16th: theme-based doctoral student consortium for...

9710
Fu-Yun Yu et.al

978-986-84735-1-5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16th: theme-based doctoral student consortium for...

總計: 2種 4冊

桃縣華勛國小 連絡人:蔡本慧 電話:(03)4661587e 傳真:(03)4366409

郵遞區號:32077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榮民

南路20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彭榮等總編輯 978-986-01-7015-3 華勛國小校園生態導覽手冊

總計: 1種 2冊

桃縣衛生局 連絡人:方如櫻 電話:(03)3340935e 傳真:(03)3336169

郵遞區號:330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縣府

路5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雪莉, 陳純燕編輯 978-986-01-5519-8 健康叮嚀手冊

9710
陳卿儀, 蔡慧敏, 黃麒伊

編輯
978-986-01-5520-4

TB衛教手冊

總計: 2種 4冊

格林文化 連絡人:劉曉菁 電話:(02)23517251 傳真:(02)23517244



郵遞區號:1065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二段2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巴布.葛拉漢(Bob

Graham)文.圖; 宋珮譯
978-986-189-098-2

重新飛起來!

9712
大衛.盧卡斯(David

Lucas)文.圖; 劉嘉路譯
978-986-189-120-0

機器人與青鳥

9712 李幸娟文; 曾思中圖 978-986-189-122-4 阿嬤的大眠床

9711
辛西亞.彼得森文; 布萊

恩.彼得森圖; 董霈譯
978-986-189-125-5

消失的寶藏

9712 瓦倫提尼(Pia Valentinis) 978-986-189-126-2 我筆我記

9712 蘿拉.希格文.圖; 黃聿君 978-986-189-128-6 我們一起玩: 狗狗和熊熊

9712
荷馬.歐維等詩人文; 維

達利圖
978-986-189-129-3

星座愛恨情

9712 Nikoli文.圖 978-986-189-131-6 玩數壹得第一. 2

9712
楊娜.查爾蒂絲.麥當諾

文; 李慧娜譯
978-986-189-132-3

和瑪麗蓮夢露喝咖啡

9802

貝尼索托(Pedro

Penizzotto)文.圖; 張育豐

譯

978-986-189-133-0

我的恐龍

9801
辛西亞.彼得森文; 布萊

恩.彼得森圖; 黃聿君譯
978-986-189-134-7

神秘谷

9801 Nikoli文.圖 978-986-189-135-4 聰明玩數獨. 9

9802 陳志勇文.圖; 郭恩惠譯 978-986-189-136-1 別的國家都沒有

9801 梅蓮妮瓦文.圖; 郭恩惠 978-986-189-139-2 我和畢卡索搬家到北極

9801 娜莉.萊恩文.圖; 林煜帷 978-986-189-140-8 手繪流行教主

9801 唐諾.摩爾文; 谷意譯 978-986-189-141-5 和柏拉圖喝咖啡

9802
辛西亞.彼得森文; 布萊

恩.彼得森圖; 董霈譯
978-986-189-142-2

抓小偷

9803
辛西亞.彼得森文; 布萊

恩.彼得森圖; 董霈譯
978-986-189-143-9

划船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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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喬拿溫特文; AG福特圖;

林煜幃譯
978-986-189-144-6

歐巴馬

9802 狄運來文 978-986-189-145-3 玩數龍腦靈通. 1

9802
強納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文; 林家瑄譯
978-986-189-147-7

和亞里斯多德喝咖啡

總計: 21種 23冊

索卡當代藝術 連絡人:張淳雅 電話:(02)25700390 傳真:(02)25700393

郵遞區號:1055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南路一段57號2樓
 E-mail:angel.lai@soka-ar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蕭博中, 游麗珠執行編 978-986-84483-3-9 大開眼界: 日本當代藝術

總計: 1種 1冊

真理大學休閒事業學院 連絡人:蔡燿隆 電話:(06)5703100e 傳真:(06)5703834

郵遞區號:721
地址:臺南縣麻豆鎮北勢

里北勢療70-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宇良等作

978-986-6758-12-6
『中華觀光管理學會』暨『臺灣休閒與遊憩學會』聯

合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真理大學臺文系 連絡人:錢鴻鈞 電話:0928939245 傳真:(06)5700764

郵遞區號:721
地址:臺南縣麻豆鎮北勢

里北勢療70-11號
 E-mail:hechien@mt.a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真理大學(麻豆校區)語

文學院臺灣文學系主編
978-986-6758-13-3

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杜潘芳格文學學術研討會資料彙

集. 第十二屆

總計: 1種 1冊

原水文化 連絡人:潘玉女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penny_pan@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曾忠仁著 978-986-7069-71-9 選對你的醫學美容

9802 梁錦華著 978-986-7069-73-3 無齡的祕密: 回到25歲的功能醫學養生法

9712 蘇東平等著 978-986-7069-85-6 走進躁鬱世界

9712 賴鴻緒著 978-986-7069-86-3 圖解小兒外科常見疾病

9712
蕭慎行著

978-986-7069-87-0
腰太粗,原來是胰島素在搞鬼: 拒絕肥胖與代謝症候群

的高效率健康計畫

9801 吳永志著 978-986-7069-88-7 不一樣的自然養生法: 實踐100問

9802 熊仲川著 978-986-7069-89-4 慢老: 別讓錯誤方法讓你加速老化

總計: 7種 7冊

原民會文化園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89214

郵遞區號:903
地址:屏東縣瑪家鄉北葉

村風景10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游明龍設計有限公司撰

文.翻譯
978-986-01-6553-1

原鄉的呼喚: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導覽手冊

9712 曾毓芬, 吳榮順撰文 978-986-01-6654-5 臺灣原住民族撒奇萊雅族樂舞教材

9712
陳秀珠, 陳俊男主持

978-986-01-7063-4
『撒奇萊雅族傳統聚落展示計畫』委託研究規劃及設

計圖說編製案報告  書

總計: 3種 6冊

原音基金會 連絡人:林加惠 電話:(03)8543513 傳真:(03)8535181

郵遞區號:97353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東昌

村東里九街71號
 E-mail:bn50@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財團法人原住民音樂文

教基金會編著
978-957-97601-3-3

花蓮縣!布農族.阿美族.太魯閣族童謠繪本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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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 連絡人:郭獻棠 電話:(02)23634180 傳真:(02)23635662

郵遞區號:23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成功

路一段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編 978-986-01-5209-8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彙編

9712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編 978-986-01-6927-0 闔家平安: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民眾防護手冊

總計: 2種 4冊

原點 連絡人:鄭俊平 電話:(02)23113678 傳真:(02)2311363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21號5樓之1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Bbrother著

978-986-84184-6-2
一起活在牆上!: 一切從塗鴉開始,Bbrother的新青年行

動事件簿

9710
大衛.伯金斯(David

Perkins)著; 莊靖譯
978-986-84184-7-9

看藝術學思考: 看得不一樣,想得更靈活的創意思考技

術

9711
伊莉莎白.裘芮(Elizabeth

Currid)著; 李佳純譯
978-986-84184-8-6

安迪沃荷經濟學: 紐約夜店引爆的億萬創意生產線

9801 ■地桂子著; 黃筱威譯 978-986-84184-9-3 和風經典設計一■■選

9712

諾亞.柯納(Noah Kerner),

金恩.普列斯曼(Gene

Pressman)著; 安卓.埃 瑟

斯(Andrew Essex)協助寫

作; 曾沁音譯

978-986-84852-0-4

酷效應: 堅持原味: 永恆的商品設計法則

9712
麥克斯.瑞本(Max

Rippon)著; 莊靖譯
978-986-84852-1-1

性設計.設計性

9712
戴伯特.烏拉(Delbert

Unruh)著; 王孟超譯
978-986-84852-2-8

劇場名朝: 當代大師李名覺的舞臺設計美學

9802
視覺設計研究所著; 桑

田草譯
978-986-84852-4-2

找到你心中的天使: 給相信愛與希望的人

9802
視覺設計研究所著; 桑

田草譯
978-986-84852-5-9

擋不住的魔鬼誘惑: 讓我們無法自拔的敗德慾望



e

總計: 9種 9冊

致悅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120277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57號6樓之1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羅詩堯, 覃萍編著 978-986-84836-0-6 駭客攻防實戰進階

9712
叢琳編著

978-986-84836-1-3
網站配色.構圖.細節設計; 設計要點 色彩指南 版面結

構 細節展示

總計: 2種 2冊

致遠管理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5712735

郵遞區號:72153
地址:臺南縣麻豆鎮南勢

里87-1號
 E-mail:kennyh@dw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丘慧瀅等合編 978-986-84235-5-8 大學國文選

9802 劉滌凡編著 978-986-84235-6-5 簡體字教學與批判

總計: 2種 3冊

時周文化 連絡人:林淑雅 電話:(02)23087111 傳真:(02)23361667

郵遞區號:108 地址:臺北市大理街132  E-mail:ctw@mail.chinatime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詹仁雄圖.文 978-986-7586-68-1 人二雄路線. 2, 奧客之道

9710 王石, 繆川著 978-986-7586-70-4 我怎麼成為世界第一: 王石的道路與夢想

9711 中天娛樂著 978-986-7586-71-1 冰冰好料理之大廚絕活: 1餐變2餐的百變料理

9711 王偉忠著 978-986-7586-72-8 我是康樂股長: 王偉忠週記...亂講有理、娛樂無罪!

9712 吉村葉子著; 吳怡文譯 978-986-7586-73-5 法國女人不花錢也優雅

9712 柯珊珊文字.攝影 978-986-7586-74-2 歡迎光臨!幸福株式會社

9801 永山久夫著; 吳怡文譯 978-986-7586-75-9 100歲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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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帝奇亞諾.坦尚尼(Tiziano

Terzani)著; 傅爾科.坦尚

尼(Folco Terzani)記錄; 薛

文瑜譯

978-986-7586-76-6

最後的邀請: 父予子的告別禮物

9803 Yuki Tomo著; 游蕾蕾譯 978-986-7586-77-3 魔術師教你詐!: 人生騙術大拆解

9803 王蓉蓉, 王偉忠著 978-986-7586-78-0 偉忠姐姐的眷村菜. 2: 王家祕傳33道吹牛好菜

總計: 10種 10冊

時英 連絡人:吳心頤 電話:(02)23637348 傳真:(02)23627836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88號3樓之1
 E-mail:Elite@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陳陽德, 紀俊臣主編 978-986-7762-87-0 地方民主與治理: 陳陽德教授榮退紀念論文集

9709
戴麗娟, 謝柏暉等譯; 陳

建守主編
978-986-6653-14-8

史家的誕生: 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

9710 孟慶法著 978-986-6653-15-5 龍與鷹: 世紀大搏鬥

總計: 3種 3冊

時報文化 連絡人:蔡麗芳 電話:(02)23087111 傳真:(02)23027844

郵遞區號:10803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和平

西路三段240號3樓
 E-mail:Lifang@readingtime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吳若權著 978-957-13-4843-8 男人心,回紋針: 激發壞男人的好特質(星馬版)

9711 笠茂享久著; 孫玉珍譯 978-957-13-4919-0 健不健康?看牙齒就知道!

9711

巴拉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作; 王輝耀, 石冠

蘭譯

978-957-13-4926-8

歐巴馬的夢想之路: 以父之名

9710 鳥居祐一作; 蔡昭儀譯 978-957-13-4930-5 花錢致富: 今天怎麼用錢,決定你明天的財富

9711 熊怡凱文.攝影 978-957-13-4935-0 真食味: 小熊與廚房的非常關係

9711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978-957-13-4936-7 關於跑步, 我說的其實是......

9711 吳學昭著 978-957-13-4941-1 聽楊絳談往事

9711 敖幼祥著 978-957-13-4944-2 爆笑烏龍院. 2



9801 竹中信子著; 熊凱弟譯 978-957-13-4946-6 日治臺灣生活史: 日本女人在臺灣. 昭和篇(1926-1945)

9801 竹中信子著; 熊凱弟譯 978-957-13-4945-9 日治臺灣生活史: 日本女人在臺灣. 昭和篇(1926-1945)

9711

瓦勒斯.布羅克(Wallace

S. Broecker), 羅伯.庫齊

格(Robert Kunzig); 洪慧

978-957-13-4947-3

馴服暖化猛獸: CO2對抗記

9711
道格拉斯.亞當斯

(Douglas Adams)著; 莫與
978-957-13-4948-0

生命、宇宙及萬事萬物

9711 施穎瑩著 978-957-13-4949-7 預約私房美味。

9711
瑪西.許莫夫(Marci

Shimoff), 卡蘿.克萊合著
978-957-13-4950-3

快樂,不用理由: 做好七件事,快樂一輩子!

9712
安德瑞烏.卡蘭薩, 艾斯

特班.馬丁作; 林志都譯
978-957-13-4951-0

高第密碼

9711
約翰.史崔勒基(John P.

Strelecky)著; 朱衣譯
978-957-13-4952-7

生命沙伐旅: 一場夢想與勇氣的心靈獵遊

9712 敖幼祥著 978-957-13-4953-4 活寶

9712 朱德庸作 978-957-13-4954-1 絕對小孩

9711 戴晨志著 978-957-13-4955-8 少抱怨,多實踐!: 改變一生的行動力與意志力

9712 吳若權著 978-957-13-4956-5 開運之前,先開心!: 吸引好運上門的快樂秘密

9712
傑佛瑞.克拉姆斯(Jeffrey

A. Krames)作; 陳以禮譯
978-957-13-4957-2

聽彼得杜拉克的課: 百年經典十五講

9712 周世惠著 978-957-13-4958-9 為成長做準備: 親手媽媽存一個育兒的幸福戶頭

9712 向谷匡史作; 蔡昭儀譯 978-957-13-4959-6 極道商學院

9801 劉墉著 978-957-13-4960-2 劉墉生活Cafe: 8分鐘教你應對進退

9712 林碧玉著 978-957-13-4961-9 靠近愛: 人醫仁醫

9712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蓮 978-957-13-4963-3 王國. 3, 祕密的花園

9712
提姆.蓋斯特著; 陳芝儀

譯
978-957-13-4964-0

第二人生: 1,600萬公民、7,000家獲利企業的線上經濟

大國

9712
金安平(Annping Chin)作;

黃煜文譯
978-957-13-4967-1

孔子: 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

9712 戴晨志著 978-957-13-4968-8 少抱怨,多實踐: 改變一生的行動力與意志力(星馬版)

9801 水野敬也著; 張智淵譯 978-957-13-4972-5 夢象成真

9712 西尾徹也編著; 蘇蔚琳 978-957-13-4973-2 圖形數獨一百勝



e

e

9712 櫻井優子著; 陳吳鑫譯 978-957-13-4974-9 快樂寶寶瑜伽

9801
史帝夫.貝利(Steve Berry)

著; 子玉譯
978-957-13-4975-6

第三祕密

9802
岸良裕司作; 張凌虛, 鄭

曉蘭譯
978-957-13-4976-3

問題不能拆開來看!: 一次解決所有難題的TCC思考流

程

9712 洪文棟, 張和民, 林美璱 978-957-13-4977-0 團團圓圓: 我的寶貝貓熊

9801 陳文茜著 978-957-13-4978-7 亂世佳人

9801 中華音樂人交流協會作 978-957-13-4980-0 臺灣流行音樂200最佳專輯: 1975-2005

9801 洪文棟, 張和民, 林美璱 978-957-13-4981-7 我愛團團圓圓

9801 鄭匡宇著 978-957-13-4983-1 就是愛被罵: 史上最強被罵應對心理學

9801
麥爾坎.葛拉威爾

(Malcolm Gladwell)作; 廖
978-957-13-4984-8

異數: 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裡?

9802 皮科.艾爾著; 莊安祺譯 978-957-13-4986-2 開闊之路: 達賴喇嘛的人生智慧. 5

9801
鈞特.葛拉斯著; 魏育青,

王濱濱, 吳裕康譯
978-957-13-4987-9

剝洋蔥

9802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溫洽溢譯
978-957-13-4988-6

前朝夢憶: 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9802 張大春著 978-957-13-4990-9 富貴■

9802 細谷功作; 張凌虛譯 978-957-13-4994-7 鍛鍊你的地頭力

9802 米果著 978-957-13-4998-5 綠豆椪的偏見

總計: 46種 47冊

時報廣告執委會 連絡人:張靖媛 電話:(02)23087111 傳真:(02)23086974

郵遞區號:10855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艋舺

大道303號B4
 E-mail:yes6228@mail.chinatime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淑黛總編輯 978-957-13-4851-3 時報廣告獎30年精選特輯

總計: 1種 1冊

時藝多媒體 連絡人:李逸馨 電話:(02)23087111 傳真:(02)23048545

郵遞區號:1080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大理

街132號
 E-mail:han0922@ms57.hinet.net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炳華作 978-986-83101-7-9 絲路傳奇: 新疆文物大展

總計: 1種 1冊

晟景數位文化 連絡人:周貞妤 電話:(07)2227368e 傳真:(07)2227398

郵遞區號:80271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

二路74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李正雄, 李以新著 978-986-7286-35-2 高中數學學習講義: 95新課程標準

9612 李福海編著 978-986-7286-38-3 完全記入式高中數學課用講義(新課程標準)

9702 李正雄, 李以新著 978-986-7286-39-0 高中數學學習講義1-4冊總複習

9702 王韻芳等著 978-986-7286-40-6 四十不惑: 教育部頒定40篇核心古文題本

9703 楊明, 楊克敏作 978-986-7286-41-3 完全記入式高中化學總複習講義(基礎化學+必修化學)

9703 陳敬安主編 978-986-7286-42-0 高中英文時事新知閱讀&模擬試題

9704 謝宏政著 978-986-7286-46-8 高中數學1-4冊經典試題之解題技法與複習方針

9704 王韻芳等編著 978-986-7286-47-5 四十不惑: 經典韻文

9704 許英才著 978-986-7286-48-2 應試對策. 上冊, 高中公民與社會一-四冊總整理

9704 歐陽美慧著 978-986-7286-51-2 平安符: 國文考科學科能力測驗

9706 林比亨, 利洋著 978-986-7286-53-6 高中生物指考聖經

9705 曹淇峰著 978-986-7286-55-0 高中化學經典試題

9705 李泗賓著 978-986-7286-54-3 高中物理經典試題之解題技法與複習方針

9705 王韻芳等編著 978-986-7286-56-7 四十不惑: 經典散文

9705 郭春安等著 978-986-7286-57-4 英文句型與翻譯

9706 潘妤彤著 978-986-7286-58-1 高中歷史試題判讀技法

9705 周青彬著 978-986-7286-60-4 高中物理複習週記. 上: 16週複習進度全紀錄. 2008-

9706 李福海著 978-986-7286-62-8 高中數學考科平安符

9707 王文河著 978-986-7286-63-5 高中國文應試對策: 你不能不知道的76個題型

9707 王文河著 978-986-7286-65-9 高中國文力的養成應試對策

9707 王文河著 978-986-7286-64-2 高中國文力的養成應試對策

9707 侯明全著 978-986-7286-66-6 高中生物應試對策. 中

9707 周青彬著 978-986-7286-67-3 高中物理應試對策. 中

9707 許茂智著 978-986-7286-68-0 高中化學應試對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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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 葉晉宏著 978-986-7286-69-7 對話式講義高中選修數學. I

9707 李正雄著 978-986-7286-70-3 學習講義高中選修數學. I

9707
徐鍬鳳, 周香君, 葉柏秀

編著
978-986-7286-71-0

英文解開克漏字之謎

9707 許英才著 978-986-7286-72-7 高中公民與社會. 上

9710 周青彬著 978-986-7286-74-1 高中物理複習週記. 下: 16週複習進度全紀錄. 2008-

9710 許茂智, 蔡祥義編 978-986-7286-75-8 高中化學複習週記. 下: 16週複習進度全紀錄. 2008-

9710 林比亨著 978-986-7286-76-5 高中生物複習週記. 下: 16週複習進度全紀. 2008-2009

9712 李正雄著 978-986-7286-78-9 學習講義高中選修數學. II

總計: 32種 32冊

財政部 連絡人:徐秀鈴 電話:(02)27642296 傳真:(02)2756879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愛國西路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編輯
978-986-01-6042-0

財政部訴願決定書彙編選輯. 96年度

9712 財政部稅制委員會編纂 978-986-01-6308-7 營業稅證券交易稅期貨交易稅法令彙編. 97年版

總計: 2種 5冊

財信 連絡人:黃玉潔 電話:(02)25512561 傳真:(02)23712088

郵遞區號:10444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

東路一段52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麥可.康恩(Michael Kahn)

著; 陳儀譯
978-986-6602-18-4

技術線圖輕鬆學: 一張線圖解讀市場想法

9711
威廉.杜根(William

Duggan)著; 劉慧玉譯
978-986-6602-19-1

策略直覺: 偉大成就來自靈光一閃

9711 楊森總編輯 978-986-6602-20-7 決勝臺股價值投資

9711 劉宗聖, 李洋昇, 彭穎華 978-986-6602-21-4 錢進越南: 越南投資實務手冊

9712
莉琪.科林漢(Lizzie

Collingham)著; 程芸譯
978-986-6602-22-1

咖哩群像: 印度料理文化誌



x

9711
夏畢洛(Robert J. Shapiro)

著; 吳國卿譯
978-986-6602-23-8

趨勢力: 改變未來15年的世界樣貌

9712
布魯斯.多佛(Bruce

Dover)作; 柯安琪譯
978-986-6602-24-5

梅鐸的中國大冒險

9712

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t), 勞倫斯.康寧漢

(Lawrence A.

Cunningham)編著; 張淑

978-986-6602-25-2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

9711
蕾貝卡.艾許(Rebecca

Ash)著; 蘇宇譯
978-986-6602-26-9

省錢過好日子的幸福處方

9712
麥克.克雷爾(Michael T.

Klare)著; 洪慧芳譯
978-986-6602-27-6

石油的政治經濟學: 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

9801
克瑞格.卡爾明(Craig

Karmin)著; 陳儀譯
978-986-6602-29-0

美元的榮光: 全球通用貨幣何去何從

9712

班傑明.葛拉漢(Benjamin

Graham), 史賓瑟.梅瑞迪

斯(Spencer B. Meredith)

著; 陳儀譯

978-986-6602-30-6

葛拉漢教你看懂財務報表

9712
傑克.伯恩斯坦(Jack

Bernstein)著; 陳重亨譯
978-986-6602-32-0

投資心理學

9801
陳盈華, 黃玉潔, 詹瑋綸

編輯
978-986-6602-33-7

蕭條、通縮與你的財富

9801 楊應超, 王之杰著 978-986-6602-36-8 沒有不可能: 外資首席分析師的第1名人生

總計: 15種 15冊

耕林 連絡人:任美玲 電話:(07)3130172e 傳真:(07)3130178

郵遞區號:80751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通化

街47巷3之1號
 E-mail:kingin.com@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月凌情著 978-986-139-651-4 殘酷少東

9710 月凌情著 978-986-139-652-1 獨裁少東

9710 月凌情著 978-986-139-653-8 惡質少東



9710 子心著 978-986-139-654-5 王爵的惡女傭

9710 子心著 978-986-139-655-2 大亨的假情人

9710 子心著 978-986-139-656-9 總裁的冰美人

9710 惜之著 978-986-139-657-6 與撒旦有約

9710 凱心著 978-986-139-658-3 頂級總裁情人

9711 銀千羽著 978-986-139-659-0 三月的騎士

9711 于佳著 978-986-139-660-6 303室帥哥軍團

9711 伊藤非著 978-986-139-661-3 豆芽菜公主

9711 秋姬著 978-986-139-662-0 大宮. 下, 三千寵愛

9711 木軒然著 978-986-139-663-7 執手千年. 1, 命中注定

9711 Vivibear著 978-986-139-664-4 恨相逢之戰國之戀. 1, 初遇清洲城

9712 惜之著 978-986-139-666-8 灰姑娘的眼淚

9712 衛齊亞著 978-986-139-667-5 限定愛你4380天

9711 靡寶著 978-986-139-668-2 歌盡桃花. 3, 皇子出征

9711 靡寶著 978-986-139-669-9 歌盡桃花. 4, 逍遙皇后

9712 波波著 978-986-139-670-5 綰青絲. 1, 轉世

9712 米米拉著 978-986-139-672-9 戀人交換生

9712 于佳著 978-986-139-673-6 303室帥哥軍團

9712 木軒然著 978-986-139-674-3 執手千年. 2, 京城之戀

9712 木軒然著 978-986-139-675-0 執手千年. 3, 錯點鴛鴦

9712 Vivibear著 978-986-139-676-7 恨相逢之戰國之戀. 2, 宿命難違

9712 安安著 978-986-139-677-4 花癡皇后. 1, 人面桃花

9712 方凌著 978-986-139-679-8 馴服野貓A計畫

9712 拓拔月亮著 978-986-139-680-4 傾君戀月

9712 惜之著 978-986-139-681-1 5度淺嘗愛戀

9712 惜之著 978-986-139-682-8 13度微醺愛戀

9712 惜之著 978-986-139-683-5 28度醉人愛戀

9712 惜之著 978-986-139-684-2 42度嗆辣愛戀

9712 子心著 978-986-139-685-9 插隊小情人

9712 月凌情著 978-986-139-686-6 惡魔的契約

9801 金子著 978-986-139-687-3 夜上海

9801 顧漫著 978-986-139-688-0 何以笙簫默



9801 安安著 978-986-139-689-7 花癡皇后. 2, 替身公主

9801 米米拉著 978-986-139-690-3 她和他和他和他

9801 于佳著 978-986-139-691-0 303室帥哥軍團

9801 犬犬著 978-986-139-692-7 第一皇妃. 7, 落難王子

9801 波波著 978-986-139-693-4 綰青絲. 2, 心計

9801 曉月聽風著 978-986-139-694-1 清宮情空. 1, 霸佔帝王愛

9801 木軒然著 978-986-139-695-8 執手千年. 4, 花好月圓

9801 犬犬著 978-986-139-696-5 第一皇妃. 8, 愛琴海之謎

9802 席晴著 978-986-139-697-2 火君憐妻

9802 席晴著 978-986-139-698-9 雷君追妻

9802 惜之著 978-986-139-699-6 錯愛之償還篇

9802 惜之著 978-986-139-700-9 錯愛之虧欠篇

9802 犬犬著 978-986-139-701-6 第一皇妃. 9, 太陽神的詛咒

9802 犬犬著 978-986-139-702-3 第一皇妃. 10, 真愛永恆

9802 安安著 978-986-139-703-0 花癡皇后. 3, 沁芳皇后

9802 Vivibear著 978-986-139-704-7 尋龍記. 1, 天子之劫

9802 曉月聽風著 978-986-139-705-4 清宮情空. 2, 恍若隔世

9802 寐語者著 978-986-139-706-1 帝王業. 上卷. 千古風雲

9802 月星汐著 978-986-139-707-8 玫瑰之翼

9802 小妮子著 978-986-139-708-5 仲夏夜之戀

9802 月凌情著 978-986-139-709-2 冷酷交易

9802 月凌情著 978-986-139-710-8 傲慢交易

9802 月凌情著 978-986-139-711-5 霸道交易

9802 席晴著 978-986-139-712-2 風君戲妻

9802 李歆著 978-986-139-713-9 獨步天下. 1, 非夢

9802 木軒然著 978-986-139-714-6 執手千年. 5, 執子之手

9802 柳暗花溟著 978-986-139-715-3 神仙也有江湖. 1, 誤闖仙界

總計: 62種 62冊

耕書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376309

郵遞區號:406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軍功

東街96巷16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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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孟慶玲作 978-986-83595-3-6 今月照古道: 北一女中古文閱讀心得寫作

9712 王美玥作 978-986-83595-4-3 一隻會思考的蝶: 解讀新詩密碼

總計: 2種 2冊

氣象應用推廣基金會 連絡人:林廷芳 電話:(02)27081730 傳真:(02)27031561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一段390號5樓之3
 E-mail:yu.q1000@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俞家忠著 978-986-84982-0-4 氣象千問: 氣象問題何其多

總計: 1種 1冊

特殊教育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512089

郵遞區號:1061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62號
 E-mail:wuchentw@nt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胡心慈, 吳亭芳, 張千惠

編輯
978-986-84894-0-0

邁向成功的融合: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年刊. 97年度

總計: 1種 1冊

倍樂文化 連絡人:盧小姐 電話:(07)5501057 傳真:(07)5501067

郵遞區號:813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南屏

路360號3樓之1
 E-mail:editor@2hig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7
黯然銷混蛋作; Amemura

畫
978-986-7073-47-1

哇!今夜哪裡有鬼!

9802 款款原作 978-986-7073-98-3 三千世界一花開

9802 款款原作 978-986-7073-97-6 三千世界一花開

9801 款款原作 978-986-7073-96-9 三千世界一花開

9711 黯然銷混蛋作 978-986-6569-00-5 江湖

9710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07-4 無罪之都

9712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08-1 歡迎來到神話世界



e

e

e

9801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09-8 無罪之都. 2

9802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10-4 小蛋的異想世界

總計: 9種 10冊

倦勤齋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519566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新生南路一

段148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政松著 978-957-97780-2-2 突兀巖巒氣: 王鐸

總計: 1種 1冊

師大 連絡人:許世玲 電話:(02)23636023 傳真:(02)2362116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

段162號
 E-mail:e59020@cc.nt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潘慧玲主持 978-957-752-535-2 教育指標年度報告書. 97年版

總計: 1種 1冊

師大地理系 連絡人:李宜梅 電話:(02)23637874 傳真:(02)2369177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

段162號文學院大樓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吳鄭重著 978-957-752-537-6 廚房之舞: 身體與空間的日常生活地理學考察

9802 譚鴻仁著 978-957-752-539-0 膨風茶的地理學

總計: 2種 4冊

師大表演所 連絡人:黃于真 電話:(02)33932343 傳真:(02)33936131

郵遞區號:1061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62號
 E-mail:perform@nt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林淑真計畫主持

978-986-01-6209-7
十城十美: 國際城市『表演藝術暨創意產業』國際研

討會論文集



e

總計: 1種 2冊

師大音樂系 連絡人:吳佩蓉 電話:(02)23625197 傳真:(02)23622347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

段16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陳曉雰執行編輯

978-957-752-517-8
音樂教育學術研討會: 音樂教育評量: 演奏、創造與聆

聽論文集. 2007

總計: 1種 1冊

師大美術系 連絡人:陳一心 電話:0920275802 傳真:(02)23699814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師大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廖修平, 林昌德企劃執

行; 陳美璇, 江凌青翻譯
978-957-752-528-4

臺灣.國際迷你版畫、素描邀請展. 2008

9801
洪顯超, 莊連東企劃執

行
978-957-752-534-5

沉墨高揚: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水墨組創作

作品暨理論論述發表專輯. 2008

總計: 2種 2冊

師大書苑 連絡人:王瓊華 電話:(02)23973030 傳真:(02)23975050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47號11樓之2
 E-mail:shtabook@ms3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張廷金著 978-957-496-599-1 生命與中醫十三科

9711 曾淑惠著 978-957-496-604-2 教育評鑑: 理論與實務的對話

9709 高桂足著 978-957-496-605-9 動作協調障礙兒童的適應體育活動: 以發展為取向

9710
黃宏裕著

978-957-496-607-3
世界男子浮士德球錦標賽中華隊與賽各項技術表現與

勝負之相關研究. 2007年

9709
林樹旺著

978-957-496-610-3
休閒涉入與休閒效益之相關研究: 以彰化八卦山自行

車步道使用者為例

9710 林作慶著 978-957-496-614-1 協調性與羽球殺球揮拍速度之相關研究

9710 陳元陽著 978-957-496-615-8 海洋運動發展之研究: 以澎湖、連江地區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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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

主編
978-957-496-617-2

社區學習方法

9711 詹雅瑜著 978-957-496-618-9 民眾對音樂治療認知與態度之研究

9712
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

主編
978-957-496-619-6

人口結構改變與家庭教育

總計: 10種 10冊

師大教評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343391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62號
 E-mail:creed@deps.nt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潘慧玲主編 978-957-752-529-1 教師評鑑理論與實務

9801 張雪梅, 彭森明主編 978-957-752-536-9 臺灣大學生的學習歷程與表現

總計: 2種 4冊

師友月刊雜誌 連絡人:徐藝華 電話:(02)23411430 傳真:(02)23416331

郵遞區號:41341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

路738-4號5樓
 E-mail:educator@ms10.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卮言著 978-957-29783-5-1 字言字語: 作文班的故事

總計: 1種 2冊

師德文教 連絡人:孟慶蓉 電話:(02)23820961 傳真:(02)2382084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100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Jo Ellen Moore, 師德出版

部作; 劉靜譯
978-986-6915-24-6

隨堂組句通

9802
Mary Rosenberg作; 彭臨

桂譯
978-986-6915-25-3

兒童英文寫作的7堂課

總計: 2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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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414632

郵遞區號:80752
地址:高雄市中華二路

157巷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徐仲圖.文 978-957-41-6151-5 從產地到餐桌. 義大利篇

總計: 1種 1冊

徐明義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863922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內壢成功路

156巷1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徐明義作 978-957-41-5625-2 徐明義畫集. 六

總計: 1種 1冊

徐福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76288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華

街147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徐福全作 978-957-41-5850-8 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

總計: 1種 1冊

殷穎 連絡人:蔡如珮 電話:(02)23938583 傳真:(02)2321964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311巷43弄9號6樓
 E-mail:jupei@mail.taoshe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殷穎著 978-957-41-3781-7 歸回田園

9605 殷穎著 978-957-41-3782-4 秋之悸

總計: 2種 2冊

翁志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930561

郵遞區號:60069 地址:嘉義市金龍街3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e

9710 翁志文著 978-957-41-5888-1 曾侯乙編鐘之音律測定研究

總計: 1種 1冊

書林 連絡人:徐子婷 電話:(02)23684938 傳真:(02)2368892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四

段60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昱宏文.攝影 978-957-445-271-2 冷靜的暗房

總計: 1種 1冊

書泉 連絡人:王小姐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339號4樓
 E-mail:shuchuan@shuchu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陳冠穎著 978-986-121-353-8 超魅力!社交禮儀真簡單

9704 安格斯著 978-986-121-361-3 50個不思議交友心理測驗

9711 鐘文冠著 978-986-121-379-8 尿毒症: 中西醫會診

9712 蕭曦清著 978-986-121-380-4 日本人入門

9710 徐昌錦著 978-986-121-406-1 契約權利停看聽

9709 八幡義人著; 曾鴻燕譯 978-986-121-408-5 圖解血液: 認識血液,發現疾病的訊息!

9709 許建銘著 978-986-121-409-2 數學好好玩: 174道提昇空間智力與數學能力的推理遊

9710 中■彌男著; 王海譯 978-986-121-412-2 圖解遺傳因子: 複製健康的遺傳基因,最讚的優生學!

9712 陳坤涵編著 978-986-121-413-9 遺產繼承DIY

9709 王惠光, 黃碧芬, 駱志豪 978-986-121-416-0 民法.債編

9709 蘇銘翔編著 978-986-121-421-4 生活法律刑不刑

9711 陳志根, 江原麟, 林文勝 978-986-121-422-1 憂鬱症: 中西醫會診

9712 吳敏綺等著 978-986-121-423-8 青春痘: 中西醫會診

9709 陳柏村著 978-986-121-424-5 知識管理實務聖經

9709 王保鍵著 978-986-121-425-2 圖解政治學

9710 黃文平著 978-986-121-426-9 輕鬆搞懂國民年金與勞保年金

9711 陳銘福著 978-986-121-428-3 土地法

9710 莊銘國, 陳益世著 978-986-121-429-0 看電影學管理



9711 陳維熊, 魏承生著 978-986-121-430-6 大腸癌

9712 藍智騰, 陳振能, 何紹彰 978-986-121-431-3 運動傷害: 中西醫會診

9712 江漢光, 李政育著 978-986-121-432-0 失眠症: 中西醫會診

9711 陳坤涵, 徐慧穎編著 978-986-121-433-7 輕鬆看土地稅法

9802 黃碧芬著 978-986-121-427-6 民法.親屬繼承

9712 蘇銘翔著 978-986-121-434-4 刑法

9711 安格斯著 978-986-121-290-6 安格斯戀愛塔羅書: 浪漫幸福占卜

9801
丹尼斯.唐(Phil Bach)總

編輯; 毛寄瀛譯
978-986-121-435-1

2歲寶寶成長里程

9801
丹尼斯.唐(Phil Bach)總

編輯; 毛寄瀛譯
978-986-121-436-8

1歲寶寶成長軌跡

9712 Phil Bach等作; 毛寄瀛譯 978-986-121-437-5 0歲寶寶成長心事

9801 張閨臣, 賴正均著 978-986-121-440-5 牙周病: 中西醫會診

9802 Tom Wujec著; 李政賢譯 978-986-121-441-2 煮熟的鴨子會不會飛: 啟發大腦的101道想像力

9801 劉克琪著 978-986-121-442-9 1+1=2,獨創英文文法快速學習

9801 潘東正著 978-986-121-443-6 學日語,看這本就對了

9801 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著 978-986-121-445-0 決勝大未來: 金融危機下的企業法律寶典

9802 日語辭書編委會主編 978-986-121-446-7 日語檢定必背句型集

9801 陳坤涵著 978-986-121-447-4 贈與節稅DIY

9802 魏巍編著 978-986-121-448-1 法語大獻寶: 法蘭西國民手冊

9802 魏巍編著 978-986-121-449-8 德語大獻寶: 日耳曼國民手冊

9802 鐘文冠著 978-986-121-450-4 腎炎: 中西醫會診

9801 宋瑞珍著 978-986-121-451-1 占星百寶箱: 看懂星盤第一步

9801 宋瑞珍著 978-986-121-452-8 全方位幸福占星解碼: 占星百寶箱. 2

9802 林信華著 978-986-121-453-5 我所看見的臺灣社會

9712 周春塘著 978-986-121-457-3 撰寫論文的第一本書

9802 楊智傑著 978-986-121-459-7 圖解憲法

9802
高詩佳著

978-986-121-461-0
擁有三秘技,基測作文6級分完全搞定: 提供四級分跳到

六級分的快速捷徑

總計: 44種 51冊

退輔會 連絡人:劉仲茹 電話:(02)27571312 傳真:(02)27228153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五

段222號
 E-mail:deptd042@mail.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道和等特約撰述 978-986-01-6529-6 允文允武: 榮民學人實錄

9712 王道和等採訪撰文 978-986-01-6737-5 追憶金門砲戰50週年: 金門八二三

9712 蔡英良總編輯 978-986-01-6840-2 性騷擾防治宣導手冊

總計: 3種 5冊

能仁 連絡人:林宜芬 電話:(06)2454023 傳真:(06)2566449

郵遞區號:70953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海佃

路二段636巷15弄3號1樓
 E-mail:heyu@ms1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繪編
978-957-0367-80-5

中國智慧的故事. 第三集, 禮義篇

9711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5-0

圖說岳傳

9711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4-3

圖說岳傳

9711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3-6

圖說岳傳

9711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2-9

圖說岳傳

9711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1-2

圖說岳傳

9711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6-7

孟子的故事(漫畫版)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1-1

圖說楊家將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0-4

圖說楊家將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9-8

圖說楊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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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8-1

圖說楊家將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87-4

圖說楊家將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7-3

圖說紅樓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6-6

圖說紅樓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5-9

圖說紅樓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4-2

圖說紅樓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3-5

圖說紅樓

9712
寶篋園文化設計坊圖文

編輯
978-957-0367-92-8

圖說紅樓

總計: 18種 23冊

紡織綜合所 連絡人:許素凌 電話:(02)22670321 傳真:(02)22670720

郵遞區號:23674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承天

路6號
 E-mail:cti792@ct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徐翊庭等作

978-986-84863-0-0
由國際紡織標竿企業之技術開發趨勢預測臺灣的發展

路徑

總計: 1種 2冊

淡大建築系 連絡人:黃彥一 電話:(02)26215656 傳真:(02)26235579

郵遞區號:25137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英專

路151號
 E-mail:arch@mail.t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鄭晃二編 978-986-6717-27-7 創客城市

總計: 1種 1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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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大財金系 連絡人:駱綾 電話:(02)26215656 傳真:(02)26214755

郵遞區號:25137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英專

路151號
 E-mail:loling@mail.t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邱建良總編輯

978-986-6717-28-4
海峽兩岸財金趨勢研討會. 2009(第六屆財務金融及財

金未來學術暨實務 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清大學務處 連絡人:詹雅雯 電話:(03)5715131e 傳真:(03)5715032

郵遞區號:30013
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

101號
 E-mail:student@my.nt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信文總編輯 978-986-01-7260-7 我是清華人

總計: 1種 2冊

清流畫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872770

郵遞區號:40445
地址:臺中市北區錦新街

5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楊清瀚, 曾仁甫, 廖穆珊

美術編輯
978-986-80453-2-3

清流畫會會員聯展專輯. 三

總計: 1種 1冊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連絡人:劉蕙瑜 電話:(02)87873935 傳真:(02)87870873

郵遞區號:11089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山

路236號1樓
 E-mail:smchbooks@Godsdirectcontact.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清海無上師作; 全球譯

經組翻譯
978-986-6895-38-8

天藝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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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音 連絡人:蔡淑敏 電話:(07)8033096 傳真:(07)8023782

郵遞區號:81268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大鵬

路144號
 E-mail:cln@cl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燦燈著 978-957-449-081-3 做一個A+的現代成功父母

9712 曾燦燈著 978-957-449-082-0 多元智慧: 邁向成功的人生

9708 劉君祖著 978-957-449-332-6 但有舊歡新怨易經中的感情世界

9708 劉君祖著 978-957-449-333-3 人文化成易經中的教育思想

9708 劉君祖著 978-957-449-334-0 知機應變易經的決策智慧

9708 劉君祖著 978-957-449-335-7 孤峰頂上,紅塵浪裡藉易修行

9709 黃榮祥著 978-957-449-336-4 莊子南華經內篇註釋

9707 高志斌著 978-957-449-337-1 富貴無頂: 孔子的一生

總計: 8種 8冊

梁丹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文德

路230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7
梁丹娜著

978-957-41-4713-7
The profile of Taiwanese adult generation Y internet

shopper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marketing strategies

總計: 1種 1冊

商周 連絡人:何學文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0775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松田哲夫作; 內澤旬子

插畫; 林韶安譯
978-986-6662-07-2

戀上書: 一本書是如何做出來的?

9712 蘋果日報副刊中心著 978-986-6571-31-2 臺灣鐵支路逍遙遊

9711 村田和雄著; 陳惠莉譯 978-986-6571-35-0 用紀律圓夢: 七十歲勇闖太平洋的航海冒險故事

9711 眼球先生圖.文 978-986-6571-37-4 福祿壽: 有粉難嗎?

9711 文心工作室作 978-986-6571-50-3 韓非子: 中文經典100句



9710 蕭新永著 978-986-6571-55-8 臺灣諺語的管理智慧

9711 酒井順子作; 江明玉譯 978-986-6571-56-5 都與京

9711 潘麗珠等作 978-986-6571-57-2 如何閱讀一首詞

9712 蘋果日報副刊中心著 978-986-6571-59-6 非泡不可!臺灣溫泉主題遊

9711
珍娜.羅渥(Janet Lowe)著;

李振昌譯
978-986-6571-60-2

巴菲特開講: 人生財富最重要的六堂課

9711 文心工作室編寫 978-986-6571-61-9 水滸傳: 中文經典100句.古典小說

9711 久■辰博著; 李韻柔譯 978-986-6571-63-3 幸福練習曲: 擁有快樂人生的腦力訓練

9712 勝間和代著; 劉錦秀譯 978-986-6571-68-8 錢不要存銀行: 金融風暴下,更應該積極管理你的錢

9712 Micat著 978-986-6571-69-5 因為

9712 卜錦輝(Gregory Burns)作 978-986-6571-70-1 生命教我的事

9712 黎智英著 978-986-6571-71-8 你夠拼命嗎?: 黎智英的創業心法

9712 公孫策著 978-986-6571-72-5 西遊記教你職場不敗術

9712 岑永康, 張珮珊著 978-986-6571-73-2 聰明省錢過好日

9711 三木雄信著; 慕樂譯 978-986-6571-74-9 表格學習術: 40種超效率圓夢計畫書

9712

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提奧多.阿

多諾(Theodor W. Adorno)

978-986-6571-75-6

啟蒙的辯證: 哲學的片簡

9801

安東尼.楊(Antony

Young), 露西.艾特肯

(Lucy Aitken)作; 閻蕙群

978-986-6571-76-3

消費緊縮下的行銷法則: 不景氣,你還要花錢買廣告嗎?

9712 楊騰峰著 978-986-6571-77-0 人體經穴全書

9801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作; 蘇希亞譯

978-986-6571-78-7

小說面面觀: 現代小說寫作的藝術

9712
派翠西亞.包斯華(Patricia

Bosworth)作; 陳雅汝譯
978-986-6571-79-4

控訴虛偽的影像敘事者: 黛安.阿巴斯Diane Arbus

9801
齊藤誠著; 楊雅清譯

978-986-6571-82-4
圖解現學現用!企劃書.提案72例: 讀完10篇實例就會寫

企劃書!

9801
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著; 周思芸譯
978-986-6571-83-1

愛的祕密



9801
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著; 周思芸譯
978-986-6571-84-8

財富的祕密

9801
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著; 周思芸譯
978-986-6571-85-5

快樂的祕密

9801
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著; 周思芸譯
978-986-6571-86-2

健康的祕密

9801
麥可.帕默(Michael

Palmer)作; 李淑珺譯
978-986-6571-87-9

第五瓶血罐

9801 莊司雅彥著; 林文娟譯 978-986-6571-89-3 讀書,不要用蠻力

9801
山繆.巴荷瑞(Samuel B.

Bacharach)著; 李宜真譯
978-986-6571-92-3

拉攏對手: 少一個職場對手,就多一分勝算

9712 潘麗珠作 978-986-6571-93-0 閱讀的策略

9801 ■口健夫著; 李麗真譯 978-986-6571-94-7 創意達人的筆記本活用術

9801 李真宇著; 徐若英譯 978-986-6571-96-1 30歲,生存的王道: 在現實社會中,不改變只能被淘汰

9801
山川悟著; 朱信如, 潘霖

蒼譯
978-986-6571-97-8

圖解企劃案撰寫入門: 教你『真正』學會如何撰寫企

劃案!

9801
桑妮亞.杜西(Sonia

Ducie)著; 孫梅君譯
978-986-6571-98-5

新世紀生命數字書

9802 施百俊作 978-986-6571-99-2 美學經濟密碼

9802 申寅澈作; 彭玲林譯 978-986-6472-02-2 讓錢包變厚的祕密

9802 田中宥久子著; 李韻柔 978-986-6472-03-9 塑顏按摩術: 回到十年前的模樣

9801 石田衣良著; 江明玉譯 978-986-6472-04-6 愛情不是你的全部

9802 黃農文著; 游芯歆譯 978-986-6472-08-4 投入式思考: 提升專注力的5階段學習法

9802 莊司雅彥著; 賴又萁譯 978-986-6472-09-1 工作,要用對方法

9802 呂宗昕作 978-986-6472-12-1 ■型人: 職場必勝成功術

9802
拉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著; 黃煜文譯
978-986-6472-13-8

最近比較煩: 一個哲學思考

9802 陳國霖著 978-986-6472-14-5 全球毒品交易黑幕

9803 稅所弘著; 成玲譯 978-986-6472-15-2 晨型人的新生活實踐術

9803 林正焜著 978-986-6472-16-9 性不性,有關係?: 有趣的性博物誌

9803
皮耶.巴亞德(Pierre

Bayard)作; 郭寶蓮譯
978-986-6472-19-0

不用讀完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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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克莉斯汀娜.薇納

(Christine Weiner)著; 顏
978-986-6472-22-0

別怕大動物: 搞定主管,不怕丟飯碗

9802
瑞.科倫(Ray Kluun)作;

陳岳辰譯
978-986-6472-20-6

妳離開以後

9803
賽斯.高汀(Seth Godin)作;

陳雅汝譯
978-986-6472-21-3

肉丸聖代: 行銷是一種承諾,不是變魔術!

9802 穹風著 978-986-6472-23-7 左掌心的思念

9803

傑.李文生(Jay Conrad

Levinson), 吉妮.李文生

(Jeannie Levinson),  艾咪.

李文生(Amy Levinson)合

著; 邱碧玲譯

978-986-6472-24-4

花小錢做行銷: 不景氣下的利基行銷實戰守則

9803
強.高登(Jon Gordon)著;

蔣雪芬譯
978-986-6472-25-1

能量巴士: 讓好運上車,壞運閃邊

9803
凱爾.歐瑞(Cal Orey)作;

石美倫譯
978-986-6472-31-2

生活實用醋全書

總計: 56種 56冊

商周編輯顧問 連絡人:孫碧卿 電話:(02)27368999 傳真:(02)2736484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4樓
 E-mail:baby@bwne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揭陽著 978-986-7877-25-3 走出白塔之殤: 邱小妹遺愛人間

9712 陳銘磻著.攝影 978-986-7877-26-0 幸福正在旅行: 驚見臺灣之美

總計: 2種 4冊

商智文化 連絡人:林淑鈴 電話:(02)25219566 傳真:(02)25219199

郵遞區號:1046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220號3樓302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文斯.蒲善提(Vince

Poscente)著; 傅士玲譯
978-986-7204-61-5

更快!或者被淘汰: 爭先時代擁抱速度的最佳求生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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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佩姬.克勞絲(Peggy

Klaus)著; 洪瓊芬譯
978-986-7204-62-2

軟技巧,還是硬道理?: 你會感謝有人告訴你的職場生存

術

9801
路克.杜邦(Luc Dupont)

著; 劉啟昌譯
978-986-7204-63-9

有效,就要大聲: 1001個更有銷售力的廣告創意祕訣

9802

珍妮爾.巴洛(Janelle

Barlow), 克勞斯.穆勒

(Claus Moller)著; 徐紹敏

譯

978-986-7204-64-6

抱怨是最好的禮物: 人家才不是愛找麻煩,是要你更好

總計: 4種 4冊

商鼎文化 連絡人:吳美儀 電話:(02)22289070 傳真:(02)22289076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三段136巷10弄17號
 E-mail:leoeuis@ms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柯進雄編著 978-986-144-065-1 公文寫作指南

9802 孫覺軒著 978-986-144-066-8 自秦帝王壽夭錄

9802 仲崇親編著 978-986-144-067-5 臺灣史略

總計: 3種 3冊

許小華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182462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

路50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許小華編著 978-957-41-5437-1 計量人才學(簡體字版)

總計: 1種 3冊

許承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184989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192號5樓
 E-mail:jimmy_sheu@jms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高有智著 978-957-41-6082-2 新店渡船頭的『柑仔店』

總計: 1種 1冊



許詩玉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922586

郵遞區號:1059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154號1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許詩玉著 978-957-41-6031-0 孫子兵法入主十三名模

總計: 1種 1冊

郭林新氣功學會 連絡人:洪榮崇 電話:(07)3329784 傳真:(07)3301427

郵遞區號:80658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二聖

2巷1-2號3樓
 E-mail:hjc5010@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于大元主編 978-986-84772-0-9 郭林氣功: 抗癌健身法

總計: 1種 1冊

產能企管科技顧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316003

郵遞區號:80447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鼓山

三路116之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永隆編著 978-986-84824-2-5 初級越南語文

9711 李永隆編著 978-986-84824-1-8 初級越南語文

總計: 2種 4冊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理學會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10205

郵遞區號:1009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

東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產業電子化運籌管理學

會編輯
978-986-84899-0-5

電子化產學合作論文競賽及研討會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章魚腦力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87819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新生

街148巷2號6樓
 E-mail:iching@ms2.kntec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易著 978-986-84509-0-5 你是哪種命: 超好學易經五行論斷術

總計: 1種 1冊

康軒文教 連絡人:詹嬿馨 電話:(02)86651239 傳真:(02)86651720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218巷11號
 E-mail:jenny_chin@tps1.kns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王文華作; 徐大寶繪 978-986-151-645-5 阿嗚國王的兒童節

9704 王文華作; 楊雅涵繪 978-986-151-646-2 穗穗黏黏

9707 王文華作; 杜小爾繪 978-986-151-647-9 紅鬍子

9705 王文華作; 蘇阿麗繪 978-986-151-648-6 矮冬瓜

9707 王文華作; 妹仔繪 978-986-151-649-3 滷鍋與蒸籠

9706 王文華作; 王秋香繪 978-986-151-650-9 端端的午餐

9705 連德盛作 978-986-151-651-6 爸爸的六十封情書

9707 王文華作; 馬拉威繪 978-986-151-652-3 月下老人牽錯線

9709 王文華作; 陳慧縝繪 978-986-151-653-0 兔子兔子紅眼睛

9707 陳素宜作; 劉旭恭繪 978-986-151-654-7 3隻蝌蚪蛙

9709 李光福著; 薛慧瑩圖 978-986-151-655-4 我不是白痴

9711 陳素宜文; 薛慧瑩圖 978-986-151-656-1 跟我一起飛吧!

9711 李光福著; 楊子桂繪圖 978-986-151-657-8 英雌好漢在一班

總計: 13種 14冊

康莊文化企業 連絡人:楊玉米 電話:(02)22405601 傳真:(02)22482708

郵遞區號:2357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和

路26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葉任南著 978-986-82956-2-9 浮生八十話家常

總計: 1種 2冊



e

康寧泰順書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941169

郵遞區號:1148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安康

路248號4樓
 E-mail:silverado@mail.knysy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洪偉倫作 978-986-7649-75-1 引航高二化學. 97年

9710 洪偉倫作 978-986-7649-76-8 引航高三選修化學. 97年

9801 陳深編著 978-986-7649-77-5 實用高三選修物理. 下

9711 劉景瑞作 978-986-7649-78-2 征服滿分數學模擬試題32回

9711 劉景瑞作 978-986-7649-79-9 征服高中數學考科講義篇. 97

9711 劉景瑞作 978-986-7649-80-5 征服高中數學考科講義篇. 97

9711 劉景瑞作 978-986-7649-81-2 征服高中數學考科. 講義篇

9801 劉景瑞作 978-986-7649-82-9 征服高中滿分指定科目考試總複習. 講義篇(數學乙)

9801 劉景瑞作 978-986-7649-83-6 征服高中滿分指定科目考試總複習. 講義篇(數學甲)

總計: 9種 20冊

康熹文化 連絡人:陳秋玲 電話:(02)77391234 傳真:(02)77391800

郵遞區號:24891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

六路30號
 E-mail:anney_chen@kns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昶澔編著 978-986-6870-81-1 大考不敗系列: 歷史大贏家. 下

9712
王仲孚主編; 王仲孚, 王

瑞傑, 高上雯編著
978-986-6870-82-8

選修歷史. 下冊

9711
鄭湧涇, 林金盾主編; 李

麗敏, 許美蓮, 廖達珊編
978-986-6870-83-5

選修生物. 下

9712 陳昭翰編著 978-986-6870-87-3 高分策略: 選修歷史. 下冊

總計: 4種 4冊

鹿水文史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7766980

郵遞區號:50564
地址:彰化縣鹿港鎮中山

路222號
 E-mail:anne1122@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仕賢著 978-957-29772-5-5 鹿港老.照.片: 1930年代鹿港不見天街影像集



e

總計: 1種 1冊

寂天文化 連絡人:黃朝萍 電話:(02)23659739 傳真:(02)23659835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88號4樓之5
 E-mail:foam@icosmo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橋本友紀, 池■裕介作;

蔡承啟譯
978-986-184-127-4

超簡單手繪旅遊日語

9606 鄭仰霖著 978-986-184-130-4 旅遊英語自由行

9609 李盈瑩, 山崎真理作 978-986-184-169-4 超好用手繪英語動詞

9609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國際交流基金著
978-986-184-179-3

日本語能力測驗考古題. 4級(2005-2006年)

9612
S. Anderton, Shinichiro

Nakamura著
978-986-184-229-5

征服TOEIC高分字彙

9612 Toshihiko Kobayashi著 978-986-184-233-2 新聞英語核心3000字彙

9612 Toshihiko Kobayashi著 978-986-184-234-9 新聞英語核心4000字彙

9612 Zhuyu He著 978-986-184-235-6 法律英文: 撰寫與閱讀

9707 葉平亭, 鄭家文作 978-986-184-345-2 日英中單字一本搞定!

9707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著
978-986-184-346-9

生活英語了沒?

9707 T.Ferry作 978-986-184-347-6 教你讀懂新聞英語

9707 Gong Li作 978-986-184-348-3 征服!日本語能力測驗2級字彙(合訂本)

9707 C. Borowski作 978-986-184-350-6 Golf!小白球的英語世界

9707 Zhuyu He作 978-986-184-351-3 法律英文: 撰寫與閱讀

9707 李盈瑩作 978-986-184-352-0 彩圖KK音標一學就會

9706 Tetsuya Kimura作 978-986-184-353-7 征服TOEFL!高分字彙

9707 Nishiyama Hideo等作 978-986-184-354-4 最好看的日本民間故事(彩圖中日對照)

9707 Alex Rath作 978-986-184-355-1 全英語授課Handbook

9708
金秀賢, 李聖熙, 金妙熹

著; 彭尊聖, 謝雅婷譯
978-986-184-357-5

NEW TOEIC聽力完全攻破BASIC

9707 蔡美智, 古田島純作 978-986-184-358-2 用日文捧飯碗: 職場日文



9707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作; 鄭家文譯
978-986-184-359-9

秘密花園(中英對照)

9707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作; Andrew Chien改寫
978-986-184-360-5

The secret garden

9707

Johanna Spyri原著;

Andrew Chien改寫; 謝雅

婷譯

978-986-184-361-2

海蒂: 阿爾卑斯山的小女孩

9708 Johanna Spyri 978-986-184-362-9 Heidi

9707 黃瑜汎, 孫雅玲著 978-986-184-363-6 英文寫作高分班Just Write It!

9708 Nullarbor作 978-986-184-364-3 必背初級英檢字彙

9708 Maggie Lo作 978-986-184-365-0 快熟中級英檢字彙

9708 Peng Ling著 978-986-184-366-7 商務英語會話Handbook

9708 Cosmos Culture作 978-986-184-367-4 戰勝日語自動詞 他動詞

9708 Huang Yue著 978-986-184-368-1 生活日語字彙通

9708 May Lee著 978-986-184-369-8 英文超短語隨背隨用

9708 Aesop作 978-986-184-370-4 遇見伊索寓言(中英對照)

9708 Joseph Rudyard Kipling作 978-986-184-371-1 泰山王子: 逐字翻譯讀本(中英對照)

9708 S. Lindsell-Roberts作 978-986-184-372-8 商用英文書信Step by Step

9708 L. Lizards著 978-986-184-373-5 用英語哈啦個夠

9708 林淑婉作 978-986-184-374-2 日本語入門教室: Hello!

9708 Bai Yang著 978-986-184-375-9 淺酌英語經典散文

9708 P. D. Ouspensky作 978-986-184-376-6 與塔羅有約: 鄔斯賓斯基透視你的深層意識

9709

金智淵, 李寶英, 李聖龍

作; 陳誌遠, 王文萱, 鄭

家文譯

978-986-184-377-3

NEW TOEIC閱讀完全攻破BASIC

9708
Paul Emmerson著; 李盈

瑩譯
978-986-184-378-0

商用英文文法基礎班

9708 王俐雅著 978-986-184-379-7 日本語能力測驗3級.4級文法: 考前衝刺30天

9710 E. Nesbit著; 李璞良譯 978-986-184-381-0 品味莎士比亞英文名作選

9708 E. Nesbit著; 李璞良譯 978-986-184-380-3 品味莎士比亞英文名作選

9708 E. Nesbit作; 李璞良譯 978-986-184-383-4 Beautiful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

9708 E. Nesbit作; 李璞良譯 978-986-184-382-7 Beautiful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



9708 Tina Gionis 978-986-184-384-1 Success with reading. 3

9709 Toshihiko Kobayashi作 978-986-184-386-5 新聞英語核心3000字彙

9709 Toshihiko Kobayashi作 978-986-184-387-2 新聞英語核心4000字彙

9709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作
978-986-184-388-9

千萬別用錯英文單字

9709
Ian Andrew Mckinnon著;

羅竹君, 鄭家文譯
978-986-184-389-6

用英文Show簡報: 專業英文簡報實用技巧

9709 Kinoshita Masako作 978-986-184-391-9 超強日會話練習書

9709 Vicky Huang作 978-986-184-393-3 征服全民英檢!: 初級字彙&模擬練習

9709 Vicky Huang作 978-986-184-392-6 征服全民英檢!: 初級字彙&模擬練習

9709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394-0

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and usage

9709 N.D.Turton作 978-986-184-395-7 英文語法搞清楚: 糾正你的文法與字彙

9709 David Wang作 978-986-184-396-4 科技英單神奇速記: 從字首字根快速記憶英文單字

9709
金智淵等作; 彭尊聖, 賴

瑞玲, 謝雅婷譯
978-986-184-397-1

NEW TOEIC閱讀完全攻破INTENSIVE

9710
Paul Emmerson著; 李盈

瑩譯
978-986-184-398-8

商用英文文法進階班

9710 村上律子作 978-986-184-399-5 科技日語單字王: 口譯、科技人好幫手(日英中對照)

9710 L. A. Stefani編著 978-986-184-400-8 TOEIC多益致勝入門英單

9710 L. A. Stefani編著 978-986-184-401-5 TOEIC多益致勝基礎英單

9710 L. A. Stefani編著 978-986-184-402-2 TOEIC多益致勝頻出英單

9710 L. A. Stefani編著 978-986-184-403-9 TOEIC多益致勝必修英單

9710 Yoshimura Taksyoshi著 978-986-184-404-6 必背初中級英檢單字片語

9710 Gong Li作 978-986-184-405-3 征服!日本語能力測驗3、4級字彙

9710
Matsumoto Mika, Yi

Pingting著
978-986-184-406-0

飯店日語實務手冊

9710 Wen Zhang作 978-986-184-407-7 享受美食學日語

9710 鄭家文翻譯 978-986-184-408-4 美國之音: 新聞英語聽力訓練

9710 Frank Chen著 978-986-184-409-1 邂逅英美經典散文(中英對照)

9710 Lo Mu-Jen譯 978-986-184-410-7 遇見世界童話故事(中英對照)

9710 P. Hands等著 978-986-184-411-4 英文語法聖典



9710
Dennis Jame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412-1

The easy guide to avoiding errors in English

9710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413-8

A comprehensive practice book of English grammar and

usage

9710 Tim Ferry著; 鄭家文譯 978-986-184-414-5 突破商用英文: Reading & listening

9710
Christine Fanthome著; 羅

竹君譯
978-986-184-415-2

在畢業前起跑: 學生職前實習手冊

9711 Polly Davis作 978-986-184-430-5 Bon Voyage!旅遊英語Handbook

9710 Ouida 978-986-184-417-6 A dog of flanders

9710 Lucy Mode Montgomery 978-986-184-418-3 Anne of green gables

9710 Brain J. Stuart 978-986-184-419-0 Bible stories. 1

9711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著
978-986-184-420-6

英語對話Free Talk

9711 L.L.Diaz著 978-986-184-421-3 新.中國民間故事(中英對照)

9711 神藏康雄著 978-986-184-422-0 日文超級新鮮字: 字典裡沒有的單字

9711 Polly Davis編著 978-986-184-423-7 Welcome!餐飲廚房英語Handbook

9711 Wesley Maury著 978-986-184-424-4 Welcome!飯店英語Handbook

9711 Ange McChria著 978-986-184-425-1 全方位會議英語Handbook

9711 W.C.Harvey作 978-986-184-426-8 美國人的英語,很嗆!: 英語與文化的深度學習

9711 Shunji Yamaguchi作 978-986-184-427-5 生活英會話隨背隨用

9711
S.Anderton, Shinichiro

Nakamura作
978-986-184-428-2

征服TOEIC高分字彙

9711 L. A. Crum作 978-986-184-429-9 你的英文夠in嗎?最夯的英文俚語用法

9801
Louisa May Alcott原著;

吳音凝改寫; 孫淑儀譯
978-986-184-431-2

小婦人

9711 J. M. Barrie作; 羅竹君譯 978-986-184-432-9 彼得潘

9711 Tina Gionis 978-986-184-433-6 Success with reading. 3

9711 艾莉著 978-986-184-434-3 彩繪日語50音: 一學就會!

9711
David Hwang, Louise

Benette
978-986-184-435-0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9712 Matt Coler作; 李盈瑩譯 978-986-184-437-4 Build Up狄克生片語(完全解析版)

9712 J. M. Barrie著 978-986-184-438-1 Peter pan



9712 Nathaniel Hawthorne 978-986-184-439-8 The great stone face

9712 Brian J. Stuart 978-986-184-440-4 Robin Hood

9712 Ernest Hemingway 978-986-184-441-1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9712 Tina Gionis著; 劉心怡譯 978-986-184-442-8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 1, 我的歐非之旅

9712 Tina Gionis著; 劉心怡譯 978-986-184-443-5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 2, 我的亞洲之旅

9712 Tina Gionis著; 劉心怡譯 978-986-184-444-2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 3, 我的美澳之旅

9712 Jonathan Grix著; 林育珊 978-986-184-445-9 Top研究的必修課: 學術基礎研究理論

9712

Brothers Grimm作;

Margaret Hunt英譯; 丁宥

榆中譯

978-986-184-446-6

綺想格林童話

9712 Brothers Grimm 978-986-184-447-3 Tales of the brothers grimm

9712 Lee Seong作 978-986-184-448-0 我的in日語: 最夯日文口語短句

97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ung作
978-986-184-452-7

開口讀英文文法Reading and Listening

97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ung作
978-986-184-451-0

開口讀英文文法Reading and Listening

97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ung作
978-986-184-450-3

開口讀英文文法Reading and Listening

9306 蔡筱汶作 978-986-184-455-8 歡唱歌謠學英文

9712 蔡筱汶作 978-986-184-454-1 歡唱歌謠學英文

9712 蔡筱汶作 978-986-184-453-4 歡唱歌謠學英文

9712
Hans C. Andersen作; 林喬

濱譯
978-986-184-456-5

夢想安徒生童話

9712

Gregory John Bahlmann,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457-2

Success with reading. 1

9801 西隈俊哉等著 978-986-184-458-9 分類題型練習日本語能力測驗. 1級

9801 伊索(Aesop)著; 李思譯 978-986-184-459-6 玩味.伊索寓言(英漢版)

9801 Aesop作 978-986-184-461-9 The true wisdom of Aesop's fables

9801 蔡筱汶作 978-986-184-462-6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2B

9801 蔡筱汶作 978-986-184-463-3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2C

9801 Jane Austen著 978-986-184-464-0 Sense and sensibility



9801 Nathaniel Hawthorne著 978-986-184-465-7 The scarlet letter

9801
W. Shakespeare原著;

Gutdva Irina Mixailovna繪
978-986-184-466-4

The merchant of Venice

9801 Jean Webster著 978-986-184-467-1 Daddy-long-legs

9801 蔡筱汶作 978-986-184-468-8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2A

9801 Liang-Shun Hsu作 978-986-184-469-5 2000個必考初級英檢單字: 分類學習最好記!

9801 Andrew Chien作 978-986-184-470-1 Oh, Holidays!英美節慶英語

9801 Yi Pingting作 978-986-184-471-8 Japan自由行日語手冊

9801 西隈俊哉等作 978-986-184-472-5 分類題型練習日本語能力測驗. 2級

9801
Marilyn Lewis著; 羅慕謙

譯
978-986-184-473-2

如何學好外語: 外語學習成功策略

9801 葉平亭, 鄭家文作 978-986-184-474-9 日英中單字一本搞定!

9801
Louisa May Alcott原著;

Winnie Huang改寫
978-986-184-475-6

Little Women

9801
Charles Dickens作; 楊舒

評譯
978-986-184-476-3

小氣財神

9801 Charles Dickens著 978-986-184-477-0 A Christmas carol

9802
Mary Macgregor作; 孫淑

儀譯
978-986-184-478-7

傳奇.亞瑟王與圓桌武士

9801

Gregory John Bahlmann,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480-0

Success with reading. 2

9802 Logan Marshall作 978-986-184-486-2 閱讀舊約聖經故事(彩圖中英對照)

9802 Logan Marshall作 978-986-184-487-9 閱讀新約聖經故事(彩圖中英對照)

9802
蔡筱汶活動撰寫/單字例

句/選輯
978-986-184-488-6

Let's sing. 3A

9802
蔡筱汶活動撰寫/單字例

句/選輯
978-986-184-489-3

Let's sing. 3B

9802
蔡筱汶活動撰寫/單字例

句/選輯
978-986-184-490-9

Let's sing. 3C

9802
Yahung Fang作

978-986-184-491-6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 1, zooville the wWonderland煮屋

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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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Yahung Fang作

978-986-184-492-3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 2, the magical silver pear in

zooville煮屋鎮的神奇銀梨

9802
Yahung Fang作

978-986-184-493-0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 3, the zooville rescue team煮屋鎮

搜救 隊

9802
Yahung Fang作

978-986-184-494-7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 4, the adventure in zooville's glass

mountain玻璃山的奇幻冒險

9802 Leo Tolstoy 978-986-184-498-5 Short stories of Leo Tolstoy: what men live by & Ivan, the

總計: 145種 145冊

寂光印經會 連絡人:鍾佳妘 電話:(03)4952349 傳真:(03)4952348

郵遞區號:32097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龍岡

路二段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978-986-83783-3-9 大方廣圓覺修多羅了義經

總計: 1種 1冊

寂寞 連絡人:周羿晨 電話:(02)2579880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50號6樓之1
 E-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布諾妮雅.貝莉(Brunonia

Barry)著; 柯清心譯
978-986-84614-1-3

蕾絲占卜師

總計: 1種 2冊

現代畫廊 連絡人:黃宏任 電話:(04)23051217 傳真:(04)2872770

郵遞區號:40360
地址:臺中市西區公益路

155巷9號B1
 E-mail:mode2732@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周慧麗主編 978-957-8738-20-1 斷代絕學釉■紅: 王新篤

總計: 1種 1冊

理得 連絡人: 鄭嫦娥 電話:(02)22651491 傳真:(02)2265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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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50號17樓之35
 E-mail:leader.boo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管家琪著; 劉美蘭繪圖 978-986-7442-85-7 明年夏天

9802 陳素宜著; Tatsuya繪圖 978-986-7442-86-4 微憂青春物語

9802 兔子波西著; 江玟萱繪 978-986-7442-87-1 貓謎之謎

總計: 3種 3冊

莊世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832758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西區自強街

195巷33-31號5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莊世傳編著 978-957-41-5998-7 小小孩子講故事

總計: 1種 1冊

莊圓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5170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

東路二段27-8號2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莊圓師父著 978-986-6633-10-2 你是情聖還是愛奴?

9711 莊圓師父著 978-986-6633-11-9 真心的自在

9712 莊圓師父著 978-986-6633-12-6 真正幸福的滋味是什麼?

總計: 3種 3冊

教育之友文化 連絡人:邱湘婷 電話:(02)22227270 傳真:(02)22221270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530號6樓之1
 E-mail:notime.chu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Allen, 綻放晶采, Betty等

作
978-986-7167-72-9

就愛玩串珠

9708 吳宛珍著 978-986-7167-73-6 黏土世界樂趣多



9708
武田真理惠作; 羅婷婷

翻譯
978-986-7167-74-3

包裝魔法書

9709 熊谷尚美作; 林心蕙譯 978-986-7167-62-0 熊谷尚美的彩繪世界

9709 林淑敏著 978-986-7167-63-7 自己玩陶瓷彩繪

9710 鷲澤玲子作; 黃靜儀翻 978-986-7167-64-4 鷲澤玲子的許願星拼布

9710
熊田真理, Gon-Ya設計.

製作; 黃靜儀翻譯
978-986-7167-65-1

超可愛親子手縫小物

9710
日本VOGUE社作; 中島

麗羽翻譯
978-986-7167-75-0

彩繪我的生活小物: 享受獨一無二的生活方式

9710 牧莎記事設計群作 978-986-7167-76-7 手作卡片魔法書

9710 鈴木明子作; 蔡瑩慧翻 978-986-7167-77-4 簡單又有趣的畫畫遊戲

9710
柳澤秋孝指導.監修; 羅

婷婷翻譯
978-986-7167-78-1

親子運動,提升學習力!

9711
仁保多惠子, 仁保喜惠

子著; 林■馡翻譯
978-986-7167-79-8

仁保姐妹的童話彩繪

9712 Emily, 子寬作 978-986-7167-80-4 卡哇依: 襪娃娃

9712
Oak Village監修; 李惠芬

翻譯
978-986-7167-81-1

木工DIY家具: 打造一輩子的好伙伴: 親手打造木榫家

具

9712 陳貴玲作 978-986-7167-82-8 孩子最喜歡的美勞創作

9712 周理慧著 978-986-7167-83-5 愛的料理師: 讓孩子天天喜歡上學的神奇法寶

總計: 16種 16冊

教育部 連絡人:黃啟賢 電話:(02)23655908 傳真:(02)2397694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趙淑珠等編著 978-986-01-5475-7 認識同志教育資源手冊

9711 鄭秀琴等編著 978-986-01-5880-9 看見希望看見愛: 溫馨案例. 97年度

9712

蔡麗玲, 游美惠作; 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編撰

978-986-01-6063-5

性別與民俗教材及範例

9712 教育部編 978-986-01-6637-8 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

9712 黃富順, 李欣翰, 鄭鈺靜 978-986-01-6732-0 樂在志工: 樂齡人生,歡迎逗陣來



9801 教育部學生軍訓處主編 978-986-01-7527-1 校園安全與生活輔導案例彙編: 校園的守護天使

9802
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編
978-986-01-7594-3

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選輯. 2009

總計: 7種 18冊

教育部中北區奈米科技中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742494

郵遞區號:30013
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

1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許慶文等著; 楊鏡堂, 葉

孟考主編
978-986-01-6788-7

N世代寶典: 進入奈米世界的武功密笈. 生物篇

9712 葉孟考等編輯 978-986-01-6790-0 高中奈米通用補充科材

9712 葉孟考等編輯 978-986-01-6789-4 高中奈米通用補充科材

9712 涂靜婷, 周怡嘉, 洪綺霞 978-986-01-7373-4 那些我們玩奈米的日子

總計: 4種 4冊

教育部創造力教育辦公室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6615162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

路二段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嚴婉瑜等作 978-986-01-7513-4 創造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教育資料館 連絡人:陳寶雲 電話:(02)23710109 傳真:(02)2375829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

段181號8樓
 E-mail:bony@mail.nioerar.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世英計畫主持 978-986-01-6864-8 PISA表現Top5國家優勢條件分析

9712
王世英計畫主持

978-986-01-6865-5
招收海外僑生來臺升讀大學之研究. 第四期: 兩岸華語

文能力測驗及運  用之探究

9712
王世英計畫主持

978-986-01-6866-2
大學甄選入學實施成果追蹤之研究. 第四期: 各類入學

途徑之利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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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6冊

教會公報 連絡人:蔡惠玲 電話:(06)2356277e 傳真:(06)2378882

郵遞區號:70144 地址:臺南市青年路334  E-mail:publish@pctpress.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姑目.荅巴絲等著 978-986-6947-99-5 新眼光讀經. 2009.1-3: 加油,再出發!

9801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德生

教會編著
978-986-6471-00-1

生命因見證而豐富: 德生教會會友見證集

總計: 2種 2冊

基市文化局 連絡人:王雪英 電話:(02)24224170 傳真:(02)24287811

郵遞區號:202 地址:基隆市信一路181  E-mail:jess@klcca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致誠, 陳印純編撰 978-986-01-6945-4 基隆學校教育史. 學校資料彙編

9712 劉秋蘭作 978-986-01-7131-0 閩南第一樂團調查研究暨規劃傳承計畫

9712 楊桂杰主編 978-986-01-7185-3 展覽薈萃. 2008

總計: 3種 7冊

基市府 連絡人:陳怡君 電話:(02)24201122 傳真:(02)24230793

郵遞區號:202 地址:基隆市義一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基隆市政府編著 978-986-01-5934-9 基隆市政府便民服務手冊

9712 基隆市政府[編] 978-986-01-7059-7 基隆市招商投資手冊

總計: 2種 4冊

基市衛生局 連絡人:楊慧玉 電話:(02)24230181 傳真:(02)24286254

郵遞區號:20147
地址:基隆市信義區信二

路226號
 E-mail:yhy@klch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基隆市衛生局編著 978-986-01-6642-2 基隆市市民健康手冊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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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書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郵政93-121

號信箱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978-986-84605-0-8 宜春香質

9708 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978-986-84605-1-5 弁而釵

9708 sm101010著 978-986-84605-2-2 男x男星座: 摩羯

9709 亞瑟潘著 978-986-84605-3-9 歡迎光臨桃花源

9709 sm101010著 978-986-84605-4-6 男x男星座: 水瓶

9712 sm101010著 978-986-84605-5-3 男x男星座: 雙魚

9709 亞瑟潘著 978-986-84605-6-0 G片天王錄

9709 Hermes著 978-986-84605-7-7 汁男

總計: 8種 8冊

基督中國主日 連絡人:辜蔚琳 電話:(02)25711144 傳真:(02)2537406

郵遞區號:1044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二段105號
 E-mail:george@mail.css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唐.艾維茲著; 王琪譯 978-957-550-372-7 大頭的異想世界: 我想我想我想想想

9711 唐.艾維茲著; 黃耀禮譯 978-957-550-373-4 大頭的異想世界: 抓著黑色大書的老人

9711 唐.艾維茲著; 王琪譯 978-957-550-374-1 大頭的異想世界: 髒乞丐的故事

9711 唐.艾維茲著; 黃耀禮譯 978-957-550-375-8 大頭的異想世界: 缺指女士有話要說

9711 史都瓦著; 吳宜真譯 978-957-550-376-5 超級生命: 追求極致人生的12項禮物

9801

艾文.麥瑪努斯(Erwin

Raphael Mcmanus)作; 王

琪譯

978-957-550-377-2

屬靈起義: 基督徒九項品格的追尋之旅

9712
凱文.李曼(Kevin Leman)

著; 屈貝琴譯
978-957-550-378-9

務實管教不抓狂(簡體字版)

9712
約翰.柯士勒(John

Koessler)作; 恩約譯
978-957-550-379-6

跟隨耶穌的藝術

9801
愛麗絲.傅萊琳(Alice

Fryling)編著; 顧華德譯
978-957-550-380-2

關係佈道與跟進實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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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9種 10冊

基督教晨曦會 連絡人:莫少珍 電話:(02)29270010 傳真:(02)29252244

郵遞區號:23443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保福

路二段23巷37號
 E-mail:dawn-preww@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劉民和著 978-986-83870-3-4 福音戒毒的牧養事奉

總計: 1種 1冊

基督橄欖文化 連絡人:邱莞晶 電話:(02)32341063 傳真:(02)32341949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schtu0324@cclm.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著; 楊淑智譯
978-957-556-558-9

分享美好

9609 黃光賜著 978-957-556-576-3 大漠飛沙: 撒哈拉沙漠宣教之旅

9706 王陽明著 978-957-556-586-2 窮得只剩下錢

總計: 3種 3冊

基礎造形學會 連絡人: 電話:(02)27371025 傳真:(06)2050626

郵遞區號:1060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基隆

路4段43號
 E-mail:twabda@twabda.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林品章著 978-957-29374-2-6 方法論: 解決問題的思考方法

總計: 1種 1冊

梵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722432

郵遞區號:717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太子

村太子路613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淨元導師作 978-986-84957-0-8 修行的人生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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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門一氣流行養生學會 連絡人:李秋慧 電話:(02)23617919 傳真:(02)23826996

郵遞區號:1006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廣州

街10之4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鳳山著 978-986-83602-2-8 李鳳山上好戲: 取經 西遊歷險記

總計: 1種 1冊

麥田 連絡人:邱秀珊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sunjoane_chiu@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4 張瑞芬著 978-986-173-211-4 臺灣當代女性散文史論

9606 歐陽林著 978-986-173-243-5 臺北醫生故事. 3, 雞婆醫生

9802
寺門琢己著; 藤原和愛

繪; 蘇惠齡譯
978-986-173-324-1

骨盤OK,身體就輕鬆: 讓妳舒服、身心可愛的115種變

美方法

9703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86-173-360-9 惡作劇2吻電視小說

9705
李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鈕先鍾譯
978-986-173-365-4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

9705
李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鈕先鍾譯
978-986-173-364-7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

9705
李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鈕先鍾譯
978-986-173-363-0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

9705 久石讓著; 何啟宏譯 978-986-173-380-7 感動,如此創造: 日本電影配樂大師久石讓的音樂夢

9712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作; 黃茗芬譯
978-986-173-388-3

反詮釋: 桑塔格論文集

9706 幕內秀夫著; 蔡如婷譯 978-986-173-390-6 粗食養生法則

9709 范銘如著 978-986-173-404-0 文學地理: 臺灣小說的空間閱讀

9708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978-986-173-408-8 博士熱愛的算式

9709 內田樹著 978-986-173-425-5 下流志向: 為什麼孩子不上學、不工作

9801
C. J. 巴克斯(C.J.Box)著;

韓宜辰譯
978-986-173-432-3

忘記正義的小鎮



9711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86-173-434-7 霹靂MIT電視小說

9801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86-173-438-5 霹靂MIT寫真紀實

9712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86-173-439-2 我的億萬麵包私房寫真

9712 Ohlala著 978-986-173-446-0 愛情團團轉: 辣醬甜心ohlala的愛情靈藥

9711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86-173-447-7 我的億萬麵包戀愛記事

9711 敷米漿著 978-986-173-449-1 開水冰

9801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86-173-451-4 我的億萬麵包電視小說

9801 河原蓮著; 婁美蓮譯 978-986-173-452-1 在愛情終結的瞬間,我們開始

9712
伊藤守著; Fujimoto

Masaru繪; 賴櫻英譯
978-986-173-455-2

做自己

9712 敷米漿著 978-986-173-456-9 別讓我一個人撐傘

9712 星雲大師, 劉長樂編著 978-986-173-457-6 當大亨遇上大師: 星雲大師改變生命的八堂課

9712 山內昌之著; 桑田草譯 978-986-173-458-3 嫉■的世界史

9801

羅妮.艾森伯格(Ronni

Eisenberg), 凱特.凱利

(Kate Kelly)合著; 蔡佳

978-986-173-460-6

我不當陀螺族!: 『永遠嫌時間不夠用』的現代人全方

位時間管理術

9801 小野, 李亞著 978-986-173-461-3 面對: 小金剛世代與野草莓世代的深情對話

9801
丹妮.夏彼洛(Dani

Shapiro)著; 羅珮芳譯
978-986-173-462-0

母親的模特兒

980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陳■, 梅義征

譯

978-986-173-463-7

利瑪竇的記憶宮殿

9801
史景遷(Jonathan D.

Spnce)著; 李孝愷譯
978-986-173-464-4

婦人王氏之死

9801

大愛電視臺製作; 沈芷

凝原創劇本; 羅秉龍小

說改寫

978-986-173-465-1

臺九線上的愛

9801
鈴木智子著; 王淑儀, 周

聖翔譯
978-986-173-466-8

和喜歡的人共遊東京

9801 蒙曼著 978-986-173-467-5 蒙曼說唐: 亂世紅顏

9802 敷米漿著 978-986-173-468-2 天使忘了飛翔

9801 敷米漿著 978-986-173-471-2 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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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安保徹著; 廖舜茹譯 978-986-173-473-6 不疲勞的生活

9802 磯淵猛著; 三千譯 978-986-173-475-0 紅茶瘋: 從中國、英國到全世界

總計: 38種 38冊

麥浩斯 連絡人:藍珮文 電話:(02)25007578 傳真:(02)25001915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DIY玩佈置編輯部編著 978-986-6555-43-5 小技巧大改裝: 家的漂亮變身設計101

9803 DIY玩佈置編輯部編著 978-986-6555-53-4 一物多用!素材活用佈置秘笈

總計: 2種 2冊

麥格羅希爾 連絡人:游怡群 電話:(02)23113000 傳真:(02)23117553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

路53號7樓
 E-mail:kelly_yu@mcgraw-hil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蓋瑞.凱勒(Gary Keller),

戴維.詹斯(Dave Jenks),

杰.帕帕森(Jay Papasan)

作; 陳玫秀翻譯

978-986-157-544-5

億萬房地產富翁之致富密碼

9801
Michael J. Roberts著; 吳

燦明翻譯
978-986-157-557-5

訊號與系統

9711
Harvey S. Rosen, Ted

Gayer著; 李秉正譯
978-986-157-559-9

財政學

9801

James A. Fitzsimmoms,

Mona J. Fitzsimmons作;

張皓維譯

978-986-157-563-6

服務管理

9801
Gareth R. Jones, Jennifer

M. George作; 榮泰生編
978-986-157-564-3

管理學

9801
黃明祥, 林詠章作

978-986-157-565-0
資訊與網路安全概論: 建構金流、商流、物流及資訊

流之安全環境



9801

Peter C. Brewer, Ray H.

Garrison, Eric W. Noreen

作; 林文祥編譯

978-986-157-566-7

管理會計概論

9711

David Simchi-Levi, Philip

Kaminsky, Edith Simchi-

Levi著; 何應欽 導讀

978-986-157-572-8

Designing and managing the supply chain: concepts,

strategies, and case studies供應鏈設計與管理

9801

F. Robert Jacobs, Richard

B. Chase, Nicholas J.

Aquilano著; 徐淑如導讀

978-986-157-574-2

Operations and supply management作業管理

9711
比爾.凱茲(Bill Cates)原

著; 張書華譯
978-986-157-578-0

我不是祕密: 贏得顧客推薦的銷售神技

9711

李納.貝瑞(Leonard L.

Berry), 肯特.賽特曼(Kent

D. Seltman)原著;  陳琇玲

譯

978-986-157-579-7

向梅約學管理: 世界頂尖醫學中心的三贏哲學

9711

William B. Davis, Kate E.

Gfeller, Michael H. Thaut

著; 吳幸如等 譯

978-986-157-580-3

音樂治療理論與實務

9711
James W. Vander Zanden

作; 周念縈譯
978-986-157-581-0

人類發展學: 青少年與成人發展

9712

琳達.理查森(Linda

Richardson)原著; 吳書榆

譯

978-986-157-582-7

GPS銷售法

9801
Angelo Kinicki, Robert

Kreitner著; 陳冠浤譯
978-986-157-583-4

組織行為

9801

Steven L. McShane, Mary

Ann Von Glinow著; 丁明

勇, 鄭毅萍譯

978-986-157-585-8

組織行為學

9801

Anthony Saunders, Marcia

Millon Cornett著; 張春雄,

胡勝益導讀

978-986-157-586-5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金融機構管理



9801
Jeffrey L. Whitten, Lonnie

D. Bentley著; 莊承翃譯
978-986-157-587-2

系統分析與設計概論

9801

大衛.達列山卓(David F.

D'Alessandro), 蜜雪兒.歐

文斯(Michele Owens)原

著; 劉復苓譯

978-986-157-588-9

職場生死鬥

9801

K. D.蘇利文(K. D.

Sullivan)原著; 殷彩鳳,

卓學恩編譯

978-986-157-589-6

英文常用字急診室

9712
愛德華.赫斯(Edward D.

Hess)原著; 洪世民譯
978-986-157-590-2

有機成長力: 企業逆勢求生的6大獲利關鍵

9801

Jan W. Kuzma, Stephen E.

Bohnenblust著; 梁文敏等

合譯

978-986-157-591-9

基礎生物統計學

9801 Stuart Ira Fox作; 曾淑芬 978-986-157-592-6 基礎人體生理學

9801

穆罕默德.伊爾艾朗

(Mohamed A.El-Erian))原

著; 陳儀譯

978-986-157-593-3

大衝撞: 全球經濟巨變下的重建預言與投資策略

9801

Donald R. Cooper, Pamela

S. Schindler著; 古永嘉,

楊雪蘭編譯

978-986-157-594-0

企業研究方法

9712
Frederick S. Hillier等著;

陳明德翻譯
978-986-157-596-4

管理科學概論

9801

Douglas A. Lind, William

G. Marchal, Samuel A.

Wathen著; 朱晉德 翻譯

978-986-157-595-7

商用統計學

9801

雪柔.克蘭(Cheryl Cran)

原著; 邱慧青, 張玉玲,

黃貝玲譯

978-986-157-597-1

控制狂進化論: 沒有達爾文,控制狂也能變身超級主管

9801 Susan J.Hall著; 王金成譯 978-986-157-598-8 基礎生物力學

9801
Eugene Braunwald等原

著; 梁歆宜等譯
978-986-157-599-5

哈里遜內科學手冊



9802
雪兒.琳恩(Shel Leanne)

原著; 吳書榆譯
978-986-157-600-8

征服: 歐巴馬超凡溝通與激勵演說的精采剖析

9802

米奇.梅爾遜(Mitch

Meyerson), 瑪麗.優勒.斯

卡伯勒(Mary Eule

Scarborough)著; 洪慧芳

978-986-157-601-5

彈指金流: 無遠$屆的網路行銷密技

9802

達摩達爾.N.古扎拉蒂

(Damodar N. Gujarati)著;

費劍平, 孫春霞譯

978-986-157-602-2

計量經濟學

總計: 33種 35冊

麥書國際文化 連絡人:吳怡慧 電話:(02)23636166 傳真:(02)23627353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

路一段40號4樓
 E-mail:anne@musicmusi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朱怡潔編著 978-986-6787-13-3 鋼琴動畫館: 日本動漫

9702 姜永正編著 978-986-6787-18-8 邁向職業鼓手之路

9703 邱哲豐編著 978-986-6787-19-5 Hit 101西洋流行鋼琴百大首選

9703 潘尚文, 盧家宏編著 978-986-6787-20-1 六弦百貨店精選紀念版. 2007

9704 查爾斯編著 978-986-6787-21-8 70's西洋流行音樂史記: 排行金曲拾遺

9705 邱哲豐等編著 978-986-6787-22-5 超級星光樂譜集(鋼琴版)

9705 潘尚文等編著 978-986-6787-23-2 超級星光樂譜集(吉他版)

9707 周重凱編著 978-986-6787-24-9 吉他贏家

9707 周重凱編著 978-986-6787-25-6 吉他玩家

9707 陳榮貴著 978-986-6787-26-3 專業音響X檔案

9707 陳榮貴編著 978-986-6787-27-0 專業音響實務秘笈

9707 張迪文編著 978-986-6787-28-7 Nuendo實戰與技巧

9708 朱怡潔, 吳逸芳編著 978-986-6787-29-4 交響情人夢: 鋼琴演奏特搜全集. 巴黎篇

9708 范漢威編著 978-986-6787-30-0 放克貝士彈奏法

9709 潘尚文編著 978-986-6787-36-2 彈指之間

9711 朱怡潔等編著 978-986-6787-37-9 超級星光樂譜集(鋼琴版)

9711 潘尚文, 林中健, 潘佳瑋 978-986-6787-38-6 超級星光樂譜集(吉他版)



9711
朱怡潔, 邱哲豐, 何真真

編著
978-986-6787-39-3

電影海角七號鋼琴樂譜全輯

9711 潘尚文等編著 978-986-6787-40-9 七番町之琴愛日記: 吉他樂譜全集

9711 朱怡潔, 邱哲豐, 何真真 978-986-6787-41-6 七番町之琴愛日記: 鋼琴樂譜全集

總計: 20種 20冊

連縣府 連絡人:陳筱茵 電話:(08)3623368 傳真:(08)3625097

郵遞區號:209
地址:連江縣南竿鄉介壽

村76號
 E-mail:lj1507@ems.matsu.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連江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1-6188-5 連江縣統計年報. 第十期.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2 王廣亞編輯 978-986-01-6517-3 玉封蕭王府移香百年祭系列活動紀實

總計: 2種 5冊

專業全民英檢 連絡人:江雅慧 電話:(04)24701000 傳真:(04)24701133

郵遞區號:40846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永春

東三路41號
 E-mail:appc01@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Sandi Ward, Annita Ward,

Grigorios Loukides撰稿
978-986-7206-40-4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computer information

9709
Sandi Ward, Annita Ward,

Grigorios Loukides撰稿
978-986-7206-41-1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medical sciences

9709
Sandi Ward, Annita Ward,

Grigorios Loukides撰稿
978-986-7206-42-8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health sciences

9711 周怡君作 978-986-7206-43-5 學習風格對網路輔助小說教學之成效研究

總計: 4種 4冊

曹公農研基金會 連絡人:龔峻樑 電話:(07)5885400 傳真:(07)5885352

郵遞區號:8135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蓮潭

路176號2樓
 E-mail:tsaojiin@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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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詹錢登計劃主持

978-957-8516-72-4
衛星影像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農地利用調查之研究:

以旗山灌區中壇工作站為例

總計: 1種 1冊

培育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

路三段194號9樓之1
 E-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張鐵成編著 978-986-7551-95-5 只需一顆善良的心

9712 張鐵成編著 978-986-7551-97-9 一本你想要的人生字典

9801 孫郡鍇編著 978-986-7551-98-6 小故事大道理之選擇快樂

總計: 3種 5冊

培基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蘇怡音 電話:(02)23632584 傳真:(02)23632144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二段91號2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978-986-80934-6-1 男士手冊. 第二冊

總計: 1種 1冊

雪謙文化 連絡人:劉紹茵 電話:(02)89322300 傳真:(02)89322301

郵遞區號:80752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華

二路363號9樓之3
 E-mail:vedamayun@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雪謙.嘉察.貝瑪.南賈

(Shechen Gyaltsap Pema

Namgyal)本論; 雪謙.冉

江(Shechen Rabjam)作;

項慧齡譯

978-986-81149-5-1

大藥: 戰勝視一切為真的處方

總計: 1種 1冊

雪霸國家公園 連絡人:劉惠芳 電話:(037)996100e 傳真:(04)25877891



e

郵遞區號:36443
地址:苗栗縣大湖鄉富興

村水尾坪1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黃士俊作 978-986-01-5686-7 登山安全手冊

9712 林良恭作 978-986-01-7034-4 雪霸國家公園哺乳動物圖說

總計: 2種 4冊

救世傳播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330606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

街62巷10號
 E-mail:service@ort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施達雄作 978-957-30438-7-4 信仰生活100訣

總計: 1種 1冊

頂淵 連絡人:陳清榮 電話:(02)82601428 傳真:(02)82601429

郵遞區號:23671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中央

路3段137號B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黃逸仙著 978-986-7175-30-4 人從哪裡來

總計: 1種 2冊

張日廣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757770

郵遞區號:33462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大忠

街5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日廣等編輯 978-957-41-5957-4 大安書苑師生作品集

總計: 1種 1冊

張老師 連絡人:苗天蕙 電話:(02)23697959 傳真:(02)23637110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325號B1
 E-mail:lppc@ms10.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瑪莉.布朗(Marie H.

Browne), 瑪琳.布朗

(Marlene M. Browne)合

著; 李  淑珺譯

978-957-693-723-1

受虐的男孩,受傷的男人: 與伴侶同行療癒之路

9710
安德魯.馬修(Andrew G.

Marshall)著; 林劭貞譯
978-957-693-725-5

幸福關係的七段旅程

9710 歐玲君作 978-957-693-726-2 Orange媽媽: 四分之三的幸福

9710 日野原重明作; 賴庭筠 978-957-693-727-9 幸福的偶然: 日本國寶醫生的創意搖籃

9711
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著; 黃孟嬌譯
978-957-693-728-6

敘事治療的工作地圖

9801

瓊恩.波利森科(Joan

Borysenko), 萊利.羅斯汀

(Lary Rothstein); 劉淑  瓊

譯

978-957-693-730-9

關照身體.修復心靈

總計: 6種 6冊

張存武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574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70巷51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存武著 978-957-41-6032-7 海浮文匯: 華僑華人卷

總計: 1種 1冊

張烈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18176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路一段55巷1弄2號1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小書虎作 978-957-41-6023-5 好餓好餓的小老鼠

總計: 1種 1冊

張振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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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田美二街38

號
 E-mail:csho@ms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張達修著 978-957-41-4532-4 綠島家書

9709 張達修著 978-957-41-5778-5 醉草園文集

9712 張達修著 978-957-41-6000-6 醉草園詩集. 續編

9802 張達修著 978-957-41-6121-8 醉草園聯集

總計: 4種 12冊

捷太 連絡人:芮炯中 電話:(04)23012921 傳真:(04)23012045

郵遞區號:40341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東

路229巷37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伍木成編著

978-957-8858-51-0
大專運動教練之背景變項對於情緒管理行為、領導行

為、訓練參與之相關研究

總計: 1種 1冊

捷幼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57818

郵遞區號:1068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四段134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耀南, 胡學亮, 王立新 978-957-8523-83-8 北地胭脂: 北京、東北、四川、武漢女子的性格與風

9801 傅舒斌,趙小琪,王立新 978-957-8523-84-5 南國佳麗: 上海、杭州、長沙、廣東女子的性格與風

總計: 2種 2冊

推守文化創意 連絡人:李維欣 電話:(02)27752630 傳真:(02)27511148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

南路一段245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孫天鏞作 978-986-6570-07-0 男女大不同鬥智急救包

9710 月藏漫畫主編 978-986-6570-08-7 女人大麻煩: 小男人賤嘴D的圖文日記

9710 月藏漫畫主編 978-986-6570-09-4 不可能型男: 各行各業瀕臨絕種型男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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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孫天鏞作 978-986-6570-10-0 你需要『玩樂力不足』遊樂包

9711 月藏漫畫主編 978-986-6570-11-7 一個人最棒: 單身者愉快指南

9711 月藏漫畫主編 978-986-6570-12-4 決戰KTV: KTV不是遊樂園,KTV是戰場!

9711 孫天鏞作 978-986-6570-13-1 大吐鳥氣

9712 月藏漫畫主編 978-986-6570-14-8 地球人職場說明書

9712 月藏漫畫主編 978-986-6570-15-5 顧人怨的一天: 城市24H易怒實錄

總計: 9種 9冊

常春藤有聲 連絡人:吳瓔瓔 電話:(02)23317600 傳真:(02)23810918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33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42-8 新版多益閱讀攻略

總計: 1種 1冊

晨星 連絡人:郭玟君 電話:(04)23595820 傳真:(04)23550581

郵遞區號:407
地址:臺中市工業區30號

1樓
 E-mail:midori@morningsta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章錦瑜著 978-986-177-220-2 景觀灌木藤本賞花圖鑑

9710 八二一作; 一妃譯 978-986-177-226-4 貓咪攝影ㄟ撇步

9712 弘兼憲史作; 蕭雲菁譯 978-986-177-230-1 時間活用術: 64個時間管理技巧

9711
艾琳.杭特(Erin Hunter)

著; 蔡梵谷譯
978-986-177-234-9

風暴將臨

9712
艾琳.杭特(Erin Hunter)

著; 韓宜辰譯
978-986-177-235-6

危險小徑

9711 勝間和代作; 李毓昭譯 978-986-177-098-7 年收入增加10倍的學習法

9711
阿部治, 野田研一監修;

浦本典子繪圖
978-986-177-140-3

不生病的地球: 你的生活決定地球的健康

9712
唐娜.潔內(Donna M.

Genett)著; 李毓昭譯
978-986-177-236-3

超有效授權術: 把事情做好,不必樣樣靠自己!

9711 賴淑惠著 978-986-177-237-0 好人脈創造好錢脈



9712 蕭蕭, 李佳蓮編 978-986-177-239-4 錦連的時代: 錦連新詩研究

9712
艾琳.杭特(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譯
978-986-177-241-7

黑暗時刻

9711
魯塞.康維爾(Russell H.

Conwell)著; 李毓文譯
978-986-177-243-1

鑽石就在你身邊

9711 卓惠美文.圖 978-986-177-245-5 阿公的大腳丫

總計: 13種 13冊

晨曦出版社 連絡人: 電話:(02)27787445 傳真:(02)27738142

郵遞區號:1049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

東路二段142號8樓之7
 E-mail:myviolin168@.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401-1-4

大家來拉小提琴. 小協奏曲篇

9605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401-0-7

大家來拉小提琴. 小協奏曲篇

9609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401-8-3

大家都來吹長笛. 最簡易篇

9609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401-9-0

大家都來吹長笛

96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817-1-1

大家都來吹長笛(練習曲)

96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817-0-4

大家都來吹長笛(練習曲)

9611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817-2-8

大家來拉小提琴. 臺灣風情. 高級篇

9611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817-3-5

大提琴名曲集. 臺灣風情. 高級篇

9611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817-4-2

大家都來吹長笛. 臺灣風情. 高級篇

9611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83817-5-9

精選單簧管名曲集. 臺灣風情. 高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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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6627-04-0

大提琴名曲集. 音樂會篇

97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6627-06-4

大提琴名曲集. 最初級篇. 0冊

97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6627-08-8

大提琴名曲集. 協奏曲篇

97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6627-10-1

包佩40首為訓練高階技巧的練習曲

9710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6627-09-5

包佩40首為訓練高階技巧的練習曲

總計: 15種 15冊

野人文化 連絡人:蔡麗真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506號4樓
 E-mail:tsai@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那須田淳作; 葉韋利譯 978-986-6807-25-1 里歐的小狼日記

9708 張念陽著 978-986-6807-26-8 夢想力

9709
保羅.霍肯(Paul Hawken)

著; 黃維明譯
978-986-6807-27-5

看不見的力量: 世界最大的運動正在發生,為什麼沒人

看見?

9709 林滿秋著 978-986-6807-28-2 墨西哥情人

9710

葛雷哥里.羅伯茲

(Gregory David Roberts)

作; 黃中憲譯

978-986-6807-31-2

項塔蘭

9710

葛雷哥里.羅伯茲

(Gregory David Roberts)

作; 黃中憲譯

978-986-6807-30-5

項塔蘭

9710

葛雷哥里.羅伯茲

(Gregory David Roberts)

作; 黃中憲譯

978-986-6807-29-9

項塔蘭

9710 徐銘謙作 978-986-6807-32-9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 尋找夢幻步道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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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歐文.寇弗(Eoin Colfer)

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
978-986-6807-33-6

半月偵探: 頭腦就是武器,情報就是力量!

總計: 9種 9冊

曼尼文化事業 連絡人:李亞倩 電話:(02)22234009 傳真:(02)32348050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

路502號8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928-31-4 亂世太子妃. 2, 妳是我的狐狸精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928-32-1 亂世太子妃. 3, 戀戀夢中人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928-33-8 亂世太子妃. 4, 天涯猶有癡情人

9801 月斜影清著 978-986-6928-34-5 亂世太子妃. 5, 生死契闊

總計: 4種 4冊

國父紀念館 連絡人:徐鑑英 電話:(02)27588008 傳真:(02)27238243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仁愛路四段

505號
 E-mail:sun250@yatsen.yatse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袁金塔等執行編輯; 張

姜姿羽等翻譯
978-986-01-5856-4

臺北當代水墨雙年展畫冊專輯. 第二屆

9712 曾一士總編輯 978-986-01-6429-9 文化講座. 第九輯

9712 狄德蔭總編輯 978-986-01-7372-7 魅力處處: 臺灣之美專輯

9801 蔣燕美, 羅愛玲撰稿 978-986-01-7532-5 涇渭分明水長流: 蔣渭水小傳

總計: 4種 8冊

國史館 連絡人:洪慧麗 電話:(02)22175500 傳真:(02)22170051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宜

路二段406號
 E-mail:653a@academia.drn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簡笙簧主編 978-986-01-0146-1 國史館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同仁著作目錄

9709
簡笙簧等訪談; 林佩欣

等記錄整理
978-986-01-5314-9

鄭紹良: 民主與科技的先行者; 簡明仁: 電腦產業的深

耕者



9709
何鳳嬌, 張世瑛, 歐素瑛

訪談、記錄整理
978-986-01-5330-9

臺灣自然保育的推手: 林曜松; 臺灣自然保育的實踐者:

徐國士

9709
林清芬, 張嘉娟訪談、

記錄整理
978-986-01-5341-5

吳振和: LED紅綠燈的傳奇人物

9709
林清芬訪談; 林清芬, 蕭

李居記錄整理
978-986-01-5416-0

廖一久: 水產養殖的開路先鋒

9711 何鳳嬌編輯 978-986-01-5391-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湯守仁案史料彙編

9711 蕭李居編輯 978-986-01-5532-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余登發案史料彙編

9711
周美華編註

978-986-01-5589-1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略稿本. 32, 民國二十四年七月(下)

至九月(上)

9711
周美華編註

978-986-01-5590-7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略稿本. 33, 民國二十四年九月(下)

至十月

9711 高素蘭編註 978-986-01-5591-4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略稿本. 30, 民國二十四年三月至

9711
高素蘭編註

978-986-01-5592-1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略稿本. 31, 民國二十四年五月至

七月(上)

9712 卓遵宏, 侯坤宏訪問 978-986-01-5894-6 如悟法師訪談錄

9712 謝培屏編 978-986-01-6099-4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料彙編. 2, 德僑篇

9712 謝培屏編 978-986-01-6365-0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料彙編. 3, 德僑篇

總計: 14種 28冊

國防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8905030

郵遞區號:325
地址:桃園縣龍潭鄉中興

路56號
 E-mail:lcc@nd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菲力普.桑德斯原著; 周

茂林譯
978-986-01-6219-6

中國的全球行動主義: 戰略、驅力與工具

9712 王俊南等作; 張文廣主 978-986-01-6344-5 中共『三戰』策略大解析

9712 李吉安等作; 顧尚智主 978-986-01-6569-2 戰略安全論壇彙編. 2008年

9712
卡里斯, 尼瑞尼克斯

(Karlis Neretnieks)等作
978-986-01-6719-1

國防大學國際學者邀訪講座論文中英合輯. 97年度

9712 蔡萬助等作 978-986-01-6746-7 解放軍研究論壇彙編. 2008年

總計: 5種 10冊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954015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中央

北路二段70號
 E-mail:b6511g@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莫大華等譯 978-986-01-6448-0 軍事倫理學譯文輯: 理論與實務

9712
Giuseppe Caforio編著; 洪

陸訓等譯
978-986-01-6598-2

軍事社會學手冊

總計: 2種 4冊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連絡人:沈明室 電話:(03)3731721 傳真:(03)3655924

郵遞區號:334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興豐

路1000號
 E-mail:dss@nd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先民等作; 李陳同主 978-986-01-6779-5 國防戰略與聯合作戰

9712 于成森等作; 李陳同主 978-986-01-6780-1 戰爭哲學與中共戰略研究

總計: 2種 4冊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連絡人:王麗娟 電話:(02)27377641 傳真:(02)27377448

郵遞區號:1063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106號14-16樓
 E-mail:ljwang@mail.stp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編

978-957-619-143-5

亞洲國家之專利技術觀測報告: 專利活動與流動分析

971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編]

978-957-619-144-2

由各國趨勢分析探討我國農業生技之發展策略

9712 李相臣等撰文 978-957-619-145-9 如何避免資安危機

總計: 3種 6冊

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理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56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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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0763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中科

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科志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1-6482-4 中科志(二■■八年版)

總計: 1種 2冊

國家 連絡人:謝滿子 電話:(02)28951317 傳真:(02)28942478

郵遞區號:1126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大興

街9巷28號1樓
 E-mail:kcpc@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耿洪森主編 978-957-36-1070-0 藥物.運動養生

9801 李業甫, 白效曼主編 978-957-36-1131-8 圖解按摩保健療法

9801 蘇揚, 蘇榮德, 陸軍編著 978-957-36-1132-5 中藥浴足保健療法

9711 周濯街著 978-957-36-1135-6 文昌帝君

9712 羅麗容著 978-957-36-1136-3 戲曲面面觀

9801 耿洪森主編 978-957-36-1138-7 防病治病養生

9712 耿洪森主編 978-957-36-1137-0 防病治病養生

9801 何左峰編著 978-957-36-1139-4 屏風馬布局精華

9801 何左峰編著 978-957-36-1140-0 順炮列炮布局精華

9801 葉明生著 978-957-36-1141-7 宗教與戲劇研究叢稿

9801 尕藏才旦.格桑本編著 978-957-36-1142-4 天葬: 藏族喪葬文化

9802 曾永義著 978-957-36-1144-8 戲曲之雅俗、折子、流派

總計: 12種 12冊

國家文化總會 連絡人:鮑愛梅 電話:(02)23964256 傳真:(02)23927221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二段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果顯著 978-986-6573-10-1 文化、政治與時代: 國家文化總會四十年

總計: 1種 1冊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連絡人:張雅君 電話:(02)66286066 傳真:(02)66282588



x

郵遞區號:23143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

路三段200號9樓
 E-mail:happy711002@ncdr.na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蔣得心, 何興亞, 施邦築[

著]
978-986-01-7068-9

地方政府鄉鎮層級防救災任務與執行能力提升之研究

總計: 1種 2冊

國家奈米元件實驗室 連絡人:張妙如 電話:(03)5726100e 傳真:(03)5733795

郵遞區號:30078
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

業1路26號
 E-mail:mjchang@mail.ndl.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Mao-Nan Chang et.al 978-957-29435-6-4 Annual report. 2007

總計: 1種 1冊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連絡人:陳麗芬 電話:(02)86711268 傳真:(02)86711483

郵遞區號:23703
地址:臺北縣三峽鎮三樹

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張鈿富等著 978-986-01-5570-9 國際與區域組織相關教育政策研究

9802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主編
978-986-01-5898-4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三下

9802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主編
978-986-01-5899-1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 三下

9802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主編
978-986-01-5900-4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活動紀錄簿. 三下

980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主編
978-986-01-6138-0

國民小學數學課本. 四下

980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主編
978-986-01-6139-7

國民小學數學習作. 四下

980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主編
978-986-01-6140-3

國民小學數學教師手冊. 四下

總計: 7種 14冊



e

x

e

國家圖書館 連絡人:黃翠絹 電話:(02)23619132 傳真:25045425

郵遞區號:1000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20

號
 E-mail:reader@msg.ncl.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編

輯小組編輯
978-957-678-483-5

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 九十七年

9802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輯 978-957-678-485-9 臺灣早期農村生活: 何慧光攝影集

總計: 2種 4冊

國家衛生研究院 連絡人:陳筱蕾 電話:(037)246166e 傳真:(037)587402

郵遞區號:35053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

路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簡丹總編輯 978-986-01-5689-8 相無常: 當生息轉化的瞬間

9712 陳麗秋總編輯 978-986-01-6557-9 國家衛生研究院年報. 97

總計: 2種 4冊

國稜五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536600

郵遞區號:51546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

路77-1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魁斗著 978-986-83826-1-9 李仔仙地理傳奇

總計: 1種 1冊

國語日報 連絡人:陳聖真 電話:(02)23945995 傳真:(02)23413510

郵遞區號:1007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福州

街2號
 E-mail:publish-3@mail.mdnkid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淑英編著 978-957-751-555-1 作文就是這麼容易

9710 林良等著 978-957-751-556-8 大師在家嗎?

總計: 2種 2冊



e

國際文化 連絡人:楊美華 電話:(02)3318080 傳真:(02)2331809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博愛路25號

612室
 E-mail:lakehu1929@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胡子丹作 978-957-9495-83-7 跨世紀的糾葛: 我在綠島3212天

總計: 1種 1冊

國際民俗舞蹈協會 連絡人:須文宏 電話:(02)27171992 傳真:(02)27174821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133巷9弄16號
 E-mail:whhsu@ni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須文宏主編 978-986-84717-0-2 國際民俗舞蹈兒童教材

總計: 1種 1冊

國際法身禪修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672800

郵遞區號:2206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川

路二段16巷9號3樓
 E-mail:info@dhammakaya.tc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法日講述; 釋法應, 黃侃

如編譯
978-986-83467-4-1

最後得勝

總計: 1種 2冊

國際漢語聖經 連絡人:許淑琴 電話:(02)23679481 傳真:(02)23679474

郵遞區號:1044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一段53巷11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曾淑儀編撰 978-957-29735-5-4 富日子,窮日子,怎樣過?: 30天看聖經談論理財之道

總計: 1種 1冊

眾文圖書 連絡人:李皖萍 電話:(02)83691198 傳真:(02)83691200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9號
 E-mail:lillianlee@jw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Christopher Belton著; 蔡

易伶, 劉華珍譯
978-957-532-358-5

英式英語的32堂聽力課

9711
蔡佩青, 名古屋大學日

本語研究會合著
978-957-532-359-2

日本語運用力專門塾: 和日本學生一起上進階文法課

9801 郭家樑編著 978-957-532-361-5 實用中國針灸經穴學

9802 林功著; 鄭襄憶,高靖敏 978-957-532-362-2 TOEFL iBT托福關鍵字彙

總計: 4種 4冊

崇正基金會 連絡人:翁士琇 電話:(04)22782091 傳真:(04)22778322

郵遞區號:411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東平

路766號
 E-mail:f216007@ik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978-986-82675-3-4 萬法歸宗

總計: 1種 1冊

笛藤 連絡人:葉艾青 電話:(02)25037628 傳真:(02)25022090

郵遞區號:1046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7巷5弄13號
 E-mail:dtn@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蔣爭著 978-957-710-518-9 新版英語字根.字首.字尾分類字典

總計: 1種 1冊

悠然小提琴音樂坊 連絡人:黃淑芬 電話:(07)5372008 傳真:(07)5374354

郵遞區號:80661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衡山

街7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9 林鴻喻編著 978-986-81490-4-5 悠然小提琴教本. 第6冊

總計: 1種 1冊



健行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三段12巷57弄40號
 E-mail:chiuko@chiuk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葉于模著 978-986-6798-18-4 創造好運吸引力

9802 吳瑞璧著 978-986-6798-19-1 貓頭鷹的勇敢飛行

9803 趙葉著 978-986-6798-20-7 懶人養生術

總計: 3種 3冊

健康文化 連絡人:周琳霓 電話:(02)23939800 傳真:(02)23414539

郵遞區號:1005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

路一段4號6樓
 E-mail:lindy@health-world.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吳明賢等編輯 978-986-7577-50-4 健胃整腸好消化: 腸胃疾病檢查與治療

9712 吳明賢等編輯 978-986-7577-51-1 保肝利膽好消化: 肝膽胰疾病檢查與治療

9712 楊榮森著 978-986-7577-52-8 骨質疏鬆症

9712 林孝義編著 978-986-7577-53-5 類風溼性關節炎

9802 王傳淵著 978-986-7577-54-2 醫生教你減肥ㄟ撇步

總計: 5種 5冊

健康運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220245

郵遞區號:40459
地址:臺中市北區梅亭街

90巷3弄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吳正生編著 978-986-84639-0-5 運動免疫學概論

總計: 1種 1冊

御女王 連絡人:宋餘偉 電話:0933088855 傳真:(02)27091198

郵遞區號:1045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四平

街20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劉真作 978-986-83907-1-3 劉真 森巴. 初階



9708 劉真作 978-986-83907-2-0 劉真 恰恰恰. 初級

9708 劉真作 978-986-83907-3-7 劉真 森巴. 進階

9708 劉真作 978-986-83907-4-4 劉真 恰恰恰. 進階

9708 劉真作 978-986-83907-5-1 劉真 留真. 2

總計: 5種 5冊

御書房 連絡人:張志偉 電話:(02)25987087 傳真:(02)25989926

郵遞區號:1046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三段45號5樓之2
 E-mail:amazonchang.tw@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108 王超群著 978-986-80136-1-2 時代的答案: 波柏的智慧哲射

9208 徐遵慈著 978-986-80136-5-0 女性創業: 全球新築夢工程

9303 卜幼夫著 978-957-29222-4-8 從博愛路一六二號到介壽路二號: 外交史話

9311 王梓夫作 978-957-29954-5-7 漕運碼頭

9311 王梓夫作 978-957-29954-2-6 漕運碼頭

9311 王梓夫作 978-957-29954-1-9 漕運碼頭

9311 葉家助作 978-957-29954-3-3 瘦身聖密: 縮小骨盆一次OK

9311 吳求森作 978-957-29954-4-0 寶寶寶典

9408 葉家助著 978-986-81118-2-0 搶救米格魯: 讓愛陪伴到永久

9410 露意絲(Louise)著 978-986-81118-3-7 歡迎光臨法蘭西施共和國

9502 李龍雲作 978-986-81118-4-4 天朝上邦. 一, 家事

9502 李龍雲作 978-986-81118-5-1 天朝上邦. 二, 國事

9502 李龍雲作 978-986-81118-6-8 天朝上邦. 三, 天下事

9607 林立著 978-986-82267-7-7 曠男怨女想什麼

9702 董志強著 978-986-83675-6-2 大師不在的聖經: 永遠舉棋篤定的博奕智慧

9703 李茂編譯 978-986-83675-8-6 在與眾不同的教室■: 8位美國當代名師的教育理念

9705 倩華著 978-986-6617-02-7 誰打開了我的收音機: 妹妹今夜不想睡

9707 張麗鈞著 978-986-6617-05-8 天上的劇本: 生命的暗示無處不在

9707 林夕著 978-986-6617-06-5 人間的劇情: 沒有不會降臨的奇蹟

9710 魯稚作 978-986-6617-09-6 孺子,不可教

總計: 20種 22冊



e

e

e

啟示 連絡人:曹繼韋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0775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9樓
 E-mail:chiwei_tsao@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克里斯多夫.傑米森

(Christopher Jamison)著;

鄭嘉■譯

978-986-7470-37-9

淨心: 如何消除八種不快樂的負面思想

9711 林照程, 蕭雅雯著 978-986-7470-39-3 我的慢飛天使

總計: 2種 2冊

啟芳 連絡人:呂桂華 電話:(02)23639422 傳真:(02)23635588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83巷21弄15號
 E-mail:kueihua@cf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鴻鳴作 978-957-29618-7-2 考前必勝學習計劃

9801 陳奕如編著 978-957-29618-8-9 會計學複習講義. II

總計: 2種 2冊

啟思文化 連絡人:龍瑛 電話:(02)23218411 傳真:(02)23417552

郵遞區號:1065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二段60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Eve Tharlet文.繪 978-957-649-199-3 西蒙的奇遇

9706
August Kopisch文; Eve

Tharlet繪
978-957-649-200-6

小矮仙的消失

9706
Bruder Grimm文; Eve

Tharlet繪
978-957-649-201-3

神奇的桌子、驢子和棍子

9706 Eve Tharlet文.繪 978-957-649-202-0 小豬闖出大麻煩

9706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文; Eve Tharlet繪
978-957-649-203-7

睡在豌豆上的公主

9706
M.L.Miller文; Eve Tharlet

繪
978-957-649-204-4

國王最喜愛的小丑



e

9708 龍瑛等文字編輯 978-986-182-067-5 I'm going to read!

9711
Nuria Roca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0-5

你會害羞嗎?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1-2

讓我非常害怕的經驗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2-9

你有小祕密嗎?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3-6

我會永遠記得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4-3

我的爺爺和奶奶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5-0

爸爸和媽媽的問題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6-7

媽媽要去工作

9711
Jennifer Moore-Mallinos

作; Marta Fabrega繪
978-986-182-077-4

每個人都很特別

總計: 15種 15冊

逢甲中文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521790

郵遞區號:40742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匿文

華路100號
 E-mail:hhtsai@f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柯惠方等編輯 978-986-7621-69-6 逢甲中文學刊. 第二期

總計: 1種 1冊

逢甲合經系 連絡人:林久郁 電話:(04)24517250 傳真:(04)24519058

郵遞區號:40724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華

路1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簡禪婷主編 978-986-7621-70-2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學生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1種 1冊



e陸委會 連絡人:林偉橧 電話:(02)23975589 傳真:(02)2397528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濟南路一段

2-2號18樓
 E-mail:macst@m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姜志俊等編 978-986-01-5051-3 臺商諮詢案例解析彙編專書

9712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著 978-986-01-6724-5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暨施行細則

9802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著 978-986-01-7466-3 兩岸人員往來交流法規彙編

總計: 3種 6冊

陸軍官校大學部 連絡人:林佳宏 電話:(07)7403060 傳真:(07)7104697

郵遞區號:830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維武

路1號
 E-mail:klyang@cc.cm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陸軍軍官學校軍事管理

科學研究中心編輯
978-986-01-5667-6

IPMA軍事決策專案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陳文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259046

郵遞區號:25147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

東路一段135號17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文惠(文卉)著 978-957-41-5874-4 陳文惠(文卉)畫作選集: 五彩繽紛三十年. 1978-2008

總計: 1種 1冊

陳中和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9300

郵遞區號:80249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苓東

路1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建太主編 978-957-99876-7-7 打狗洋樓: 陳中和紀念館

總計: 1種 2冊



陳炳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724370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文德

路22巷9弄2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炳元攝影.撰文 978-957-41-6063-1 大貓熊群相

總計: 1種 2冊

陳炳宏 連絡人:陳炳宏 電話:(02)23913717 傳真:(02)23913717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育英

街53號B2-6
 E-mail:bienhorn@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炳宏編著 978-957-41-5618-4 臺語、土語、洋語相關字彙

總計: 1種 1冊

陳焯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8316656

郵遞區號:83087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福德

街1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焯棋作 978-957-41-5971-0 高屏客影: 陳焯棋攝影輯

總計: 1種 1冊

陳曾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18717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仁愛路三段

118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5 王立楨作 978-957-41-2845-7 回首來時路: 陳燊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

總計: 1種 1冊

陳楊淑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219901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民權路18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712
陳明輝總編輯

978-957-41-6021-1
守護諸羅城的打火英雄: 嘉義市義勇消防總隊沿革成

立5週年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2冊

陳錦村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路

300號
 E-mail:jingtwen@cc.n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陳錦村著 978-957-41-6028-0 風險管理概要: 個案與實務

總計: 1種 1冊

參山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陳政洞 電話:(04)23312678 傳真:(04)23330867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

路73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金保樑, 廖文■執行企 978-986-01-6760-3 獅山南庄旅遊采風指南

總計: 1種 2冊

婦女與生活社 連絡人:郭豐偉 電話:(02)27283588 傳真:(02)27264126

郵遞區號:1107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中坡

南路287號5樓
 E-mail:siraviko@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謝正斌著 978-986-7273-56-7 讓孩子懂得的感恩50件事

9710
謝正斌著

978-986-7273-57-4
讓孩子學會自立的50件事: 父母在生活中讓孩子懂得

感恩的第一本書

9712 溫柔九刀作 978-986-7273-58-1 會裝傻的女人最幸福

9711 鄭鴻作 978-986-7273-59-8 野心: 富人與窮人的差別

9711 秦漢唐作 978-986-7273-60-4 有一種智慧叫捨得

總計: 5種 5冊

婦女權益基金會 連絡人:張政榮 電話:(02)23706262 傳真:(02)23717898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

南路一段15號9樓
 E-mail:female@wrp.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婦女權益促進

發展基金會編
978-986-84841-1-5

臺灣國際性非政府婦女組織資源手冊

9802
財團法人婦女權益促進

發展基金會編著
978-986-84841-3-9

臺灣婦女年鑑. 2006-2007

總計: 2種 4冊

渤海文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421849

郵遞區號:22175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臺

五路二段20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永一著 978-986-6576-05-8 韓國史論綱

總計: 1種 1冊

渤海堂 連絡人:王瑜 電話:(02)23060757 傳真:(02)23568076

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一段20號8樓
 E-mail:swfc@swf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健生編撰 978-957-8970-97-7 中國歷代才女情緣傳奇

9712 李健生編撰 978-957-8970-96-0 中國歷代才女情緣傳奇

9712 李健生編撰 978-957-8970-95-3 中國歷代才女情緣傳奇

9712 李健生編撰 978-957-8970-94-6 中國歷代才女情緣傳奇

總計: 4種 4冊

就是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7081456

郵遞區號:11682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

路一段55巷27弄18號2樓

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胡小梅著 978-986-6517-00-6 不要用身體談情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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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閆錙子著 978-986-6517-01-3 禁書: 職場人際不可誤踩的地雷

9802 閆錙子著 978-986-6517-02-0 禁書: 兩性相處不可逾越的界線

總計: 3種 3冊

敦煌 連絡人:蕭湘芸 電話:(02)87925001 傳真:(02)87925026

郵遞區號:1149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堤頂

大道一段207號
 E-mail:susanhsiao@caves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林明德著 978-957-606-534-7 輕鬆學好韓語. 二, 初級韓語句型

9609

Hermann Funk, Christina

Kuhn, Silke Demme著; 張

秀娟譯

978-957-606-615-3

Studio d. A2: 字彙與例句

9611
陳淑吟試題解析; 周又

德等編輯
978-957-606-616-0

敦煌全民英檢中級閱讀寫作全真模擬試題

9703 Rebecca Williams 978-957-606-620-7 Sprinkles. A

9703 Rebecca Williams 978-957-606-621-4 Sprinkles. B

9703 Rebecca Williams 978-957-606-622-1 Sprinkles. 1

9703 Rebecca Williams 978-957-606-623-8 Sprinkles. 2

9703 Rebecca Williams 978-957-606-624-5 Sprinkles. 3

9703 Rebecca Williams 978-957-606-625-2 Sprinkles. 4

9711
Christian Fandrych, Ulrike

Tallowitz著; 張守慧譯
978-957-606-633-7

德文文法輕鬆學: 初級德文文法練習99步

9708 龔如森編著 978-957-606-635-1 唐吉訶德傳

9709 盧慧娟, 呂羅雪編著 978-957-606-636-8 西翻中翻譯技巧與解析

9709
Hermann Funk等著; 陳慧

芬譯
978-957-606-637-5

Studio d. B1: 字彙與例句

9709

Hartmut Aufderstrabe,

Jutta Muller, Thomas Storz

著; 張瓊文譯

978-957-606-638-2

Lagune. 1, 字彙與例句

9709 陳麗鈴, 劉碧交編譯 978-957-606-640-5 史溫聶西華字彙

9709 陳麗鈴, 劉碧交編譯 978-957-606-639-9 史溫聶西華字彙



9711
孟尼亞(Alain Monier)著;

黃雪霞譯
978-957-606-641-2

法文文法一點通

總計: 17種 17冊

善立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79578

郵遞區號:40653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崇德

路二段128號5樓-5
 E-mail:sunlit@mars.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蕭瑞益, 黃民昌執行編 978-957-97681-2-2 兒童戲劇欣賞暨故事創作比賽徵文得獎作品專輯. 2008

總計: 1種 2冊

善理書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298828

郵遞區號:8027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

一路248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淑媚作 978-986-84299-1-8 大家來看牛: 陳淑媚專題創作展

總計: 1種 1冊

普天 連絡人:梁主任 電話:(02)26921935 傳真:(02)26959332

郵遞區號:22180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康寧

街169巷21號9樓
 E-mail:popular.pres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南派三叔作 978-986-219-023-4 盜墓筆記. 卷四

9711 南派三叔作 978-986-219-024-1 盜墓筆記. 7, 蛇沼鬼城

9711 南派三叔作 978-986-219-025-8 盜墓筆記. 8, 蛇沼鬼城

9707 何馬作 978-986-219-032-6 藏地密碼. 卷三

9708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37-1 摸金令之1: 曹操疑塚

9708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38-8 摸金令之2: 坐化仙屍

9708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39-5 摸金令之3: 九棺朝聖

9708 离作 978-986-219-040-1 魂行道之湖濱鬼舍

9708 魯迅著 978-986-219-041-8 阿Q正傳

9708 何馬作 978-986-219-042-5 藏地密碼. 卷四



9708 何馬作 978-986-219-043-2 藏地密碼之7

9708 何馬作 978-986-219-044-9 藏地密碼之8: 死亡西風帶

9708
王國華著

978-986-219-045-6
你不能不懂的厚黑: 讓你認清慈眉善目、厚黑心腸的

『好人』

9709 黛恩著 978-986-219-046-3 改變心情,就能心想事成

9709 黎詩彥作 978-986-219-047-0 當我們不在一起. 2: 一個人很空虛,兩個人太委屈

9709 离作 978-986-219-048-7 魂行道之東湖往生

9709 一枚糖果作 978-986-219-049-4 妖折. 1, 缺陷的天使

9709 一枚糖果作 978-986-219-050-0 妖折. 2, 元神的秘密

9710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51-7 摸金令之4: 七寶王傳說

9710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52-4 摸金令之5: 古墓玄屍

9710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53-1 摸金令之6: 七寶聚沉棺

9710 千江月著 978-986-219-054-8 退一步,就是幸福: 幸福往往從放下的那一刻開始

9710 北嶺鬼盜作 978-986-219-055-5 深淵空屋之1: 石壁人皮

9710 北嶺鬼盜作 978-986-219-056-2 深淵空屋之2: 水下城樓

9710 凌雲著 978-986-219-057-9 用心追,宅男照樣把正妹. 2: 你一定要知道の把妹勝經

9710 王國華著 978-986-219-058-6 一頭擦了口紅的豬: 84則為醜陋人性卸妝的Tips

9710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59-3 摸金令之7: 金光國主

9710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60-9 摸金令之8: 龍爪影宮

9711 指點乾坤作 978-986-219-061-6 摸金令之9: 雙墓國鼎

9712 离作 978-986-219-062-3 魂行道之死神愛聽周杰倫

9711 何馬作 978-986-219-063-0 藏地密碼. 卷五

9711 吉振宇作 978-986-219-064-7 紅棺新娘

9711 何馬作 978-986-219-065-4 藏地密碼之9: 光照下的城堡

9711 何馬作 978-986-219-066-1 藏地密碼之10: 聖地香巴拉

9711 公孫龍策作 978-986-219-067-8 做人聰明,做事精明

9712 凌越著 978-986-219-068-5 感謝折磨你的人. 超越困境篇

9712 信周作 978-986-219-070-8 闖王之1: 賭城爭霸

9712 信周作 978-986-219-071-5 闖王之2: 賭王之王

9712 王渡著 978-986-219-075-3 壞事也可以變好事: 改變看法,就可以改變事情的好壞

9712 王照作 978-986-219-076-0 我不是教你壞: 有點心機,才能讓自己化危機為轉機

9801 紅塵作 978-986-219-077-7 華爾街風水師之1: 宿命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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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紅塵作 978-986-219-078-4 華爾街風水師之2: 龍穴大陰謀

9712 郎芳作 978-986-219-079-1 午夜蛇變之1: 面紗主人

9712 郎芳作 978-986-219-080-7 午夜蛇變之2: 亡者歸來

9801 千江月著 978-986-219-081-4 該放下的時候就放下. 智在生活篇

9801 信周作 978-986-219-082-1 闖王之3: 北美殺機

9801 信周作 978-986-219-083-8 闖王之4: 驚天寶藏

9801 凌雲編著 978-986-219-084-5 他是不是真的愛妳?: 看清對方是真心真意,還是虛情假

9801 巴娃作 978-986-219-085-2 藏地奇兵之1: 神秘的鼓聲

9801 巴娃作 978-986-219-086-9 藏地奇兵之2: 威瑪神杖

9801 巴娃作 978-986-219-087-6 藏地奇兵之3: 美麗香巴拉

9802 紅塵作 978-986-219-088-3 華爾街風水師之3: 帝都風水戰

9802 紅塵作 978-986-219-089-0 華爾街風水師之4: 人肉天師符

9802 吉振宇作 978-986-219-090-6 血色情人之1: 醫院裡的美女殭屍

9802 吉振宇作 978-986-219-091-3 血色情人之2: 變態男人與他的姐妹

9802 文彥博著 978-986-219-092-0 自信的人比較幸運: 充滿自信,你就是自己的幸運之神

9802 肥丁作 978-986-219-094-4 西雙版納銅甲屍之1: 群魔四起

9802 肥丁作 978-986-219-095-1 西雙版納銅甲屍之2: 讖語玄宮

總計: 58種 58冊

普林斯頓國際 連絡人:謝惠婷 電話:(02)22900319 傳真:(02)89902547

郵遞區號:248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股

工業區五工三路116巷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李宏志著 978-986-6534-09-6 財務管理

9802
Christian Gronroos原著;

方世榮譯
978-986-6534-11-9

服務行銷與管理

總計: 2種 2冊

普陀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連珮秀 電話:(02)23435680 傳真:(02)23560480

郵遞區號:1009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林森

南路142號12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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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高仰崗編輯 978-986-83065-3-0 現代往生實錄

總計: 1種 1冊

普富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18263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一段176號6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優學網產品研發小組作 978-986-84990-0-3 我的優學網部落格

總計: 1種 1冊

勞委會 連絡人:邱欣怡 電話:(02)85902861 傳真:(02)85902910

郵遞區號:10346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延平

北路二段8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編 978-986-01-6926-3 勞工生活及就業狀況調查

總計: 1種 2冊

勞委會中彰投就服中心 連絡人:林聖國 電話:(04)23500586 傳真:(04)23581128

郵遞區號:407
地址:臺中市工業區一路

100號
 E-mail:kcchen@jobmail.evt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趙美琳總編輯 978-986-01-6000-0 多元心發現:  中彰投.一起趴趴走

9712
精湛民意調查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執行
978-986-01-6021-5

中彰投地區金屬製品製造業人力需求調查報告. 97年

度

9712
精湛民意調查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執行
978-986-01-6032-1

中彰投區機械設備製造業人力需求調查報告. 97年度

9712
一零四學習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執行
978-986-01-6436-7

中彰投地區流通服務業人力需求調查報告. 97年度

9712 林淑媛總編輯 978-986-01-7120-4 履歷達人: 中部大專校院優選履歷作品集. 97年

總計: 5種 10冊

勞委會北基宜花金馬就服連絡人:洪銘芳 電話:(02)22983060 傳真:(02)22983287



x

e

郵遞區號:424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

五路47號
 E-mail:aibo@jobmail.evt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建成等編輯 978-986-01-6025-3 多元心發現: 北基宜花金馬.創心玩法

總計: 1種 2冊

勞委會桃竹苗就服中心 連絡人:賴燕玲 電話:(03)3333005e 傳真:(03)3390541

郵遞區號:33042 地址:桃園市南華街9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張佳純等報告編修

978-986-01-5893-9
桃竹苗地區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人力供需調查報告.

97年

9711 簡明雲總編輯 978-986-01-5977-6 多元樂活書之多元便利購

9711 簡明雲總編輯 978-986-01-5978-3 多元樂活書之多元任遨遊

9711 簡明雲總編輯 978-986-01-5979-0 多元樂活書之多元關懷情

9712 張佳純等報告編修 978-986-01-6491-6 桃竹苗地區年後轉職現況調查. 97年

總計: 5種 10冊

勞委會勞安所 連絡人:林雲卿 電話:(02)26607600 傳真:(02)25451048

郵遞區號:221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橫科

路407巷99號
 E-mail:linyc@mail.ios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石東生著 978-986-01-6455-8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策略規劃. 2009-2012

9712 石東生著 978-986-01-6477-0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年報. 96年

9712
陳建鵬, 彭淑美, 徐雅媛

著
978-986-01-6478-7

搬運作業肌肉骨骼傷病防治及搬運活力Fun鬆操操作

技術手冊

9712 劉立文著 978-986-01-7187-7 餐飲業職業衛生教育訓練教材

總計: 4種 10冊

勞委會雲嘉南就服中心 連絡人:侯雅卉 電話:(06)2354533 傳真:(06)2004432

郵遞區號:70142
地址:臺南市東區衛民街

1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712 黃聖芬等作; 林慶和主 978-986-01-6164-9 鮮履奇緣: 全國大專學生履歷自傳競賽優勝作品集.

9801
蔡旺庭總編輯

978-986-01-7504-2
成長.茁壯: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成果專冊.

97年

總計: 2種 5冊

勞委會職訓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57302

郵遞區號:103
地址:臺北市延平北路二

段8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01-6698-9 人資創新.擁抱全球: 2008人力創新獎

9712 978-986-01-6736-8 協助企業人力資源提升聯合型計畫案例分享專輯. 97

9712 978-986-01-6834-1 協助企業人力資源提升個別型計畫成功案例分享. 97

總計: 3種 6冊

富邦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余姵穎 電話:(02)27048856 傳真:(02)27030626

郵遞區號:10687
地址:臺北市仁愛路四段

258號
 E-mail:education@fubo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Career雜誌編輯部作 978-957-28043-5-3 17歲生涯探索地圖: 升學抉擇X職業適性X競爭力

總計: 1種 1冊

富林 連絡人:賴宏毅 電話:(04)22206316 傳真:(04)22207142

郵遞區號:40144
地址:臺中市復興路四段

281-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賴滋漢, 賴業超編 978-986-83591-7-8 食品科技辭典

總計: 1種 1冊

富益開發建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290442

郵遞區號:80043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德生

里五福二路26號6樓
 E-mail:a7198167@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1 楊豐溢作 978-986-85033-0-4 悅荷: 吾心安處 方為家

總計: 1種 1冊

富貴陶園藝術文化 連絡人:邱瓊儀 電話:(02)26703999 傳真:(02)26704507

郵遞區號:23942
地址:臺北縣鶯歌鎮重慶

街96-98號
 E-mail:fugui@ms6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邱瓊儀編輯企畫; 邱振

訓翻譯
978-986-83593-1-4

孫文斌陶作品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菁品文化 連絡人:林建成 電話:(02)22235029 傳真:(02)22234544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

路502號8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月星編著 978-986-6773-67-9 有佛法就會有想法: 打開心靈的佛教小故事

9802 楓擒雨著 978-986-6773-71-6 被狼附身的羊

9801 楓擒雨著 978-986-6773-70-9 被狼附身的羊

9801 方舟編著 978-986-6773-73-0 順應你的『心』: 做自己

9801 方舟編著 978-986-6773-74-7 富頭腦,窮頭腦: 正面思考的力量

9801 王增編著 978-986-6773-75-4 黑色食品食療經: 五色飲食養生寶典. 4

9802 王增編著 978-986-6773-76-1 紅色食品食療經: 五色飲食養生寶典. 五

9803 陳鳴編著 978-986-6773-77-8 美德故事書: 比能力更重要的品德

9803 岩鳳編著 978-986-6773-78-5 改善酸性體質『鹼』回命

9802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773-83-9 願意赤腳為你開門的人

9801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773-84-6 神秘的魔法石: 給孩子勤勞的人生態度

總計: 11種 11冊

華一文教 連絡人:胡翹鳳 電話:(02)23113636 傳真:(02)2388222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公園

路8樓之2
 E-mail:lucu1212@her-je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21-5

赫哲數學中心高一專用題庫: 3-5多項式方程式.3-6多項

式不等式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40-6

赫哲圓與球面第一資優教材: 3-2圓與直線關係切線與

切點弦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41-3

赫哲圓與球面第一資優教材: 3-3.3-4球面方程式與空間

二次幾何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43-7 學測15滿級分第一資優教材: 直線環狀排列.重複排列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44-4

赫哲多項式論第一資優教材: 3-2餘式因式定理一次因

式檢驗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45-1

赫哲多項式論第一資優教材: 3-3最高公因式與最低公

倍式論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46-8

赫哲多項式論第一資優教材: 3-4多項一次函數多項二

次函數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47-5 赫哲多項式論第一資優教材: 3-5多項方程式論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48-2 赫哲多項式論第一資優教材: 3-6多項不等式論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49-9 赫哲線性代數選修數學. I: 2-5克拉瑪公式與三平面的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0-5 98年升大學測15滿級分教材: 高中計數原理.排列組合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1-2 98年升大學測15滿級分教材: 機率的性質.數學期望值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2-9 赫哲線性代數選修數學. I: 2-2轉移矩陣.2-6反方陣A-1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54-3

赫哲線性代數選修數學. I, 第二章: 高中矩陣重點精華

與精彩題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5-0 赫哲偷跑專班臺清交大教材. 第七章, 方程式不等式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6-7 赫哲偷跑專班臺清交大教材. 第八章, 和角倍角半角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7-4 赫哲偷跑專班臺清交大教材. 第九章, 三角函數圖形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8-1 赫哲偷跑專班臺清交大教材. 第十章, 三角疊合極值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9-8 赫哲偷跑專班臺清交大教材. 第十一章, 複數與棣美弗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60-4 赫哲偷跑專班臺清交大教材. 第十二章, 指數對數函數

9711 選才甄選輔導團隊製作 978-986-6522-61-1 提早錄取大學完全手冊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62-8 98年升大學測15滿級分教材: 二項式定理.敘述統計學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29-1

學測15滿級分第一資優教材: 機率的性質.敘述統計學.

二項式定理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31-4

赫哲數學中心高二專用題庫: 3-3球面方程式.3-4球面與

平面的關係

971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63-5

赫哲數學中心高二專用題庫: 3-1圓的方程式.3-2圓與直

線的關係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64-2

赫哲數理資優專題統整課程: 3-2餘式因式.3-3最高公因

式最低公倍式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65-9

赫哲數理資優專題統整課程: 3-4多項函數.3-5多項方

程.3-6多項不等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66-6

赫哲圓錐曲線第一資優教材: 1-2拋物線的要素弦長極

值切線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67-3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總複習必勝滿分祕笈.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68-0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衝刺必勝100分寶典.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69-7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總複習必勝滿分祕笈.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0-3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衝刺必勝100分寶典.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1-0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衝刺必勝100分寶典.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2-7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衝刺必勝100分寶典.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3-4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衝刺必勝100分寶典.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4-1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總複習必勝滿分祕笈.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5-8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總複習必勝滿分祕笈.

9712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76-5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考前總複習必勝滿分祕笈.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77-2

赫哲圓錐曲線第一資優教材: 1-3橢圓的標準式.參數式

與極值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78-9

赫哲圓錐曲線第一資優教材: 1-4雙曲線標準式漸進線

的性質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79-6

赫哲排列組合第一資優教材: 2-1集合元素.2-2不回頭

走.2-3平面塗色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0-2

赫哲排列組合第一資優教材: 2-2加法乘法原理倍數順

序總和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1-9

赫哲排列組合第一資優教材: 2-3不盡相異排列前後左

右分取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2-6

赫哲排列組合第一資優教材: 2-3 P.2-4 C.2-3直線排列

相鄰相間首尾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3-3

赫哲排列組合第一資優教材: 2-3捷徑問題.2-3重複排

列.2-4分組分堆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53-6 赫哲指數對數第一資優教材: 1-1指數定律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85-7 赫哲指數對數第一資優教材: 1-2指數函數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6-4

赫哲指數對數第一資優教材: 1-3對數律與換底方程式

不等式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7-1

赫哲指數對數第一資優教材: 1-4對數函數極值圖形平

移對稱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8-8

赫哲指數對數第一資優教材: 1-5首數尾數.1-5內插複

利.1-5對數應用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89-5

赫哲三角函數第一資優教材: 2-1銳角三角.2-2基本關

係.2-3簡易測量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90-1

赫哲三角函數第一資優教材: 3-1弧度扇形圓錐弧長周

長面積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91-8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 考前2週衝刺完全必勝祕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92-5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 考前2週衝刺完全必勝寶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93-2

赫哲圓錐曲線第一資優教材: 1-5錐線直線關係切線與

切點弦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522-95-6

赫哲圓錐曲線第一資優教材: 1-3.1-4橢圓與雙曲線.1-1

圓錐曲線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98-7 赫哲三角函數數理資優教材: 高一寒假數理資優三角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978-986-6522-99-4 赫哲三角函數寒假特訓教材: 三角函數定理公式滿分

98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

輯
978-986-6462-04-7

赫哲98年學測15滿級分教材: 98年升大學測100分模考

試題

總計: 59種 59冊

華人世紀 連絡人:陳華 電話:(02)23926848 傳真:(02)23926833

郵遞區號:1006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二段10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仲華, 6個符號英文法仲

華美語著
978-986-7858-63-4

6分鐘美語字正腔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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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仲華著 978-986-7858-64-1 英文句子一覽

總計: 2種 2冊

華正 連絡人:郭淑慧 電話:(02)23636972 傳真:(02)23914733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二段75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夢機著 978-957-580-123-6 鯤天吟稿

總計: 1種 1冊

華成圖書 連絡人:陳嘉蕙 電話:(02)23921167 傳真:(02)23217554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

南路一段50-2號7樓
 E-mail:fars-hc@farsee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邱哲琳, 林明潔, 朱佩玲 978-986-192-045-0 腸胃疾病營養與保健

9801 瑪德琳文.攝影 978-986-192-046-7 自助天堂墨爾本

9802 楊雀戀, 王郁雯著 978-986-192-047-4 代謝症候群營養與保健

9802 陳奕伸文.攝影 978-986-192-048-1 荷蘭人上菜

9803 肉拉文.攝影 978-986-192-049-8 希臘: 彩繪藍白世界

9803 陳銘磻文.攝影 978-986-192-050-4 開往北海道的幸福列車

總計: 6種 6冊

華杏 連絡人:陳嘉蕙 電話:(02)23921167 傳真:(02)23217554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

南路一段50-2號7樓
 E-mail:farsedit@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宋素真等作 978-986-194-068-7 當代護理行政學

9801 魏慶國, 王舜睦作 978-986-194-096-0 健康產業管理

9712
Nancy Borkowski作; 王玉

馨譯
978-986-194-097-7

健康照護組織行為

9712 黎小娟等作 978-986-194-098-4 兒科實習手冊

9801 祝道松等作 978-986-194-095-3 醫療機構成本與管理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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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李選作 978-986-194-100-4 護理心 神州行: 由千山萬里中-談護理文化之蛻變

總計: 6種 6冊

華威國際 連絡人:呂金燕 電話:(02)22263070 傳真:(02)2226314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

路130號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祖行編著 978-986-84940-3-9 圖解易經: 一本終於可以讀懂的易經

總計: 1種 1冊

華研國際音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123535

郵遞區號:10484
地址:臺北市建國北路二

段135號15樓
 E-mail:meiyu@him.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比爾賈作 978-957-29653-9-9 S.H.E瘋狂大作戰. 2

總計: 1種 1冊

華香園 連絡人:施弘國 電話:(02)26602612 傳真:(02)26601010

郵遞區號:1108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山

路287巷11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沈添富編著 978-957-524-279-4 家禽學

9801 楊清容主編 978-957-524-280-0 新獸醫針灸學

總計: 2種 3冊

華泰 連絡人:劉瑋珍 電話:(02)21621217 傳真:(02)87910307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

路三段5號
 E-mail:editdep@hwata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林豐政, 溫博仕著 978-957-609-756-0 SAS應用之統計分析

9802 楊錦洲作 978-957-609-757-7 服務品質: 從學理到應用

9802 吳瑞雲, 郭德進著 978-957-609-758-4 保險法: 理論與實務(逐條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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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楊朝成, 陳勝源著 978-957-609-759-1 投資學

總計: 4種 4冊

華格那企業 連絡人:紀巧屏 電話:(04)22857299 傳真:(04)22859783

郵遞區號:40254
地址:臺中市南區仁義街

21號
 E-mail:wangers@ms2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琦華等編著 978-986-6680-15-1 新護理考試秘笈. 第四冊, 兒科護理學

9710 黃清賢編著 978-986-6680-60-1 解剖生理學

9712 黃清賢編著 978-986-6680-61-8 解剖生理學(精選題庫)

9802 吳育儒, 陳淑玲著 978-986-6680-63-2 物理治療師考試秘笈. 第六冊, 神經疾病物理治療學

總計: 4種 5冊

華視 連絡人:梁世明 電話:(02)27756858 傳真:(02)27756852

郵遞區號:1061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

南路1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梁彩玲編著 978-957-572-247-0 英文檢定

9802 蔡學儀編著 978-957-572-248-7 兩岸經貿關係

9802 周建亨編著 978-957-572-249-4 消費者行為

9802 蔣筱珍編著 978-957-572-251-7 英文翻譯

9802 楊月華編著 978-957-572-252-4 英文

9802 李森介編著 978-957-572-253-1 國際金融與匯兌

9802 賴明政編著 978-957-572-254-8 國際服務業管理

9802 闕延諭編著 978-957-572-255-5 基金管理

9802 陳瑋玲編著 978-957-572-256-2 國際企業概論

9802 黃雅琳編著 978-957-572-257-9 英文會話

9802 劉金華, 俞錚蓉編著 978-957-572-258-6 貨幣銀行學

9802 何志峰編著 978-957-572-259-3 商業談判

9802 朱淑青編著 978-957-572-261-6 字彙與閱讀

9802 李欣欣編著 978-957-572-264-7 新聞英文

9802 楊慕慈編著 978-957-572-262-3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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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林純珠編著 978-957-572-265-4 國際付款實務

9802 陳頂立編著 978-957-572-266-1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9802 簡春安, 謝文心編著 978-957-572-267-8 婚姻與家庭

9802 王雅娟編著 978-957-572-268-5 西班牙文

9802 簡郁紘編著 978-957-572-269-2 統計學

9802 貝儒斯, 奚永慧編著 978-957-572-270-8 英語口語訓練

9802 周素娥編著 978-957-572-271-5 組織行為

9802 俞錚蓉等編著 978-957-572-272-2 銀行實務

總計: 23種 23冊

華都文化 連絡人:陳嘉蕙 電話:(02)23921167 傳真:(02)23217554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

南路一段50-1號4樓
 E-mail:fars@ms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綺雲等作 978-986-6860-42-3 生涯規劃

9801 梁翠梅作 978-986-6860-43-0 藝術治療: 身心靈合一之道

9801 張玲芬作 978-986-6860-44-7 0-3歲嬰幼兒啟蒙教育

總計: 3種 3冊

華逵文教科技 連絡人:洪克明 電話:(02)22251220 傳真:(02)22251657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20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高秋生編著 978-986-6652-27-1 滿級分學測數學科全真模擬試題(1-4冊全)

9710 吳亭誼, 李炫宇編著 978-986-6652-33-2 吳亭誼國文科總覽. 上

9710 林明進等編著 978-986-6652-34-9 滿級分學測國文模擬試題絕響

9710 郭敬, 郭詮森編著 978-986-6652-35-6 高二歷史總複習大全(世界史)

9710 楊慕文編著 978-986-6652-36-3 精通學測基礎化學總覽(全)

9712 湯烈漢編著 978-986-6652-38-7 EZ100解析物理總複習. 上

9712 季子欽編著 978-986-6652-40-0 EZ100高三歷史專題. 上

總計: 7種 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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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晶企業 連絡人:劉鳳旦 電話:(03)4257958e 傳真:(03)4225842

郵遞區號:3204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長江

路100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姚秦』三藏法師鴆摩羅

什奉詔譯
978-986-84666-1-6

大乘妙法蓮華經

總計: 1種 1冊

華僑協會總會 連絡人:張國裕 電話:(02)27128450 傳真:(02)27131327

郵遞區號:1054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北路23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華僑協會總會僑協雜誌

編輯委員會主編
978-957-41-5976-5

華僑服務之回顧與展望: 學術座談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超邁文化國際 連絡人:林依秀 電話:(02)23320430 傳真:(02)23329817

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

西路一段150號4樓之4
 E-mail:edit-sm@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嘉恩著 978-986-84619-2-5 你就是品牌

總計: 1種 1冊

越吟 連絡人:孫桂芬 電話:(02)27474899 傳真:(02)27639803

郵遞區號:1059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56號11樓
 E-mail:mmmpc4@mmmp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張昆典等譯 978-957-28422-2-5 泵浦百科全書

總計: 1種 1冊

菜根香 連絡人:楊國顯 電話:(07)3552582 傳真:(07)3545051



郵遞區號:81164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清豐

三路160巷4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國顯編著 978-986-84231-9-0 臺語瓊林謎苑

9801 楊國顯編著 978-986-84942-0-6 臺字讔千字文

9802 楊國顯著 978-986-84942-1-3 臺語生活句典

總計: 3種 3冊

博大國際文化 連絡人:洪月秀 電話:(02)27690599 傳真:(02)27533660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

西路9號5樓
 E-mail:yshong99@ms4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曦, 文征作 978-986-81636-9-0 警世預言: <<推背圖>>歸序全解

總計: 1種 1冊

博揚文化 連絡人:吳秀卉 電話:(02)22888607 傳真:(02)28237374

郵遞區號:24762
地址:臺北縣蘆洲市長安

街269號3樓
 E-mail:boyoung@tpts6.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6 鄭政誠著 978-957-0463-57-6 臺灣大調查: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

9402 王見川, 李世偉, 范純武 978-957-0463-60-6 臺灣佛教的探索

9404 王英津著 978-957-0463-61-3 轉型中的中國政治與法治

9407 李進億, 楊蓮福著 978-957-0463-63-7 臺灣環境發展歷史與蘆洲

9408 洪能平著 978-957-0463-64-4 飛星十二宮位解析

9409 楊蓮福著 978-957-0463-65-1 人口問題與臺灣政治變遷: 人口政治學的初步探討

9410 竇應泰編著 978-957-0463-66-8 李敖檔案

9412 楊蓮福編著 978-957-0463-67-5 圖說臺灣第一勇

9509 陳廬一作 978-957-0463-80-4 大陸創業王: 從八萬到八億臺幣的臺商傳奇

9511 王丰著 978-957-0463-82-8 蔣介石死亡之謎

9512 楊蓮福作 978-957-0463-83-5 蘆洲古厝的故事

9604 吳小虹作 978-957-0463-85-9 鴻虹集: 吳文鴻鐵道作業簿

9708 張珣著 978-957-0463-95-8 媽祖.信仰的追尋: 張珣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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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7 楊蓮福等作 978-957-0463-99-6 地圖: 史料、地圖、常民生活

9709 李世偉作 978-986-6543-00-5 臺灣佛教、儒教與民間信仰

9709 王見川作 978-986-6543-01-2 漢人宗教、民間信仰與預言書的探索: 王見川自選集

9711 楊士賢著 978-986-6543-02-9 慎終追遠: 圖說臺灣喪禮

9711 松浦章著; 卞鳳奎譯 978-986-6543-03-6 東亞海域與臺灣的海盜

9712
松本浩一等作; 李豐楙,

民俗與文化編輯部主編
978-986-6543-04-3

民俗與文化. 五, 普度文化專刊

9712 江燦騰作 978-986-6543-05-0 聖域踏尋: 近代漢傳佛教史的考察

9801 洪能平著 978-986-6543-07-4 佛門占星學

9712 博揚文化編輯部作 978-986-6543-09-8 臺灣名勝20

總計: 22種 25冊

博雅書屋 連絡人:曾湘怡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339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美國之音著 978-986-6614-16-3 聽美國法律說故事

9801 後藤久著; 林錚顗譯 978-986-6614-17-0 西洋居住史: 石的文化和木的文化

9711
薛尼.波寇維茲(Sidney

Perkowitz)著; 李明芝譯
978-986-6614-18-7

雙面好萊塢: 科學科幻大不同

9711
柯林.伊凡斯(Colin

Evans)著; 陳岳辰譯
978-986-6614-19-4

歡迎史匹斯貝里爵士

9711
穆罕默德.尤努斯著; 曾

育慧譯
978-986-6614-20-0

打造富足新世界

9801 小池一介著; 林錚顗譯 978-986-6614-21-7 華麗的雙輪主義: 有自我風格的自行車生活

9802
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 江政寬譯
978-986-6614-22-4

何謂歷史?

9802 陳志春著 978-986-6614-23-1 空間的意念: 與建築大師的對話

9801 張志楷著; 林宗憲譯 978-986-6614-24-8 中國因素: 大中華圈的機會與挑戰

9802

理查.席川(Richard A.

Zitrin), 卡羅.朗佛(Carol

M. Langford)著; 陳岳辰

978-986-6614-25-5

走鋼索的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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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0種 12冊

博漫 連絡人:孟佑靜 電話:(02)29990935 傳真:(02)29958752

郵遞區號:24158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光復

路1段130巷1號4樓
 E-mail:sunshine2940199@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4 井上三太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74-7 TOKYO TRIBE 2東京暴族

9606 井上三太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83-9 TOKYO TRIBE 2東京暴族

9608 東村明子作; 陳令嫻譯 978-986-6926-84-6 向日葵爸比

9607 井上三太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85-3 TOKYO TRIBE 2東京暴族

9608 井上三太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86-0 TOKYO TRIBE 2東京暴族

9709 井上三太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87-7 TOKYO TRIBE 2東京暴族

9611
阿部秀司原作; 內田早

紀漫畫; 陳令■譯
978-986-6926-88-4

PARTY-有錢了不起

9611 鄉田守等作; 寶貝譯 978-986-6926-89-1 最後的日出

9612 渡邊雅子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90-7 金瓶梅

9612 東雲水生作; 陳令嫻譯 978-986-6926-91-4 淘氣小精靈

9704 渡邊雅子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93-8 金瓶梅

9703 渡邊雅子作; 蔡英霙譯 978-986-6926-92-1 金瓶梅

9702 睦月伶依漫畫; 葉美芳 978-986-6926-94-5 世界樹之光

9705 東村明子作; 陳令嫻譯 978-986-6926-95-2 向日葵爸比

9710 東村明子作; 陳令嫻譯 978-986-6926-97-6 向日葵爸比

9708 東村明子作; 陳令嫻譯 978-986-6926-96-9 向日葵爸比

9711 鄉田守等作; 寶貝譯 978-986-6926-98-3 最後的日出

9711 東村明子作; 陳令嫻譯 978-986-6926-99-0 向日葵爸比

9712 渡邊雅子作; 蔡英霙譯 978-986-6484-01-8 金瓶梅

9711 渡邊雅子作; 蔡英霙譯 978-986-6484-00-1 金瓶梅

9801 東村明子作; 陳令嫻譯 978-986-6484-02-5 向日葵爸比

總計: 21種 21冊

博碩文化 連絡人:劉慧楨 電話:(02)26962869 傳真:(02)26962867



e

e

郵遞區號:22102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臺

五路一段112號10樓A棟
 E-mail:celia@drmaste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盛杰資訊編著; 博碩

文化編譯
978-986-201-179-9

真好用!資料分析與處理的100套Excel應用技巧

9712 龍震工作室著 978-986-201-181-2 Auto CAD & MDT 2009機械工程製圖和介面設計基礎

9712 楊振和著 978-986-201-182-9 OpenSUSE Linux從入門到精通

9712
辛泰勳(Shin Tae-Hoon)

著; 博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183-6

最強!簡報設計大全: 1700套創意範本x背景素材x圖示x

配色

9712
Charlie Russel, Sharon

Crawford著; 廖信政譯
978-986-201-184-3

Windows Server 2008官方管理技術大全

9712 龍震工作室著 978-986-201-185-0 AutoCAD 2009建築工程製圖和介面設計基礎

9801
平田豊著; 鄧瑋敦, 博碩

文化編譯
978-986-201-186-7

驅動程式設計

9801 陳湘揚作 978-986-201-187-4 網路概論

9801 陳志浩作 978-986-201-188-1 3ds Max 2009動畫教學範本

9801 Plthink著; 博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192-8 商品攝影的打光、構圖與後製編修技巧

總計: 10種 10冊

博識圖書 連絡人:李皖萍 電話:(02)83691198 傳真:(02)83691200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漢口

街一段85號11樓之9
 E-mail:lillianlee@jwbook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Catherine Soanes, Sheila

Ferguson合著; 蔡易伶譯
978-986-82702-9-9

Oxford牛津英文拼字手冊

9802 Jeff Kinney作; 賴慈芸譯 978-986-84847-0-2 遜咖日記: 葛瑞的中學求生記

9802 王陸著 978-986-84847-1-9 IELTS字彙考前衝刺. 聽力篇

總計: 3種 3冊

喜樂亞 連絡人:林如茵 電話:(02)22468381 傳真:(02)22461579

郵遞區號:2355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永和

路193號
 E-mail:ivyverylucky@gmail.com



e

x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潘盟仁料理設計 978-986-94404-3-1 和風輕養生: 潘盟仁教你好料理: 少油、少鹽、少煎炒

9710 林如茵執行編輯 978-986-94404-4-8 最鹼料理: 營養師限定改變體質的33道料理

總計: 2種 2冊

彭商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231335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學府路289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彭商育作 978-957-41-6090-7 雪泥鴻爪

總計: 1種 2冊

彭蒙惠英語 連絡人:林慧雲 電話:(02)25338082 傳真:(02)25326406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

街62巷10號
 E-mail:gracelee@ort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0-1 不可不知的單字書

9801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1-8 不可不讀的40篇

總計: 2種 2冊

黃有志 連絡人: 電話:(07)7172930e 傳真:(07)7219054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

一路116號
 E-mail:t1313@nknucc.nk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黃有志, 蔡明原著 978-957-41-5844-7 生命慶典嘉年華: 生命教育與傳統節日

9712 黃有志, 鄧文龍編著 978-957-41-6033-4 綠野仙終: 生命教育與環保自然葬

總計: 2種 5冊

黃竹青 連絡人: 電話:0922766506 傳真:(03)5259165

郵遞區號:30064
地址:新竹市東區高峰路

207巷2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柯仕宏著 978-957-41-5992-5 馬拉松的女人



e

e

總計: 1種 1冊

黃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194170

郵遞區號:83059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維武

路1號
 E-mail:albert@cc.cm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朱文章著 978-986-82380-2-2 讀孫子兵法學英文

總計: 1種 3冊

黃剛 連絡人: 電話:(02)28819471 傳真:(02)88613214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

134巷69-1號7樓
 E-mail:kh@s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黃剛著

978-957-41-6025-9
國際事務論述集: 漢賊不兩立、開羅宣言及聯合國中

國代表權等之再議

總計: 1種 1冊

黃義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

路4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黃義俊著 978-957-41-5620-7 服務創新理論與實證

總計: 1種 1冊

黃慶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5143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鄧公

路2巷25號1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劉鳳翰著 978-957-41-5944-4 中國近代軍事史叢書

總計: 1種 2冊

朝陽科大通識教育中心 連絡人:陳崑鋒 電話:(04)23323000 傳真:(04)23742345



x

郵遞區號:41349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吉峰

東路16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978-986-7043-11-5 在地形變: 黃俊明創作展. 2008

總計: 1種 2冊

朝陽鹿港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441624

郵遞區號:50569
地址:彰化縣鹿港鎮三民

路23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洪寬志等著 978-986-84564-0-2 鹿港明燈: 論語專輯

總計: 1種 1冊

棋茵 連絡人:楊菊韻 電話:(02)86616672 傳真:(02)29393415

郵遞區號:11644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光輝

路112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莉玲作 978-986-83487-8-3 禮物盒簡單摺

9803 黃慧娟作 978-986-83487-9-0 輕土小飾物

總計: 2種 2冊

惠文設計印刷 連絡人:余淑真 電話:(02)23315565 傳真:(02)23317018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青島

西路11號7樓
 E-mail:hwdesign@giga.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曾繁藤編著 978-986-80825-1-9 移民臺灣親源世代: 嘉義追來簡姓大族譜

總計: 1種 1冊

雲林科大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吳信瑤 電話:(05)5342601e 傳真:(05)5312176

郵遞區號:64002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

路三段123號
 E-mail:wusy@yuntech.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e

9802
林聰明口述; 周麗蘭文

字整理
978-986-85009-0-7

喜繪生命的彩虹

總計: 1種 2冊

雲豹音樂 連絡人:任睿麒 電話:0920034305 傳真:(04)22358359

郵遞區號:40445
地址:臺中市北區三民路

三段305之3號1樓
 E-mail:momodaki@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周志儒作 978-986-84734-0-9 六弦琴典. 基礎篇

總計: 1種 1冊

雲縣府 連絡人:張心怡 電話:(05)5327613e 傳真:(05)5340920

郵遞區號:640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雲林

路二段5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許木盛, 許長流總編輯 978-986-01-0642-8 雲林縣兒童美術專輯. 第十七屆

9611
孫福應總編輯

978-986-01-1437-9
雲林文化藝術獎專輯 美術獎、表演獎. 96年: 雲林兩甲

子紀念系列活動

9612 黃衍明計畫主持 978-986-01-2469-9 雲林好客: 詔安客家文化園區先期基礎調查案結案報

9612 聶志高計劃主持 978-986-01-2519-1 雲林縣菸樓產業文化資產普查與研究計畫

9612 劉益昌等著 978-986-01-2524-5 雲林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遺址調查表

9612 劉益昌等著 978-986-01-2525-2 雲林縣考古遺址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

9702 林進寶記錄.撰寫 978-986-01-3340-0 雲林縣大埤三山國王廟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暨施工紀

9710 林超, 許長流總編輯 978-986-01-5122-0 雲林縣兒童美術專輯. 第十八屆

9711 張益贍總編輯 978-986-01-5522-8 雲林文化藝術獎專輯 美術獎、表演獎. 97年第四屆

9711 張益贍總編輯 978-986-01-5647-8 雲林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四屆

總計: 10種 23冊

雄獅 連絡人:李柏黎 電話:(02)27726311 傳真:(02)27815696

郵遞區號:1062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216巷33弄16號
 E-mail:Lionrt@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708 莊靈作 978-957-474-118-2 莊靈.靈視

總計: 1種 1冊

揚明文教 連絡人:張明宗 電話:(05)3791898 傳真:(05)3791897

郵遞區號:61341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平和

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前程著 978-986-84910-0-7 說不完的三國

總計: 1種 1冊

揚智文化 連絡人:閻富萍 電話:(02)86626826 傳真:(02)26647633

郵遞區號:2220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260號8樓
 E-mail:fupen@ycr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宮熊著 978-957-818-891-4 休閒事業概論

9802 鈕先鉞著 978-957-818-894-5 旅館營運管理與實務

9712 賴龍柱著 978-957-818-897-6 冰雕藝術

9712 張瑞奇著 978-957-818-899-0 航空客運與票務

9707 劉阿榮著 978-957-818-900-3 亞太文學、語言與社會

9802 葉至誠著 978-957-818-902-7 社會福利概論

9804 王淑俐著 978-957-818-903-4 生涯發展與規劃: 為職涯發展做準備

9803 洪久賢等著 978-957-818-904-1 世界飲食與文化

9803 蔡毓峰著 978-957-818-905-8 餐飲設備與器具概論

總計: 9種 18冊

雅事文化 連絡人:王心怡 電話:(02)27077487 傳真:(02)27096412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一段141-8號9樓
 E-mail:procook@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洪鈺晴作 978-986-6506-01-7 養生點心簡單做

9712 李愛田, 王雯霞著 978-986-6506-03-1 我的手做拼布包包

9801 呂蘭婷著 978-986-6506-02-4 撿木枝玩手創



9801 貓小P著 978-986-6506-04-8 我的私房貓手作

總計: 4種 4冊

雅典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

路三段194號9樓之一
 E-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楊從一編著 978-986-7041-65-4 三合一職場英語: 會議+商務+寫作

9712 陳久娟編著 978-986-7041-68-5 用你會的單字說英文

9712 張瑜凌編著 978-986-7041-70-8 生活單字萬用手冊

9802 方州編著 978-986-7041-71-5 我教孩子讀唐詩

9801 張瑜凌編著 978-986-7041-72-2 使用最頻繁的旅遊英語

9802 張瑜凌編著 978-986-7041-73-9 我的菜英文. 工作職場篇

總計: 6種 9冊

雅書堂文化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

路206號3樓
 E-mail:tom@elegant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邱逸愷著 978-986-6648-14-4 多空交易實戰手冊

9706 Kelly著 978-986-6648-15-1 Kelly's私房口金包

9707 簡良達著 978-986-6648-16-8 跆拳是一種態度: 在制服與道服之間

9706 蝴蝶著 978-986-6648-17-5 應龍祠

9706 Allen著 978-986-6648-18-2 薄荷王子

9708 格子著 978-986-6648-19-9 格子教你做: 自然.無毒親膚皂

9707 ブディック著 978-986-6648-20-5 Cotton Friend手作誌

9707 賴淑惠著 978-986-6648-21-2 現在開始學幽默: 賴淑惠的幽默哲學

9707 蝴蝶著 978-986-6648-22-9 歿世錄

9708 林秋香著 978-986-6648-23-6 體內環保代謝餐: 體內環保的50道輕食料理

9708 范任鈞著 978-986-6648-24-3 第一次操作選擇權

9708 蝴蝶著 978-986-6648-25-0 光與闇的邂逅: 蝴蝶的魔獸故事集



9709
ブティック社著; 方嘉

鈴譯
978-986-6648-26-7

夏威夷印花布小物

9709
日本ウ■ォ一グ社著;

瞿中蓮譯
978-986-6648-27-4

Big bag: 麻布大包包拎著就走

9711 黃敏次著 978-986-6648-28-1 型男大叔的養狗日記

9709 蝴蝶著 978-986-6648-29-8 瀲灩遊

9709 王全成著 978-986-6648-30-4 不可思議的靈芝

9709
BOUTIQUE社著; 謝翠鈺

等譯
978-986-6648-31-1

Cotton Friend手作誌

9710 林鳳飛著 978-986-6648-32-8 就這樣,繼續往前走!: 日本風土散步

9710 珍.奧斯汀(Jane Austen)作 978-986-6648-33-5 艾瑪

9710 蝴蝶著 978-986-6648-34-2 有一間咖啡廳

9710 BOUTIQUE社著; 王海譯 978-986-6648-35-9 手作族一定要會的裁縫基本功

9710 崔仲三作 978-986-6648-36-6 楊氏太極拳

9711 青木和子著; 蔡善學譯 978-986-6648-37-3 青木和子的花草刺繡之旅: 與英國原野動人的相遇

9711 賴淑惠著 978-986-6648-38-0 賴淑惠給你的人生禮物: 快樂是一種選擇

9712 蝴蝶著 978-986-6648-39-7 甜蜜online

9711 蝴蝶著 978-986-6648-40-3 歿世錄

9712 賴月英著 978-986-6648-41-0 七十八式養生太極扇

9712 查理斯.狄更斯作 978-986-6648-42-7 小氣財神

9712 林素伶著 978-986-6648-43-4 摺布,就是玩花樣兒!

9712
BOUTIQUE社作; 謝翠

鈺, 瞿中蓮, 連雪伶譯
978-986-6648-44-1

Cotton Friend手作誌

9802 何榮柱著 978-986-6648-45-8 八字學教科書

9801 Boutique社著; 蔡善學譯 978-986-6648-46-5 勾勾手,我們一起學蕾絲■織: 40款超可愛の蕾絲小物

9802 蝴蝶著 978-986-6648-48-9 瀲灩遊

9801 蝴蝶著 978-986-6648-47-2 瀲灩遊

9801 小倉御子著; 蔡善學譯 978-986-6648-49-6 用刺繡當作畫筆度過的每一天

9802 胡挹芬著 978-986-6648-50-2 改變你一生的九型人格

9801 陳穎仁著 978-986-6648-51-9 大師嚴選50道宴客菜

9802 黃金生, 高有志, 蔡娟惠 978-986-6648-52-6 零失敗!今天開始做點心: 49道吃了還想再吃的素點心

9802 賴月英著 978-986-6648-53-3 武術基本拳: 完整解析拳法套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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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0種 40冊

雅歌 連絡人:黃恩霖 電話:(02)23635616 傳真:(02)23658019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

路一段66號2樓
 E-mail:wilders@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賀查理(Charles E.

Hurlburt), 侯頓(T. C.

Horon)作; 劉思潔翻譯

978-986-6927-11-9

天天頌主名

總計: 1種 1冊

紫辰園 連絡人:伍曉韻 電話:(02)23225382 傳真:(02)23587219

郵遞區號:330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三民

路一段171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歌川著 978-986-83056-4-9 黃歌川■集: 五大研發與創新

總計: 1種 3冊

紫宸社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215712

郵遞區號:2354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三段110號7樓之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邱全成著 978-986-7180-83-4 熊貓星球黃金血

9711 貓膩著 978-986-7180-84-1 慶餘年

9711 禹岩作 978-986-7180-85-8 極品家丁

9711 禹岩作 978-986-7180-90-2 極品家丁

9711 禹岩作 978-986-7180-86-5 極品家丁

9712 貓膩著 978-986-7180-89-6 慶餘年

9711 貓膩著 978-986-7180-88-9 慶餘年

9711 貓膩著 978-986-7180-87-2 慶餘年

9712 禹岩作 978-986-7180-93-3 極品家丁

9712 禹岩作 978-986-7180-92-6 極品家丁



9712 貓膩著 978-986-7180-94-0 慶餘年

9712 孟華作 978-986-7180-96-4 戀■老師

9801 孟華著 978-986-7180-97-1 藍舞之月

總計: 13種 13冊

紫雲慈航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145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三張

街24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蔡明宏著 978-986-82658-1-3 紫微六玄外傳: 欽天九紫: 銅人十八巷

總計: 1種 2冊

景文科大人文藝術學院 連絡人:劉易齋 電話:(02)82122866 傳真:(02)82122850

郵遞區號:2315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忠

路9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易齋主編 978-986-6599-02-6 全人(教育)論壇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景觀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19750

郵遞區號:1069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10號4樓
 E-mail:landscape.org@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輔仁大學藝術學院景觀

設計學系所, 中華民國

景觀學會編著

978-986-82943-1-8

景觀論壇. 2008: 景觀世紀新思潮

總計: 1種 1冊

喇榮文化 連絡人:徐安湘 電話:(02)23689792 傳真:(02)23671092

郵遞區號:1007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

路二段115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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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額曲無著賢菩薩造頌;

圖登諾布譯釋
978-986-84405-2-4

這樣做,你也可以灑脫自在: 佛子行三十七頌筆記

總計: 1種 1冊

晷① 連絡人:孫可為 電話:(06)3038306 傳真:(06)3038307

郵遞區號:71048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大橋

二街66號2樓
 E-mail:sun@gn3d.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孫可為主編 978-986-85079-0-6 晷①有限公司3D作品集. 2009年版

總計: 1種 1冊

凱特文化創意 連絡人:楊荏因 電話:(02)23755878 傳真:(02)2375588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21號5樓之4
 E-mail:service.kate@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徐生明著 978-986-83378-9-3 淬煉(味全龍版)

9707 林葉亭著 978-986-6606-03-8 林葉亭達人家的幸福自由行: 日本關東全記錄

9707
桑尼.克廉費爾(Sonny

Kleinfield)著; 姚怡平譯
978-986-6606-04-5

20x93: 一段跨越年齡的生命對話

9708 梁文音著 978-986-6606-09-0 量.文音

9708
尼可拉斯.裴禮康(Nicolas

Perricone)著; 王乃純譯
978-986-6606-10-6

無齡美肌細胞回春力

9708 蔣怡著 978-986-6606-12-0 蔣怡的野生動物園.巴拉望

9708 張淳淳著 978-986-6606-14-4 賺錢女王張淳淳: 教你投資與省錢致富

9709
大衛.伊格內修斯(David

Ignatius)著; 姚怡平譯
978-986-6606-15-1

謊言對決

9710 唐幼馨著 978-986-6606-16-8 一天十分鐘.養命瑜珈提斯

9711 麥若愚著 978-986-6606-17-5 麥若愚的電影世界

9711 阮經天著 978-986-6606-18-2 ALOHA!正在夏威夷

9711 林如琦(Gigi)著 978-986-6606-19-9 城市轉角: GIGI的美味小旅行

9711 林宜融著 978-986-6606-23-6 英倫琴緣: 皇家音樂女孩林宜融

9712 宋新妮著 978-986-6606-24-3 美人A段班: 宋新妮的美麗祕密



9712 萱琳娜作 978-986-6606-25-0 歐洲.純粹玩美

9712 蕭敬騰, 凱特作 978-986-6606-27-4 蕭敬騰: 聆聽義大利

9712 學院社著 978-986-6606-28-1 超省錢1000招

9801 李康宜著 978-986-6606-29-8 愛丁堡深呼吸: 李康宜英國遊學記

9802
吳恩善著; 趙靜恩繪圖;

楊雅純譯
978-986-6606-30-4

我的第一本葡萄酒書

總計: 19種 19冊

凱達格蘭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148833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

路49號11樓
 E-mail:service@ketagalan.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水扁著 978-986-85051-0-0 臺灣的十字架

總計: 1種 1冊

凱爾飛特 連絡人:侯玉伶 電話:(02)25237672 傳真:(02)25236978

郵遞區號:1044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

西路20號9樓之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谷口幸一等作; 凱爾飛

特有限公司翻譯
978-986-84979-0-0

安心服務介助員二級資格檢定考試教科書

總計: 1種 1冊

舜程印刷 連絡人:謝汝青 電話:0928331232 傳真:(04)23234180

郵遞區號:40360
地址:臺中市西區華美西

街一段36號10樓3室
 E-mail:s490321.coc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德勝著 978-957-30146-4-5 博物館的人力活泉: 全方位的志工經營策略

總計: 1種 1冊

無量義禪寺 連絡人:黃非偉 電話:(04)7557559 傳真:(04)755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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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5467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新生

村山林巷84-1號
 E-mail:min.mi@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釋宏聖法師彙集 978-986-84970-4-7 無量義經

9712 釋宏聖法師彙集 978-986-84970-0-9 無量義經

9712 釋宏聖註釋 978-986-84970-1-6 無量義經序

9712 釋宏聖註釋 978-986-84970-3-0 無量義經

9712 釋宏聖註釋 978-986-84970-2-3 無量義經

總計: 5種 5冊

智言館文化 連絡人:戴世容 電話:(02)22182708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

路45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潛作 978-986-84506-1-5 公關專家不告訴你的讀心術

總計: 1種 1冊

智林文化 連絡人:邱湘婷 電話:(02)22227270 傳真:(02)22221270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橋和

路116號6樓
 E-mail:bigtree.com@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岳沛平編著 978-986-7792-40-2 學好中醫診斷的第一本書

9708 吳孟龍著 978-986-7792-42-6 漫畫紫微斗數入門

總計: 2種 2冊

智富 連絡人:周雅雲 電話:(02)22183277 傳真:(02)22183239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生

路19號5樓
 E-mail:winnie@cool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藤澤久美著; 連雅雪譯 978-986-83469-6-3 做自己的投資顧問: 聰明女人的理財筆記

總計: 1種 1冊



e智勝文化 連絡人:李春蘭 電話:(02)23886368 傳真:(02)23892500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

路26號6樓
 E-mail:sunny@mail.bestwis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10 楊雲明著 978-957-729-464-7 總體經濟學

9601 林震岩著 978-957-729-615-3 多變量分析: SPSS的操作與應用

9605 吳仁和, 林信惠著 978-957-729-616-0 系統分析與設計: 理論與實務應用

9601 陳志愷著 978-957-729-627-6 稅務法規

9602 陳建勝等著 978-957-729-628-3 統計學: 商業與管理的應用

9602 黃瑪莉著 978-957-729-631-3 現代商用英文

9603 謝登隆, 徐繼達編著 978-957-729-633-7 總體經濟學: 理論、政策與個案

9603 黃瑪莉著 978-957-729-638-2 現代商用英文會話

9604 蔡孟佳著 978-957-729-640-5 國際貿易實務題庫

9606 謝劍平著 978-957-729-652-8 期貨與選擇權: 財務工程的入門捷徑

9609 楊雲明著 978-957-729-663-4 個體經濟學

9609 蕭子誼編著 978-957-729-665-8 商業會計法

9701
陳明哲著; 林豪傑, 喬友

慶, 侯勝宗編譯
978-957-729-675-7

動態競爭策略探微: 理論、實證與應用

9707 蔡孟佳著 978-957-729-698-6 國際貿易實務

9707 林東清著 978-957-729-699-3 資訊管理: e化企業的核心競爭能力

9709 余致力等著 978-957-729-705-1 公共議題政治學

9709 廖勇凱著 978-957-729-708-2 企業倫理學: 理論與應用

9709 李榮謙編著 978-957-729-710-5 貨幣銀行學

9801 賴碧瑩著 978-957-729-715-0 現代不動產估價: 理論與實務

總計: 19種 19冊

智障者家長總會 連絡人:賴姵如 電話:(02)27017271 傳真:(02)2754725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建國南路一

段285號3樓
 E-mail:papmh@papmh.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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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7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秘書處, 李淑貞, 卓俊

伶編輯

978-957-30529-3-7

智能障礙者家長手冊

總計: 1種 2冊

智慧大學 連絡人:莊玉鳳 電話:(02)22300391 傳真:(02)22306118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141巷24號4樓
 E-mail:linyu@liny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龍安著 978-986-168-089-7 創意父母快樂孩子

9712 平井信義著 978-986-168-090-3 [圖解式]育兒法

9801 乾孝著; 林芸譯 978-986-168-091-0 怎樣讚美與責備孩子

9801 大原敬子著 978-986-168-092-7 兒童啟智遊戲

9802 家庭教育研究會著 978-986-168-093-4 怎樣培養孩子學習能力

9802 藤永保著 978-986-168-094-1 育兒的盲點

9803 胡會林, 李安遒著 978-986-168-095-8 怎樣吃最健康

9804 楊日東, 鄧慶高著 978-986-168-096-5 教你怎樣吃蔬菜

總計: 8種 8冊

智藤 連絡人:吳瓔瓔 電話:(02)23317600 傳真:(02)23810918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西路一段33號5樓
 E-mail:service@iv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2-5 Snow white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3-2 Cinderella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4-9 The three little pigs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5-6 The rabbit & the turtle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6-3 Jack & the beanstalk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7-0 The ugly duckling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8-7 The happy prince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49-4 The selfish giant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0-0 Rapunzel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1-7 The princess & the frog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2-4 The little mermaid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3-1 Hansel & gretel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4-8 Aladdin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5-5 Pinocchio

9801 Sharon Lalrd 978-986-7380-56-2 The socerer's apprentice

總計: 15種 15冊

郵政自動化集郵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12232

郵遞區號:1007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牯嶺

街17-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林茂興主編 978-986-82868-2-5 自動化集郵年刊. 第三期

9712 楊敏寬主編; 林茂興翻 978-986-82868-3-2 臺灣郵資票目錄. 1995-2008

總計: 2種 4冊

進源 連絡人:林莊橙樺 電話:(02)23042670 傳真:(02)23029249

郵遞區號:10853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華西

街61-1號1樓
 E-mail:juh3344@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7 陳昱勳著 978-986-7864-44-4 八字白話全記錄

9509 余春台原編; 徐樂吾評 978-986-7864-47-5 窮通寶鑑評註

9702 王祥安著 978-986-7864-70-3 堪輿真妙: 公開『風水紫微』祕訣

9702 鄭照煌著 978-986-7864-71-0 四柱薪燈: 八字傳薪燈. 續集

9706 劉金財著 978-986-7864-73-4 正宗子平: 博士論文

9706 陳哲毅, 陳力翰合著 978-986-7864-74-1 捉用神學八字: 窮通寶鑑白話本

9706 陳建利著 978-986-7864-75-8 大三元二十四山六十四卦秘本全書

9707 劉臺坤著 978-986-7864-76-5 梅花易數實證集錄白話本

9707 鍾茂基編著 978-986-7864-77-2 四柱推命學講義

9708 陳哲毅, 陳旅得合著 978-986-7864-78-9 拜出好運福氣來

9710 鄭照煌著 978-986-7864-80-2 卜卦傳薪燈

9712 劉賁編著 978-986-7864-81-9 乾坤國寶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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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2種 12冊

順益博物館 連絡人:翁珮菁 電話:(02)28412611 傳真:(02)28412615

郵遞區號:1114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至善

路二段282號
 E-mail:shungye@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O'rip生活旅人工作室編 978-957-30287-8-9 問路: 阿美族里漏部落sikawasay

總計: 1種 1冊

傑鼎資訊 連絡人:劉華焜 電話:(02)27070556 傳真:(02)27070509

郵遞區號:1066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

南路二段65號4樓之1
 E-mail:kunhaw@jed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柏基, 黃小清編著 978-986-82760-1-7 直接操作三度空間的建築設計方法 Google SketchUp

總計: 1種 1冊

復文 連絡人:溫麗卿經理 電話:(06)2372711 傳真:(06)2386937

郵遞區號:701
地址:臺南市林森路二段

63號
 E-mail:fwbook@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4 王崇堯著 978-957-536-539-4 臺灣本土情境中的聖餐

總計: 1種 1冊

復文圖書 連絡人:張瑞珍 電話:(06)2370003 傳真:(06)3134544

郵遞區號:70142
地址:臺南市林森路二段

6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王崇堯著 978-986-6741-05-0 臺灣鄉土神學

9712 黃麗純著 978-986-6741-80-7 實用生活網路

總計: 2種 2冊

復御管理 連絡人:賴淑珍 電話:(02)25025815 傳真:(02)2502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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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

東路三段19號8樓之1
 E-mail:fuyuhm88@ms5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復蘇編著 978-986-84525-1-0 道德經啟示錄

總計: 1種 1冊

貿騰發賣 連絡人:甘先生 電話:(02)82275988 傳真:(02)82275989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

路880號14樓
 E-mail:publishing@namode.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秀園著 978-986-84316-1-4 青春不迷網: 別讓孩子成為電玩宅世代

9710
王秀園文; Ranay Ai圖;

Michael Yi英譯
978-986-84316-5-2

魯魯的羽毛

9710
王秀園文; Ranay Ai圖;

Michael Yi英譯
978-986-84316-6-9

胖熊家庭

總計: 3種 4冊

曾肇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31413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

150號3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曾肇昌著 978-957-41-6051-8 律師與社會

總計: 1種 1冊

開南大學人力派遣中心 連絡人:徐小姐 電話:(03)3412500e 傳真:(03)3412175

郵遞區號:33857
地址:桃園縣蘆竹鄉開南

路1號
 E-mail:ihrd@mail.k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苑欽總編輯 978-986-82435-6-9 臺灣人力派遣與世界觀點

9709 段宜祥總編輯 978-986-82435-7-6 歐美人力派遣個案研究

總計: 2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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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文化 連絡人:高美齡 電話:(02)27002375 傳真:(02)27006180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三段28號7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施啟元著 978-986-84823-0-2 認識你自己: 88人自畫像

9801 麥可.托內羅著; 蔡鵑如 978-986-84823-1-9 帶你去買柏金包: 精品網拍達人的勝利方程式

總計: 2種 3冊

陽光基金會 連絡人:李憶琦 電話:(02)25078006 傳真:(02)25053339

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

東路三段91號3樓
 E-mail:sun6688@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978-986-84937-0-4 遇見陽光. 2, 燒傷與顏損者輔導手冊

總計: 1種 1冊

溫世仁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96602

郵遞區號:1104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信義

路5段106號4樓A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玟婷, 陳重亨文字編 978-986-83931-2-7 溫世仁百合獎美術類全國寫生比賽作品集. 2008第二屆

總計: 1種 3冊

溪湖高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826357

郵遞區號:514
地址:彰化縣溪湖鎮大溪

路二段86號
 E-mail:chienhua@mail.hhsh.ch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蕭建華策劃編輯 978-986-01-6960-7 光與色的二重奏: 溪湖高中藝文展專輯

總計: 1種 1冊

滄海 連絡人:江盈慧 電話:(04)27018655 傳真:(04)27087799

郵遞區號:4075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中

港路二段122-19號11樓
 E-mail:tsanghai@ms29.ur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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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張天任著 978-986-6507-00-7 口語技巧

總計: 1種 1冊

新一代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6323

郵遞區號:2354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

路90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勞倫斯.利根(Lawrence

Zeegen)著; 張晴雯翻譯
978-986-84649-1-9

數位插畫的奧祕: 大師級的商用圖像設計

9712

Simon Travers-Spencer,

Zarida Zaman原著; 朱炳

樹翻譯

978-986-84649-2-6

服裝設計師創意設計指南

9802

大衛.蓋利夫(David

Gariff), 艾瑞克.丹可(Eric

Denker), 丹尼斯.維勒

(Dennis P. Weller)著; 江

凌青, 陳美璇翻譯

978-986-84649-4-0

西洋繪畫史上最具影響力的五十位畫家

9802

大衛.蓋利夫(David

Gariff), 艾瑞克.丹可(Eric

Denker), 丹尼斯.維勒

(Dennis P. Weller)著; 江

凌青, 陳美璇翻譯

978-986-84649-3-3

西洋繪畫史上最具影響力的五十位畫家

9712
金克絲.麥可奎絲著; 陳

國珍翻譯
978-986-84649-5-7

珠寶製作大全: 金工創作實務與技法

總計: 5種 5冊

新文京開發 連絡人:江俊毅副理 電話:(02)22448188 傳真:(02)22448189

郵遞區號:23557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362號9樓
 E-mail:rights@wun-ch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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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陳建謀編

978-986-150-976-1
打開天窗: 說亮『物業管理』: 2008年物業管理暨防災

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新文豐 連絡人:王瑀 電話:(02)23415293 傳真:(02)23568076

郵遞區號:10883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雙園

街96號
 E-mail:swfc.@swf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法稱著 978-957-17-2077-7 釋量論略解

9709 法稱著 978-957-17-2076-0 釋量論略解

9709 法尊譯 978-957-17-2079-1 入中論善顯密意疏

9709 法尊譯 978-957-17-2078-4 入中論善顯密意疏

9711 徐午編著 978-957-17-2082-1 大清一統志表

9711 (梁)僧祐撰述 978-957-17-2085-2 釋迦譜

9712 張高評著 978-957-17-2086-9 創意造語與宋詩特色

總計: 7種 8冊

新手父母 連絡人:高嘉吟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ivy_kao0829@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葛琦霞著 978-986-6616-12-9 跟老師快樂溝通

9712 黃逢逸著 978-986-6616-13-6 寶寶命名事典: 新生兒命名最佳工具書

9712 媽媽寶寶雜誌編 978-986-6616-14-3 寶寶健康食譜: 吃對食物活力UP!

9712 許正典, 林希陶著 978-986-6616-15-0 125遊戲,有效提昇專注力

9802
林宗賢著

978-986-6616-17-4
畫出創造力與思考力: 知名繪本作家林宗賢帶孩子走

進30堂生活藝術課

9803 陳永綺著 978-986-6616-18-1 醫師媽媽的小兒發燒照護經

9801 理察.田普樂著; 游■雯 978-986-6616-19-8 不抓狂,教出好孩子

9802
艾倫.凱茲丁(Alan E.

Kazdin)作; 莊■雲譯
978-986-6616-21-1

正面教養,我把孩子變乖了

總計: 8種 8冊



新月文化 連絡人:胡月嬌 電話: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

路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mail:order@cresce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650-2 我回到清朝

9710 玦色作 978-986-141-652-6 珍珠愛奶茶

9710 子紋作 978-986-141-653-3 乞丐真有錢

9710 芳妮作 978-986-141-654-0 有種當逃妻

9710 有容作 978-986-141-658-8 霸王迷路

9710 有容作 978-986-141-657-1 霸王迷路

9710 風光作 978-986-141-659-5 吃定總裁

9710 井上青作 978-986-141-660-1 無敵傻寶貝

9710 香彌作 978-986-141-661-8 盯上逃夫

9710 巫靈作 978-986-141-662-5 搶婚少主

9711 明星作 978-986-141-663-2 便宜老公

9711 蜜■子作 978-986-141-664-9 昂貴紙婚

9711 銀心作 978-986-141-665-6 破相吉人

9711 夏琦拉作 978-986-141-666-3 霸侯

9711 黎孅作 978-986-141-668-7 華麗的魔男

9711 黎孅作 978-986-141-667-0 華麗的魔男

9711 奈奈作 978-986-141-669-4 小妹出頭天

9711 井上青作 978-986-141-670-0 無敵小野貓

9711 米樂作 978-986-141-671-7 萬年小乖乖

9711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672-4 我來自匈奴

9711 巫靈作 978-986-141-673-1 冷面宗主

9712 慕楓作 978-986-141-674-8 轉角遇到貪吃鬼

9712 蜜■子作 978-986-141-675-5 不良班對

9712 明星作 978-986-141-676-2 休掉總裁

9712 黎孅作 978-986-141-677-9 離婚不簡單

9712 井上青作 978-986-141-678-6 無敵吉祥妹

9712 心寵作 978-986-141-680-9 妃子笑



9712 子紋作 978-986-141-682-3 秦記之寶: 雲羅杼

9712 香彌作 978-986-141-683-0 爬牆少主

9712 心寵作 978-986-141-684-7 剋妻皇商

9712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685-4 冥頑夫君

9712 有容作 978-986-141-686-1 宅女的時尚總裁

9712 曉■作 978-986-141-687-8 老闆迎進門

9712 芳妮作 978-986-141-688-5 代孕繼承人

9801 蜜■子作 978-986-141-689-2 沖喜玩伴

9801 明星作 978-986-141-690-8 換個閒妻

9801 丹甯作 978-986-141-691-5 出軌夫

9801 香彌作 978-986-141-692-2 不良格格

9801 心寵作 978-986-141-693-9 畫皮格格

9801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694-6 木頭格格

9801 有容作 978-986-141-695-3 慾女的暴君前夫

9801 風光作 978-986-141-696-0 緊握10:10

9801 玦色作 978-986-141-697-7 榛果愛伯爵

9801 米樂作 978-986-141-698-4 惡狼的床伴

9801 曉■作 978-986-141-699-1 B咖小情人

9801 子紋作 978-986-141-705-9 晚成良人

9801 子紋作 978-986-141-706-6 早熟娘子

總計: 47種 47冊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51119

郵遞區號:1034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鄭州

路87號9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Richard S. Sharf著; 馬長

齡等譯
978-986-6637-18-6

諮商與心理治療

9801
Lynn Bye, Michelle

Alvarez著; 謝振裕, 蔡青
978-986-6637-19-3

學校社會工作

9710
Carol Gestwicki原著; 陳

昭伶等合譯
978-986-6637-22-3

親職教育: 從家庭、學校和社區關係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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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Donald Collins, Catheleen

Jordan, Heather Coleman

著; 魏希聖譯

978-986-6637-23-0

家庭社會工作

9801
Peter Rob, Carlos Coronel

原著; 張世敏譯
978-986-6637-24-7

資料庫系統: 設計、實作與管理

9802

J. Duncan Glover,

Mulukutla S. Sarma,

Thomas J. Overbye原著;

黃 世杰譯

978-986-6637-27-8

電力系統: 分析與設計

總計: 6種 6冊

新竹市詩社 連絡人:李秉昇 電話:(03)5229768 傳真:(03)5225733

郵遞區號:30042 地址:新竹市大同路96號  E-mail:ttr0096@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秉昇主編 978-986-84879-0-1 桃李春風: 賀蘇子建老師八十初度

總計: 1種 2冊

新竹生活美學基金會 連絡人:江瑞玲 電話:(03)5263176e 傳真:(03)5261347

郵遞區號:30041 地址:新竹市武昌街110  E-mail:ac501@nhcl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姜義鎮編著 978-986-84969-0-3 祭祀漫談

9712 姜義鎮編著 978-986-84969-1-0 客家民俗大觀

總計: 2種 4冊

新竹生活美學館 連絡人:江瑞玲 電話:(03)5263176e 傳真:(03)5261347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武昌街110  E-mail:ac501@nhcl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姜義鎮編著 978-986-01-6682-8 禮俗與禁忌

9801 呂燕卿, 陳永欽作 978-986-01-7193-8 版畫禪: 呂燕卿陳永欽作品集

9712
姚月順, 梁蓉清, 潘諭德

執行編輯
978-986-01-7349-9

輔導區八縣市水彩寫生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97年

9802 莊三修總編輯 978-986-01-7634-6 藝享生活 美的體驗: 藝術欣賞教育巡迴展專輯. 第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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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種 8冊

新竹教育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南大路52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駱正榮著

978-986-01-6004-8
說話與唱歌的藝術: 結合中國氣功與西洋發聲法學習

說話與唱歌

總計: 1種 2冊

新自然主義 連絡人:羅裕瑛 電話:(02)27845363 傳真:(02)27845358

郵遞區號:1065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

南路二段9號10樓之2
 E-mail:moonsun@ms1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江守山著

978-957-696-638-5
別讓房子謀殺你的健康: 江守山醫師的房屋健檢訣竅

大公開

9709 朱慧芳著 978-957-696-643-9 只買好東西: 食材達人朱慧芳採購秘訣大公開

9711 達娃著 978-957-696-645-3 達娃公主闖迷宮: 我是老闆的素人助選員

9711 黃如玉著 978-957-696-646-0 孩子的脊骨健康密碼: 第一本0-18歲的脊骨保健書

9712 王富祥著 978-957-696-647-7 24小時就愛上數學: 1-9年級最佳數學入門書

9802
■子三津留監修; 林雅

慧譯
978-957-696-651-4

健康保胃戰: 胃癌完全防治圖解小百科

總計: 6種 7冊

新空間國際 連絡人:周淑文 電話:(02)24922016 傳真:(02)24924519

郵遞區號:20744
地址:臺北縣萬里鄉野柳

村港東路167-1號
 E-mail:info@ylgeopark.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純寬作 978-986-85005-0-1 野柳地質公園植物生態解說手冊

總計: 1種 1冊

新來文化 連絡人:于筱芬 電話:(02)29119906 傳真:(02)8919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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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

路二段218巷10號4樓
 E-mail:carol@warmt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福井著 978-957-8449-61-9 A.T.檔案大解碼: 福爾摩沙不再為伊哭泣

9801 涼熱著 978-957-8449-62-6 中國製造大黑洞

總計: 2種 3冊

新雨 連絡人:鄭天恩 電話:(02)29789528 傳真:(02)29789518

郵遞區號:24143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重安

街102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山村美紗作; 曾鴻燕譯 978-986-227-006-6 花見小路殺人事件

9710 貫井德郎作; 王煦淳譯 978-986-227-007-3 不要說永別

9710 松本清張作; 梁容譯 978-986-227-008-0 交錯的場景

9710 桑德圖.文 978-986-227-009-7 不知道知不知道

9712 赤川次郎作; 楊惠茹譯 978-986-227-014-1 殺意之書

9712 內田康夫作; 梅應琪譯 978-986-227-015-8 鯨魚哭泣之海

9712 島田一男著; 李揚譯 978-986-227-017-2 惡女心理學

9712 桑德圖文 978-986-227-018-9 不桑大雅

總計: 8種 8冊

新卓安 連絡人:詹琬琳 電話:(02)32341010 傳真:(02)32341051

郵遞區號:23557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450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秋香等文字 978-986-81863-2-3 麻吉日光QQQ: kuso兒少詩歌集

總計: 1種 1冊

新苗文化 連絡人:林依秀 電話:(02)23320430 傳真:(02)23329817

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

西路一段150號4樓之4
 E-mail:edit-sm@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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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陳月文著 978-957-451-393-2 說不完的故事: 故事媽媽小撇步

9801 徐華淑著; 李炯鎮繪 978-957-451-395-6 迷糊鬼怪糗翻天

9801 顏福南, 何貞慧著 978-957-451-396-3 基測作文通

9712 阿音著 978-957-451-397-0 小貓茉莉與強盜幫

9801 妍音著; 羅莎繪 978-957-451-399-4 笑女花格格

總計: 5種 5冊

新保成 連絡人:何宜臻 電話:(02)23880103 傳真:(02)23889869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1段18號
 E-mail:editor@paoche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文和著 978-986-6668-94-4 專利英文

9710 江軍編著 978-986-6592-58-4 刑法經典試題完全攻略. 基礎編

9711 陳韋達編著 978-986-6592-83-6 普通物理

9710 保成名師聯著 978-986-6592-84-3 強制執行法.國際私法: 歷屆試題(78-97)

9710 蘇志恩編著 978-986-6592-85-0 消防勤務概要

9711 黎民編著 978-986-6592-86-7 法院組織法大意

9710 李知遠編著 978-986-6592-87-4 刑事訴訟法: 概念&案例整合

9710 保成名師編著 978-986-6592-88-1 刑法歷屆試題. 78-97

9710 岡瑋編著 978-986-6592-89-8 公民(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710 吳流明編著 978-986-6592-90-4 刑事政策

9710 李岑思編著 978-986-6592-91-1 觀護制度

9710 李岑思編著 978-986-6592-92-8 少年事件處理法

9710 李岑思編著 978-986-6592-93-5 保安處分執行法

9711 陳威編著 978-986-6592-94-2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概要)

9711 陳威編著 978-986-6592-95-9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9711 保成名師聯著編 978-986-6592-96-6 書記官歷屆試題

9711 科律編 978-986-6592-97-3 智慧財產權法體系重點整理

9710 林青松編 978-986-6592-98-0 民事訴訟法. 下, 體系建立.案例剖析

9711 許願, 於瑩編著 978-986-6592-99-7 票據法.海商法: Key題

9710 陳中編著 978-986-6502-00-2 普通化學

9710 易明編著 978-986-6502-01-9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測驗題庫完全解



9710 典亮編著 978-986-6502-02-6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9711 李士特編著 978-986-6502-03-3 犯罪學歷屆試題研究

9711 顏森編 978-986-6502-04-0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711 李士特, 林專文編著 978-986-6502-05-7 監獄學試題綜覽

9711 顏森編 978-986-6502-06-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711 李復昀編 978-986-6502-07-1 民法(概要)

9711 李復昀編 978-986-6502-08-8 民法(概要)

9711 李復昀編 978-986-6502-09-5 民法概要

9711 游塵寰編著 978-986-6502-10-1 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9711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978-986-6502-12-5 英文

9711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978-986-6502-11-8 英文

9711 顏森編 978-986-6502-13-2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711 保成名師聯著 978-986-6502-14-9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歷屆試題

9711 保成名師聯著編 978-986-6502-15-6 法警.執達員.執行員歷屆試題

9711 蔡憲文編著 978-986-6502-16-3 行政程序法與行政訴訟法

9711 馬至德編著 978-986-6502-17-0 警察實務概要(包括保安、交通)

9711 張勝群編著 978-986-6502-18-7 地政專業科目: 綜合題庫解析(土地法大意.土地行政大

9712 保成名師聯著 978-986-6502-19-4 民事訴訟法歷屆試題. 78-97

9711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978-986-6502-20-0 英文

9712 林平翊編著 978-986-6502-21-7 刑事訴訟法: key題

9711 王淑芬編著 978-986-6502-22-4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9711 王淑芬編著 978-986-6502-23-1 社會研究法(概要)

9712 陳威編著 978-986-6502-24-8 社會工作(概要)

9712 陳威編著 978-986-6502-25-5 社會工作

9712 賴榮偉編著 978-986-6502-26-2 國際關係及國際組織

9712 陳中編著 978-986-6502-27-9 普通化學概要

9712 秦波編著 978-986-6502-28-6 行政法: 爭點三合一

9712 邱遠編著 978-986-6502-29-3 政治學: 金鑰

9712 林思廷編著 978-986-6502-30-9 憲法歷屆試題. 87-97

9801 黎明編著 978-986-6502-31-6 強制執行法概要

9712 吳軍編著 978-986-6502-32-3 民事訴訟法: key題

9712 許睿元編 978-986-6502-33-0 票據法爭點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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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洪仁正編著 978-986-6502-34-7 普通物理學概要

9712 蕭坊編著 978-986-6502-35-4 災害防救法

9712 鄒慧菁編著 978-986-6502-36-1 英文(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712 鄒慧菁編著 978-986-6502-37-8 英文(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712 洪仁正編著 978-986-6502-39-2 物理

9801 王濬編著 978-986-6502-40-8 行政學新編

9712 陳遠編著 978-986-6502-41-5 社會研究法(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金鑰

9801 于俊明編著 978-986-6502-42-2 土地法規

9801 保成名師聯著 978-986-6502-43-9 基層消防警察: 綜合題庫解析

9801 李士特, 林專文編 978-986-6502-44-6 監獄官、監所管理員歷屆試題

9802 嚴泓編著 978-986-6502-45-3 中華民國憲法(考前搶分題庫)

9801 潘翔編著 978-986-6502-46-0 貨幣銀行學大意(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9802 馬至德編著 978-986-6502-48-4 警察實務概要(包括保安、交通)(考前搶分題庫)

9802 周婕編著 978-986-6502-51-4 英文(考前搶分題庫)

總計: 67種 67冊

新陸 連絡人:蘇逸華 電話:(02)23512587 傳真:(02)23963862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47號
 E-mail:shinlou@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伍忠賢著 978-986-7260-79-6 企業併購: 理論與實務

9802 姜林杰祐著 978-986-7260-82-6 金融資訊管理: 分析與系統設計

9801 徐俊明, 黃原桂著 978-986-7260-83-3 國際金融與匯兌

9801 沈大白, 彭敏瑜作 978-986-7260-84-0 金融機構管理

9802 沈中華著 978-986-7260-86-4 金融市場: 全球的觀點

總計: 5種 5冊

新港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葉玲伶 電話:(05)3745074 傳真:(05)3745830

郵遞區號:61641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新中

路305號
 E-mail:hkfce.h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黃睿妍主編 978-957-97939-7-1 新港微微笑: 新港文教基金會20週年回顧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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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新港國小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王筱雲 電話:(05)3742039 傳真:(05)3744040

郵遞區號:61693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登雲

路10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筱雲文字, 吳月梅繪 978-986-85049-1-2 林昭元爺爺的故事

9801 王筱雲文字, 吳月梅繪 978-986-85049-0-5 林昭元爺爺的故事

總計: 2種 2冊

新港藝術高中 連絡人:陳曜裕 電話:0910708172 傳真:(05)3749755

郵遞區號:616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藝高

路1號
 E-mail:qldbch@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曜裕, 陳煥中, 陳美吟 978-986-01-6667-5 千年薪傳: 師徒志

9712
王伯祺主編

978-986-01-6668-2
藝言堂: 新港藝術高中小論文及跨校網讀作品精選. 96

學年度

總計: 2種 3冊

新新聞文化 連絡人:翟思嘉 電話:(02)26989828 傳真:(02)26989871

郵遞區號:22101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台

五路一段79號4樓之6
 E-mail:judy@new7.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李勝峰著 978-957-2026-75-5 扁珍PK首部曲: SOGO大事邸定

總計: 1種 1冊

新聞局 連絡人:游惠容 電話:(02)33567976 傳真:(02)2351386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天津街2號  E-mail:yusally@mail.gio.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行政院新聞局[編] 978-986-01-5015-5 中華民國年鑑.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9711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978-986-01-5646-1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2008



9711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978-986-01-5638-6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2008

9712 程正春總編輯 978-986-01-6449-7 第一、二屆數位出版金鼎獎

9712 行政院新聞局編 978-986-01-6461-9 新聞法規彙編

9712 行政院新聞局編 978-986-01-6460-2 新聞法規彙編

9712 鄭立明主編 978-986-01-6974-4 臺灣電影年鑑. 2008年

總計: 7種 17冊

新潮社 連絡人:翁筠緯 電話:(02)26642511 傳真:(02)22306118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141巷24號4樓
 E-mail:editor@xcs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南編著; 盧光陽繪圖 978-986-167-511-4 用漫畫學諸葛亮兵法

9712 張南編著; 楊林鵬繪圖 978-986-167-512-1 用漫畫學孫子兵法

9712 徐志摩著 978-986-167-519-0 徐志摩作品精選

9712 胡適著 978-986-167-520-6 跟著自己的興趣走

9712 喬安作品; 翎航棧道插 978-986-167-523-7 道具社團

9712 雲狐不喜著; 鬼馬插圖 978-986-167-524-4 羅環の夜間騎士

9712
葛原黃道著

978-986-167-527-5
貧血與白髮的療法: 女性美容與健康的大敵-班點, 皺

紋, 白髮?

9712 高橋周七著 978-986-167-528-2 杜仲茶神奇健康法

9712 滄月著 978-986-167-529-9 碧城

9712 中山理等合著 978-986-167-530-5 小學生數學遊戲. 低年級

9712 中山理等合著 978-986-167-531-2 小學生數學遊戲. 中年級

9712 中山理等合著 978-986-167-532-9 小學生數學遊戲. 高年級

9802 中山理等著 978-986-167-533-6 數學真有趣. 低年級

9802 中山理等著 978-986-167-534-3 數學真有趣. 中年級

9802 中山理等著 978-986-167-535-0 數學真有趣. 高年級

9801 東野君著 978-986-167-536-7 曹操用人5大絕招

9802 李耳原典; 張默生注釋 978-986-167-537-4 老子的智慧: 白話本

9802 朱自清著 978-986-167-538-1 經典常談

9801 朱自清著 978-986-167-539-8 論雅俗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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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朱光潛著 978-986-167-540-4 文學與人生

9802 吳豐隆著 978-986-167-541-1 白話本孔子易傳: 欲了解<<易經>>的入門書!

9802 中村義作著 978-986-167-546-6 數學趣味解題: 向對數學有興趣的人完全挑戰

9802 中村義作著 978-986-167-545-9 數學趣味解題: 向對數學有興趣的人完全挑戰

9802 中村義作著 978-986-167-544-2 數學趣味解題: 向對數學有興趣的人完全挑戰

9803 東野君著 978-986-167-547-3 紀曉嵐怎樣隨機應變

9803 東野君著 978-986-167-548-0 紀曉嵐如何反敗為勝

9803 查老師主編 978-986-167-549-7 作文真有趣

9803 查老師主編 978-986-167-550-3 原來作文並不難

9803 查老師主編 978-986-167-551-0 其實作文很簡單

總計: 29種 29冊

新學林 連絡人:林靜妙 電話:(02)27001808 傳真:(02)2705908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2段339號9樓
 E-mail:law@shar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1 林利芝著 978-986-7160-16-4 法學英文攻略

9710 郝鳳鳴編 978-986-6729-39-3 新學林分科六法: 社會法

9710 姜世明著 978-986-6729-49-2 律師倫理法

9710 姜世明著 978-986-6729-64-5 舉證責任與證明度

9710 許玉秀編 978-986-6729-67-6 新學林分科六法: 刑法

9710 黃維幸著 978-986-6729-68-3 務實主義的憲法

9710 劉幸義主編 978-986-6729-69-0 法學理論與文化: 李岱教授祝壽論文集

9710 李麒著 978-986-6729-70-6 軍事憲法: 統帥權與國防法制

9710 陳新民著 978-986-6729-73-7 憲法導論

9711 許士宦編 978-986-6729-74-4 新學林分科六法: 民事訴訟法

9711 臺灣勞動法學會編 978-986-6729-75-1 勞資聖經: 經典勞動六法

9711 林利芝著 978-986-6729-77-5 法學英文

9712 林金錫, 舒兆民著 978-986-6729-79-9 漢語語言學講義

9712 朱榮智等作 978-986-6729-80-5 郵局銀行

9712 朱榮智等作 978-986-6729-81-2 在醫院

9801 何明晃著 978-986-6729-82-9 少年司法實務論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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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陳忠五著

978-986-6729-83-6
契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 『權利』與『利

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省

9801 廖大穎著 978-986-6729-84-3 公司制度與企業組織設計之法理

9801 朱榮智等作 978-986-6729-85-0 去逛街

9802 朱榮智等作 978-986-6729-90-4 租房子

9802 駱明潔著 978-986-6729-96-6 嬰幼兒衛生保健

總計: 21種 22冊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金會連絡人:林宜姍 電話:(02)23012727 傳真:(02)23326057

郵遞區號:1006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

路一段119號
 E-mail:jing0515@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文玉, 財團法人靖娟

兒童安全文教基金會文;

黃文玉圖

978-957-29918-8-6

裘比不怕了!

總計: 1種 1冊

詩藝文 連絡人:賴益成 電話:(02)29115009 傳真:(02)29148081

郵遞區號:23149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三民

路75巷2弄3號
 E-mail:chris168@ms1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賴益成主編 978-957-0379-84-6 一盞不滅的燈: 詩人文曉村追思錄

總計: 1種 1冊

意象文化 連絡人:劉烘謀 電話:(02)89315686 傳真:(02)86638291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

路752號8樓
 E-mail:ed16@ms6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金毓菡著 978-986-84074-8-0 媽媽和女兒的悄悄話

總計: 1種 1冊

義守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57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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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4001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學城

路一段1號
 E-mail:jyhoung@is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晏揚清編

978-986-83716-6-8
新時代、新契機: 2008新總統就任後兩岸關係發展暨

經濟趨勢研討會論文  集

9710 白敏賢總編輯 978-986-83716-8-2 TANET臺灣網際網路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2種 2冊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系 連絡人:林宛蓉 電話:(07)6577711e 傳真:(07)6577056

郵遞區號:84001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學城

路一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編輯
978-986-6456-00-8

日語教育與觀光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 2008年

總計: 1種 2冊

道聲 連絡人:蘇令宜 電話:(02)23938583 傳真:(02)23937490

郵遞區號:1064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杭州

南路二段15號2樓
 E-mail:lydia@mail.taoshe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劉志雄作 978-986-6735-17-2 俄巴底亞書: 從以東看神的審判

9708 大衛.麥基文.圖; 張淑瓊 978-986-6735-21-9 山丘上的石頭

9708 夏忠堅著 978-986-6735-23-3 宣教人生: 我活著是為宣教

9709
瑞秋.菲爾德文; 伊莉莎

白.奧頓.瓊斯圖; 柯倩華
978-986-6735-45-5

小孩的禱告

9711
歐亨利文; P.J.林區圖; 劉

清彥譯
978-986-6735-46-2

最珍貴的禮物

9710
朴秀雄著; 楊國綱, 王桂

珠譯
978-986-6735-47-9

我們戀愛吧!

9711

卡蘿.波士頓.惠特福德

文; 卡狄爾.尼爾森圖; 劉

清彥譯

978-986-6735-48-6

自由之路: 黑人摩西: 海莉.塔布曼的故事



e

9712
芭芭拉.庫尼文圖; 劉清

彥譯
978-986-6735-49-3

最美麗的第一夫人: 羅斯福總統夫人愛倫諾的童年故

事

9712 劉大偉文.圖; 黃珮玲翻 978-986-6735-50-9 夢中的巨葉: 摘取一片信心的巨葉

9712
劉大偉(Davy Liu)文.圖;

黃珮玲譯
978-986-6735-51-6

火魚: 來自神秘海洋的傳說

9712 劉志雄作 978-986-6735-52-3 聖經中的工作觀

9802
露絲.范德齊文; 羅奈德.

希姆勒圖; 劉清彥譯
978-986-6735-53-0

永遠在一起

9802

本仁.約翰原著; 葛瑞.蘇

密特改寫; 貝瑞.莫瑟繪

圖; 劉清彥翻譯

978-986-6735-56-1

天路歷程

9802 劉清彥作 978-986-6735-57-8 我的主日學教室

總計: 14種 16冊

慈林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550205

郵遞區號:26847
地址:宜蘭縣五結鄉舊街

路128號
 E-mail:chilin@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慈林教育基金會編 978-957-28715-1-5 慈林語錄

總計: 1種 2冊

慈蓮寺 連絡人:釋度量 電話:(06)5730047 傳真:(06)5730184

郵遞區號:71342
地址:臺南縣左鎮鄉岡林

村10號
 E-mail:tzulien@mail.tzulien.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大願法師講述 978-986-88217-5-0 三十七道品簡介

總計: 1種 1冊

慈濟文化 連絡人:羅月美 電話:(02)28989888 傳真:(02)28989889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三段217巷7弄19號1

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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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釋德■編撰; 釋德■, 釋

德需著
978-986-7373-72-4

證嚴上人衲履足跡. 二■■八, 冬之卷

總計: 1種 1冊

慈濟中文期刊部 連絡人:陳梅君 電話:(02)28989990 傳真:(02)28989977

郵遞區號:1125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德

路2號12樓
 E-mail:reader@tzuch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葉子豪等作; 陳玫君主 978-986-85028-0-2 幸福漲停板

總計: 1種 2冊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金會連絡人:高小姐 電話:(02)28989000 傳真:(02)28989994

郵遞區號:1125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德

路2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張昇鵬等主講 978-986-6644-05-4 爸媽別抓狂

9712
施振榮等對談; 尤美玉

特約主編
978-986-6644-07-8

人文心靈的對話

9712 陳一華作 978-986-6644-09-2 快樂獅子王

9801 泰山文化基金會編著 978-986-6644-11-5 創造生命中的感動

9802 傅林統作; 陳盈帆插畫 978-986-6644-13-9 兩枚獎章

總計: 5種 5冊

資訊尖兵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612469

郵遞區號:1063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106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0
資策會網路多媒體研究

所編著
978-957-29451-3-1

WiMAX: 都會寬頻無線之星

總計: 1種 1冊



e資策會 連絡人:張淑媛 電話:(02)27377111 傳真:(02)27377113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復興南路一

段390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仁達總編輯 978-957-581-406-9 TV2.0網路時代的媒體新商機

9712
資策會網路多媒體研究

所編著
978-957-581-409-0

手機軟體平臺新革命Android行動軟體平臺

總計: 2種 4冊

匯華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567448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

南路一段50-2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翁家瑞編著 978-957-594-145-1 新營養師精華. 六, 食品衛生與安全

9712 吳■椒作 978-957-594-148-2 幼稚園主題教學中團體討論與教師發問技巧之個案研

總計: 2種 2冊

瑞成 連絡人:洪翠玲 電話:(04)22808033 傳真:(04)22808035

郵遞區號:40148
地址:臺中市東區天乙街

10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顯宗作 978-957-785-670-8 守護靈溝通卡

9710 洑溪居士, 圓銘居士編 978-957-785-671-5 2009話牛年陽宅風水指南

9710 978-957-785-672-2 金龍如意玄壇真經

9710 978-957-785-673-9 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國語注音雙面印刷)

9801 978-957-785-676-0 佛說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羅尼經(國語注音)

總計: 5種 5冊

瑞昇文化 連絡人:張姵恩 電話:(02)29453191 傳真:(02)29453190

郵遞區號:2358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平

路464巷2弄1之4號
 E-mail:resing@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永瀨正人編集; 楊鴻儒 978-957-526-803-9 新感覺の創作料理

9711 佐佐木薰作; 侯永馨譯 978-957-526-805-3 香藥草茶飲事典

9711 尾崎泰則編集; 侯詠馨 978-957-526-808-4 鄉村風!創意收納&佈置

9711 日名子豊美作; 侯詠馨 978-957-526-809-1 紙要玩花樣!捲紙巧飾卡片&造型小物

9712
主婦と生活社編集; 侯

詠馨譯
978-957-526-810-7

快速大掃除!清潔收納360

9712 內藤朗編集; 許宜如譯 978-957-526-812-1 最基礎!拼布必學技法&圖案

9712 永瀨正人編集; 楊鴻儒 978-957-526-813-8 頂級名師常溫蛋糕の多樣化

9712 永瀨正人編集; 沙子芳 978-957-526-814-5 味覺提升!醬汁&佐醬技術教本

9712 阿部浩二編集; 侯詠馨 978-957-526-815-2 窩心送給你!親手做的立體卡片

9712
鈴木隆利作; 大放譯彩

翻譯社譯
978-957-526-816-9

人氣一番前菜料理: 居酒屋.和食店の

9801
丹羽隆志, 中村博司作;

侯詠馨譯
978-957-526-821-3

單車騎乘輕百科

9802
日本中央寶石研究所監

修; 蔣佳珈譯
978-957-526-826-8

天然寶石.珠寶基礎事典

總計: 12種 12冊

瑞政實業 連絡人:吳端文 電話:(02)22312687 傳真:(02)86601511

郵遞區號:1056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300號2樓
 E-mail:bcwu0505@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吳端文, 陳韻如作 978-986-83389-1-3 手能生巧: 讓孩子快快樂樂寫字

總計: 1種 1冊

瑞蘭國際 連絡人:楊米琪 電話:(02)27004625 傳真:(02)27004622

郵遞區號:1065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三段54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潔■作 978-986-6567-05-6 幸福の占卜日語

9801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著 978-986-6567-06-3 非學不可の日本語

9801 游娟繯著 978-986-6567-09-4 我的第一堂韓語課



總計: 3種 3冊

頑石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253827

郵遞區號:26048
地址:宜蘭市農推路三段

140號3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頑石客作 978-986-01-6098-7 年糕玉

總計: 1種 1冊

達香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500730

郵遞區號:22342
地址:臺北縣石碇鄉豐田

村磨石坑33號
 E-mail:kalu.tw@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卡盧著 978-986-84890-0-4 自悟自性之歌: 卡盧仁波切自傳及教法

總計: 1種 1冊

達觀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11670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文

街1號4樓之2
 E-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梅毅作 978-986-6941-40-5 帝國的正午: 隋唐五代的另類歷史

9706 羅林編著 978-986-6941-56-6 馬克吐溫妙語錄

9710 單增多傑編著 978-986-6941-84-9 唐卡中的西方極樂世界

9710 赫連勃勃大王(梅毅)著 978-986-6941-85-6 亡天下: 南明痛史

9802 石山水作 978-986-6941-87-0 黃金法則: 決定你貧窮或富有的50個關鍵心態

9712 赫連勃勃大王(梅毅)作 978-986-6941-88-7 鐵血華年: 辛亥革命那一槍

9801 蒲公英作 978-986-6941-89-4 保證讓你感動的3分鐘小故事

9801 蔣小花編 978-986-6941-90-0 愛說笑!: 奇趣笑料分享包

9802 吉布.楊典著 978-986-6941-91-7 唐卡中的曼陀羅

9801 赫連勃勃大王(梅毅)作 978-986-6941-92-4 歡喜禪

9802 馮國濤編著 978-986-6941-93-1 學名人耍幽默: 搞笑嘛蓋高尚

總計: 11種 1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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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子 連絡人:閻富萍 電話:(02)26646480 傳真:(02)23660310

郵遞區號:2220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3段258號8樓
 E-mail:fupen@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孟兆慶著 978-986-7609-98-4 孟老師的中式麵食

總計: 1種 2冊

葉正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55637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農安街98號

3樓
 E-mail:rigpa-yeh@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昌錦, 林仁豐, 葉正沛 978-957-41-5993-2 蒙山施食念誦法儀

總計: 1種 2冊

葉美鈴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0050
地址:新竹市東區民主路

160號6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Tashi Dorjey, 葉美鈴合著 978-957-41-5818-8 拉達克365祕境

總計: 1種 1冊

葉俊麟臺灣歌謠推展基金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武昌

街一段4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國禎主編 978-986-84077-1-8 葉俊麟臺灣歌謠經典詞作選輯

總計: 1種 1冊

萬有 連絡人:阮芳賦 電話:(07)6155000e 傳真:(07)6158001

郵遞區號:8077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禮

路40號
 E-mail:jiangjifang@yahoo.com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張隆基, 徐慶璋, 李聖民 978-986-81778-7-1 老人親密關係: 電影三部曲

9606 張隆基, 童嵩珍, 宋宗輝 978-986-81778-8-8 性裸體主義: 歷史.現狀.實錄

9507 陳象玄著 978-986-81778-9-5 性倫理的改造

9511 江吉芳編 978-986-82761-0-9 性.性教育.性治療: 陶林性學文集

9606 趙合俊著 978-986-82761-2-3 性人權理論: 作為人權的性權利研究

9606 阮芳賦著 978-986-82761-3-0 性態度的形成與改變

9608 阮芳賦著 978-986-82761-4-7 性史: 自然史、社會史、研究史

9606
麥基爾文納等著; 李勇

等譯
978-986-82761-5-4

性態度重建指導

9606
黃燦著

978-986-82761-6-1
中日文化的軌跡與歷史的命運: 以梁啟超與福澤諭吉

為中心

9606 黃燦著 978-986-82761-7-8 日本性文化研究

9606 黃燦著 978-986-82761-8-5 冰點的突破: 中國地下『性業』中的女性群體研究

9608 阮芳賦著 978-986-82761-9-2 性行為學綱要

9605 黃盈盈, 潘綏銘主編 978-986-83350-0-4 中國『性』研究. 第25輯

9608
潘綏銘, 黃盈盈主編; 魏

偉翻譯
978-986-83350-1-1

文化,健康與"性": 國際"性"研究的實地經驗

9607 黃盈盈, 潘綏銘主編 978-986-83350-2-8 中國Sexuality研究系列. 8: gender研究專輯. 2007

9607 黃盈盈, 潘綏銘主編 978-986-83350-3-5 中國Sexuality研究系列. 9: 學科發展專輯. 2007

9701 潘綏銘等著 978-986-83350-6-6 中國"男客": 愛滋病風險行為: 專案報告

9705
安德瑞.科沃■, ■茜.約

里編
978-986-83350-8-0

性很重要

9706 林役勵, 阮芳賦編 978-986-83350-9-7 性態度的改變(SAR)實錄

9706 林役勵, 阮芳賦編 978-986-84328-0-2 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成立大會暨性學高峰論壇

9708 劉文利主編 978-986-84328-1-9 性健康教育

9711 黃盈盈, 潘綏銘主編 978-986-84328-2-6 中國『性』研究. 第29輯

總計: 22種 22冊

萬卷樓 連絡人:陳欣欣 電話:(02)23216565 傳真:(02)23218698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二段41號6F之3
 E-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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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陳嘉英著 978-957-739-627-3 作文即時通: 從立意取材到錦字繡句

9708 邱燮友主編 978-957-739-634-1 臺灣人文采風錄

9708 郭梨華著 978-957-739-635-8 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

9708 謝君直著 978-957-739-636-5 郭店楚簡儒家哲學研究

9709 陳慧樺著 978-957-739-637-2 在史坦利公園: 人文山水漫遊

9709
淺野裕一著; 佐藤將之

監譯
978-957-739-638-9

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

9710 張素貞著 978-957-739-639-6 案頭春秋

9710 蕭蕭著 978-957-739-640-2 草葉隨意書

9801 謝曜安著 978-957-739-641-9 詠人詩文十堂課

總計: 9種 10冊

葛菲雅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53885

郵遞區號:1107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永吉

路3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文祥著 978-957-29467-1-8 敢動年代. 1988-1992: 蔡文祥新聞攝影集

總計: 1種 1冊

董氏基金會 連絡人:李麗亭 電話:(02)27766133 傳真:(02)27513606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

北路57號12樓之3
 E-mail:mhjtf@jt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董氏基金會心理健康促

進諮詢委員編著
978-957-41-6056-3

心靈即時通

總計: 1種 1冊

①峰資訊 連絡人:翁鳳嬌 電話:(02)27882408 傳真:(02)27821479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路三段

52號7樓
 E-mail:daphne_weng@goto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北臺灣科學技術學院資

訊管理系作
978-986-181-223-6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2007

9706
北臺灣科學技術學院資

訊管理系著
978-986-181-454-4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8

9712 許郁文譯 978-986-181-484-1 Illustrator設計幫幫忙

9712 吳嘉芳譯 978-986-181-486-5 Dreamweaver設計幫幫忙

9712
Valacich, George, Hoffer

著; 藍中賢譯
978-986-181-494-0

系統分析與設計

9712 李燕秋著 978-986-181-527-5 威力7導演我的生活寫真再進化

9712
William Stallings著; 何霖

譯
978-986-181-551-0

資料與電腦通訊

9712 王作桓著 978-986-181-563-3 國際性MCAS認證Access 2007實務應用

9712
Kathy Sierra, Bert Bates

著; 陳逸嘉, 高名揚譯
978-986-181-568-8

SCJP Java 6.0專業認證手冊

9712 楊比比著 978-986-181-571-8 網路熱門數位修片150招: Photoshop

9712 劉非予譯 978-986-181-572-5 跟Adobe完全掌握Acrobat 9

9712 劉文良著 978-986-181-576-3 決策支援系統

9712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

會編著
978-986-181-577-0

Windows Vista Business實力養成暨評量

9712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978-986-181-578-7 挑戰PHP5/MySQL程式設計樂活學

9712 李蔚澤著 978-986-181-579-4 Ubuntu 8.10 Linux全方位學習

9712 王鴻儒著 978-986-181-580-0 統計分析實務與應用: Excel 2007

9801 李秉勳, 黃淑玟編著 978-986-181-581-7 PhotoImpact X3實力養成暨評量解題秘笈

9712
(株)アンク原著; 林欣蔚

譯
978-986-181-582-4

HTML範例辭典

9712 李維蔓著 978-986-181-583-1 數位學習與數位內容實務: JoinNet網路視訊應用

9712 張義和著 978-986-181-584-8 OrCAD Unison電路板設計

9801 黃嘉輝著 978-986-181-585-5 Visual Basic 2008網路程式設計之道

9712 黃嘉輝作 978-986-181-586-2 Visual C 2008網路程式設計之道

9801 易平, 王鑫編著 978-986-181-587-9 數位邏輯總複習(含實習)

9712 張仁川著 978-986-181-588-6 學會動畫設計Flash CS3

9712 李蔚澤著 978-986-181-590-9 Fedora 10 Linux全方位學習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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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戴有煒著 978-986-181-591-6 Windows server 2008 active directory建置實務

9712 Ivor Horton著; 蔡明志譯 978-986-181-592-3 Visual C++ 2008教學手冊

9801 姚舜庭著 978-986-181-593-0 夯3D!無差別3D玩家手冊

9712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

會編著
978-986-181-595-4

網際網路及行動通訊實力養成暨評量

9801 曹祖聖, 蔡文龍, 吳昱欣 978-986-181-596-1 Visual C 2008程式設計經典

9712 章立民研究室著 978-986-181-598-5 Silverlight 2.0精華技術手冊: 使用VC #NAME?

9801 章立民研究室著 978-986-181-600-5 Silverlight 2.0精華技術手冊: 使用VC

9801 林承志等著 978-986-181-601-2 部落格我最大: 完全制霸

9801 周勝輝著 978-986-181-602-9 強力數位人脈術: 以最少的時間,維持最佳的人脈關係

9801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

會編著
978-986-181-604-3

Access 2007實力養成暨評量

總計: 35種 36冊

聖經書院 連絡人:潘右千 電話:(03)5217125e 傳真:(03)5224595

郵遞區號:30064 地址:新竹市高峰路56號  E-mail:publish@pb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聖經學院出版小組著 978-986-84896-0-8 與加爾文一同祈禱. 第一輯, 創造與悔改

總計: 1種 1冊

聖經資源中心 連絡人:張綿真 電話:(02)86671657 傳真:(02)82191611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olivecf@ms2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考門夫人(L. B. Cowman)

原著
978-986-7077-44-8

荒漠甘泉: 英漢對照最新全譯本(簡體字版)

9711

楊腓力(Philip D. Yancey),

昆布蘭(Brenda Qinn)著;

譚亞菁, 黃經偉 翻譯

978-986-7077-45-5

與聖經有約

9802
葛雷格.博德(Grogory A.

Boyd)著; 黃丹力翻譯
978-986-7077-46-2

親眼見神: 透過圖像式禱告體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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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楊腓力(Philip Yancey)編

纂; 夏傑姆(James Calvin

Schaap)編輯

978-986-7077-47-9

文字的力量

總計: 4種 4冊

聖嚴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黃碧霞 電話:(02)23979300 傳真:(02)23935610

郵遞區號:1005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

路二段56號
 E-mail:syf@shengyen.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聖嚴法師著 978-986-7033-95-6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中、英、法、泰、越、德、印尼)

9710 聖嚴法師著 978-986-7033-94-9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中、英、日、印度、西班牙、韓)

9801
Master Sheng Yen, Jet Li

978-986-7033-96-3
Wu ming exposes ignorance: a dialogue between  master

Sheng Yen and Jet Li

9802
聖嚴法師著

978-986-7033-97-0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中、英、泰、斯里蘭卡、越、印

尼、緬甸文)

9802 聖嚴法師著 978-986-7033-98-7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1, 自在神童

9802 聖嚴法師著 978-986-7033-99-4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合輯)(繁體版)

9802 聖嚴法師著 978-986-6443-00-8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合輯)(中文簡體版)

總計: 7種 15冊

勤益科大 連絡人:李靜兒 電話:(04)23924505 傳真:(04)23930062

郵遞區號:41101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中山

路一段215巷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蘇啟昌, 陳志昌訪問; 蘇

啟昌, 陳志昌, 李靜兒紀
978-986-01-4936-4

王國秀女士訪問紀錄

總計: 1種 1冊

楚戈 連絡人: 電話:(02)28817235 傳真:(02)88613802

郵遞區號:1114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至善

路二段113巷35弄5號
 E-mail:cassie.ta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2 楚戈作 978-957-41-5849-2 龍史

總計: 1種 1冊

電影攝影協會 連絡人:呂俊銘 電話:(02)25638825 傳真:(02)25111203

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

路45號4樓404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武雄主編 978-986-83017-1-9 電影攝影. 2008

總計: 1種 2冊

裘安.蒲梅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1042
地址:彰化縣員林鎮萬年

路三段236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Jona Pomero作 978-957-41-6036-5 Jona Pomero裘安.蒲梅爾works

總計: 1種 2冊

鼎茂圖書 連絡人:黃淑婷 電話:(02)23814314 傳真:(02)23825963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32號11樓
 E-mail:reachel@tingma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統計研究小組編

978-986-122-970-6
商研所統計學經典分章解題: 企管所、商研所、管理

所、其他所

9711 統計研究小組編 978-986-122-971-3 財經所統計學經典分章題解: 財管所、財金所、經濟

9708 楊莉編著 978-986-122-976-8 總體經濟學講義

9709 劉仁民等編著 978-986-122-980-5 領隊導遊實務. (一)(二)

9710 陳志仁編著 978-986-122-981-2 英文考題精解. 98

9710 經濟研究室編著 978-986-122-982-9 經濟學考題精解. 1, 企管所、管理所、工工所、其他.

9710 尹駿編著 978-986-122-985-0 觀光休閒餐旅考題精解. 98

9707 廖茂為編著 978-986-122-988-1 消防戰術規劃與戰技應用

9707 張北城, 潘奕編著 978-986-122-997-3 有機化學分章勝經

9707 李長綱編著 978-986-122-998-0 電磁學與電磁波的理論及應用



9707 廖茂為編著 978-986-122-999-7 火災調查與鑑識實務

9707 李祥編著 978-986-226-001-2 熱力學與熱機學

9707 徐明編著 978-986-226-002-9 物理奪分攻略

9709 吳聰成, 張甫任著 978-986-226-009-8 應用文精論: 公文製作與公務文書

9710 洪逸, 劉逸編著 978-986-226-013-5 計算機概論考題精解. 商管類. 98(97年)

9710 統計研究室編著 978-986-226-015-9 統計學考題精解. 3, 經濟所、財經所、其他. 98(97年)

9708 張裕忠, 陳仕榕編著 978-986-226-016-6 消防危險物品法令解說

9709 林文興等編著 978-986-226-018-0 最新消防警察四等特考試題精解全集

9708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978-986-226-019-7 最新消防法規

9709 羅凱揚, 陳苡任編著 978-986-226-022-7 管理個案分析: 理論與實務

9709 劉仁民等編著 978-986-226-023-4 觀光資源概論

9709 陳弘等編著 978-986-226-028-9 管理學考題精解. 98

9709 黃子嘉編著 978-986-226-029-6 離散數學試題解析. 98

9709 黃子嘉編著 978-986-226-030-2 線性代數試題解析. 98

9709 何雍編著 978-986-226-031-9 物理化學歷屆考題精解(96-97年)

9709 陳弘等編著 978-986-226-032-6 管理個案分析考題精解

9710
統計研究室編

978-986-226-034-0
統計學考題精解. 2, 資管所、工工所、工管所、其他.

98(97年)

9710 統計研究室編著 978-986-226-035-7 統計學考題精解. 1, 企管所、商研所. 98

9709 李祥編著 978-986-226-004-3 熱力學與熱機學

9710 劉明彰編著 978-986-226-037-1 電磁學考題精解. 98

9710 劉明彰, 劉超編 978-986-226-038-8 電子學考題精析與菁華. 98

9710 黃鈺編著 978-986-226-039-5 材力與工力歷屆考題精解. 98(96-97年)

9710 經濟研究室編 978-986-226-041-8 經濟學考題精解. 2, 經濟所、財金所. 98

9710 黃鈺編著 978-986-226-042-5 動力與應力歷屆考題精解. 98

9710 楊莉編著 978-986-226-043-2 經濟學: MBA隨身寶典

9710 李祥編著 978-986-226-045-6 流體力學觀念剖析

9710
周易, 王鼎編著

978-986-226-046-3
工程機率考題精解: 電信所、電子所、電機所、資訊

所、通訊所、電通所

9710
周易, 王鼎編

978-986-226-047-0
工程數學考題精解. 1, 電機所、電子所、電信所、物

理所、光電所、通 訊所、物理所



9710
周易編著

978-986-226-048-7
工程數學考題精解. 2, 機械所.應力所.土木所.醫工所.

機電所.營建所

9710 葛瑞編著 978-986-226-049-4 語言學概論歷屆考題精解. 98(96-97年)

9712 程甯編著 978-986-226-050-0 輔導學考題精解. 98(97年)

9711 喻超凡, 張鎰, 林郁編著 978-986-226-053-1 工程數學歷屆考題精解: 機械所. 98(93-97年)

9710 喻超凡, 張鎰, 林郁編著 978-986-226-054-8 工程數學歷屆考題精解: 化工所. 98(92-97年)

9712 洪何編著 978-986-226-055-5 財務管理考題精解. 98(97年)

9711 丁祺編著 978-986-226-056-2 資訊管理系統選擇題經典(中英對照)

9711 高明編著 978-986-226-059-3 心測與教育統計分類題庫

9711 高宇編著 978-986-226-061-6 分子生物學分類題庫

9711 高宇編著 978-986-226-060-9 分子生物學分類題庫

9712 張承, 莫惟編著 978-986-226-062-3 人力資源管理考前衝刺30天

9712 張承, 莫惟編著 978-986-226-063-0 行銷管理考前衝刺30天

9711 洪捷, 高彬編著 978-986-226-066-1 作業系統考題精解. 98

9712 李建軍編著 978-986-226-067-8 最後的頌歌

9712 李長綱編著 978-986-226-068-5 電磁學與電磁波分類題庫

9711 李祥編著 978-986-226-069-2 流體力學觀念剖析

9712 李建軍編著 978-986-226-070-8 兒童成長攻略

9712 李建軍編著 978-986-226-071-5 30歲完美生活方案

9712 李建軍編著 978-986-226-073-9 人間最美夕陽紅

9711 陳弘毅編著 978-986-226-074-6 防火管理

9711 陳弘毅編著; 吳喨生協 978-986-226-075-3 火災學

9712 李建軍編著 978-986-226-076-0 50歲完美生活方案

9712 鼎茂編著 978-986-226-078-4 國立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博士班歷屆試題

9711 林健三編著 978-986-226-079-1 環境工程概論

9712 陳弘毅編著 978-986-226-083-8 大格局: 消防之父的真情告白

9712 張承, 莫惟編著 978-986-226-085-2 行銷管理

9712 張承, 莫惟編著 978-986-226-086-9 人力資源管理

9802 高銘編著 978-986-226-087-6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考題精解. 98

9712 曹中天編著 978-986-226-088-3 管理資訊系統歷屆考題精解. 98(96-97年)

9801 張鼎編著 978-986-226-090-6 電路學歷屆考題精解. 98(94-97年)

9801 陳有川編著 978-986-226-092-0 服務業行銷與管理



9801 曹玄朗編著 978-986-226-093-7 九龍璧

9801 張奇編著 978-986-226-094-4 管理個案與實務考前衝刺30天

9801 高宇編著 978-986-226-095-1 生物化學

9801
劉仁民, 王宗彥, 楊朋振

編著
978-986-226-097-5

領隊導遊: 考照完全攻略

9802 王孟石編著 978-986-226-098-2 王室速讀基礎技巧練習手冊

9802 王孟石編著 978-986-226-099-9 王室速讀基礎課程: 從遊戲中輕鬆地學習與閱讀

9802 柯志亨等編著 978-986-226-104-0 計算機網路實驗: 使用QualNet模擬工具實作

9802 吳聰成, 張甫任編著 978-986-226-110-1 應用文精論: 公文製作與公務文書

9802 王孟石編著 978-986-226-111-8 做一個令人難忘的老師: 給全國教師的一份大禮

9802 陳文哲, 劉樹童合著 978-986-226-112-5 設施規劃: 工廠佈置與物料搬運

9802 楊慧德編著 978-986-226-115-6 冶金熱力學

9802 曾永銘編著 978-986-226-119-4 駭客動力學

9802 曾永銘編著 978-986-226-120-0 駭客動力學分類題庫

總計: 82種 82冊

暉宇 連絡人: 電話:(04)22436106 傳真:(04)2441624

郵遞區號:40651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文昌

三街29號B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黃圻文著 978-986-82071-9-6 愛情風: 黃圻文詩畫集

總計: 1種 1冊

農委會 連絡人:陳秀瑛 電話:(02)23126934 傳真:(02)23712532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南海路37號  E-mail:coa@mail.co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詩音, 李驊芳採訪撰 978-986-01-5770-3 農業推廣機關(構)評鑑. 97年度: 金推獎專刊

9712 林子清等編輯 978-986-01-6020-8 CAS臺灣優良農產品專刊. 2008

9712 王素梅, 李河水作 978-986-01-6684-2 臺灣食品消費分析文集. 2008年

9712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編
978-986-01-6685-9

臺灣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 2008

9712 馮震宇等作 978-986-01-7013-9 農業技術商品化與產業化導引指南. 四, 品牌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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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馮震宇, 歐素華作 978-986-01-7014-6 農業技術商品化與產業化導引指南. 五, 營運計畫書撰

9712 農田水利聯合會編 978-986-01-7171-6 農田水利設施介紹

總計: 7種 14冊

農委會水保局 連絡人:廖元川 電話:(049)2394239 傳真:(049)2394309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

華路6號
 E-mail:riber@mail.sw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陳獻棋, 李建興採訪撰 978-986-01-3986-0 華麗山村.詩畫華山

9712 林信輝主編 978-986-01-5579-2 坡地水土保持應用原生植物

9711 林信輝主編 978-986-01-5580-8 坡地植生工程暨植生調查應用手冊

9712 黃于玻主編 978-986-01-5650-8 坡地生態水池規劃參考手冊

9711 李昂等作 978-986-01-6286-8 復得返自然 : 名人與臺灣農村的交會

9712 陳樹群總編輯 978-986-01-6408-4 土石流防災歷年成果專輯

9712 黃宏斌編輯 978-986-01-6947-8 水土保持研究發展成果彙編

9712 黃宏斌編輯 978-986-01-6946-1 水土保持研究發展成果彙編

9712 黃宏斌編輯 978-986-01-6948-5 農村建設重要成果彙編. 91-96年度

總計: 9種 18冊

農委會花蓮農改場 連絡人:宣大平 電話:(03)8521108e 傳真:(038)537040

郵遞區號:973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吉安

村吉安路二段150號
 E-mail:chitsun@mail.hdai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同吳主編 978-986-01-7154-9 國際中草藥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2009

9712 沈聰明總編輯 978-986-01-7123-5 花蓮區丹參養生保健創意料理食譜. 97年度

總計: 2種 4冊

農委會林務局 連絡人:黃淑玲 電話:(02)23515441 傳真:(02)2395479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杭州南路一

段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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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花蓮林區管理處, 臺

灣木雕協會編著

978-986-01-4616-5

林業雕 原民刻 森■劃: 林業經營與原住民族文化木雕

藝術創作

9707 呂勝由, 郭鳳琴撰文 978-986-01-4887-9 尾寮山步道植物解說手冊

9707 郭鳳琴撰文 978-986-01-4888-6 雙溪熱帶樹木園園區植物解說手冊

9712 邱紹傑, 彭宏源撰文.攝 978-986-01-6109-0 臺灣客家民族植物. 應用篇

9712 邱紹傑, 彭宏源撰文 978-986-01-6110-6 臺灣客家民族植物. 圖鑑篇

9712 林鴻忠等編著 978-986-01-6189-2 太平山古往今來: 風華再現

9712
王志強, 張坤城, 廖冠茵

撰文
978-986-01-6750-4

知本綠蹤: 知本國家森林遊樂區植物解說手冊. 樹木篇

97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屏東林區管理處編著
978-986-01-7111-2

六義山步道導覽手冊

97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屏東林區管理處編著
978-986-01-7112-9

北大武山國家步道導覽手冊

9712 何偉真等編著 978-986-01-7299-7 臺灣野生藥用植物圖鑑

9712 楊遠波等編著 978-986-01-7357-4 臺灣種子植物要覽

9712 鐘詩文作 978-986-01-7381-9 臺灣野生蘭

9712
董景生, 黃啟瑞, 邦卡兒.

海放南撰文
978-986-01-7442-7

走山拉姆岸: 中央山脈布農民族植物

總計: 13種 26冊

農委會林務局花蓮管處 連絡人:陳鳳梅 電話:(03)8325141e 傳真:(03)8325145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林政

街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東瑤等作 978-986-01-6212-7 森動活潑: 池南國家森林遊樂區動物導覽手冊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林務局東勢管處 連絡人:廖述惠 電話:(04)25150855 傳真:(04)25297230

郵遞區號:420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南陽

路逸仙莊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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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王國雄等撰文 978-986-01-6125-0 八仙山傳奇軼事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林試所 連絡人:塗三賢 電話:(02)23039978 傳真:(02)2305202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南海路53號  E-mail:dragonlin@serv.tf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何政坤, 簡慶德, 廖淑女

編輯
978-986-01-6239-4

林木育種與育林技術研討會論文集

9712 李招治, 劉盈昌撰稿 978-986-01-7265-2 福山之美: 藝術家的眼睛

9712 陸聲山總編輯 978-986-01-7266-9 林業試驗所簡介

9801 伍淑惠等撰文 978-986-01-7540-0 珊瑚礁與森林的相遇. 植物篇

總計: 4種 12冊

農委會苗栗農改場 連絡人:廖珮如 電話:(037)222111e 傳真:(037)220651

郵遞區號:36347
地址:苗栗縣公館鄉館南

村261號
 E-mail:peiju@mdai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楊美鈴, 劉秀珍編輯 978-986-01-6467-1 苗栗區發展地方料理經典美饌烹藝競賽食譜. 2008

總計: 1種 4冊

農委會高雄農改場 連絡人:鄭文吉 電話:(08)7389158e 傳真:(08)7389030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市民生路農事

巷1號
 E-mail:jwj@mail.kdai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玉惠編 978-986-01-6749-8 高雄區鄉土食譜系列. 17, 地方特色料理專輯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畜試所 連絡人:陳翠妙 電話:(06)5911211e 傳真:(06)5911754

郵遞區號:712
地址:臺南縣新化鎮牧場

112號
 E-mail:hlachang@mail.tl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姿蓉等合編 978-986-01-6337-7 臺灣牧草種原



e

x

97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

試驗所■春分所編著
978-986-01-6837-2

山羊飼養與管理

總計: 2種 4冊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 連絡人:陳金蘭 電話:(02)26212111 傳真:(02)26225345

郵遞區號:251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

路376號
 E-mail:public@mail.nv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淑慧等作 978-986-01-6434-3 重要動物傳染病診斷研習會. 97年度

9712
Dennis Senne, Lawrence

Elsken作
978-986-01-7081-8

臺美禽流感預防與控制會議. 2008年

總計: 2種 7冊

農委會桃園農改場 連絡人:范程妹 電話:(03)4768216e 傳真:(03)4760129

郵遞區號:327
地址:桃園縣新屋鄉後庄

村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鄭隨和, 廖乾華, 邱銀珍

主編
978-986-01-1622-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良場科技研發成果技

術移轉說明會專輯. 九十六年

9711 廖乾華編著 978-986-01-5831-1 環保無臭堆肥技術

9711
傅智麟, 葉翠櫻, 賴信忠

編輯
978-986-01-6014-7

創意料理烹藝競賽食譜

9711
鄭隨和, 姜金龍, 龔財立

主編
978-986-01-6210-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良場農業科技研發成

果發表會專輯. 九十七年

9711 湯雪溶編輯 978-986-01-6390-2 農田土壤、灌溉水及植體分析採樣技術

總計: 5種 14冊

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 連絡人:陸怡芬 電話:(02)33432052 傳真:(02)334364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二

段51號9樓
 E-mail:cjchou@mail.baphiq.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文哲等作 978-986-01-5889-2 香蕉保護



e

9711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編輯;

邱仕炎翻譯
978-986-01-5951-6

防範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 日本範例

9712 林志憲等作 978-986-01-6311-7 牛海綿狀腦病發生時屠宰場之相關因應機制及研析

97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編
978-986-01-6937-9

10年有成: 防檢局成立10周年紀念專刊

9712 劉朝鑫等作 978-986-01-6963-8 豬隻常用動物用藥品使用手冊

9712 張聰洲等編著 978-986-01-7049-8 實用常見禽病防治圖說. I, 神經運動障礙篇

9712 洪信雄等著 978-986-01-7173-0 草食動物重要動物傳染病專輯

9712 鄭櫻慧編著 978-986-01-7587-5 西瓜嵌紋病毒之偵察調查

9712 張清安編著 978-986-01-7588-2 蘭花斑點病毒之偵察調查

總計: 9種 20冊

農委會農試所 連絡人:張淑貞 電話:(04)23302301 傳真:(04)23338162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萬豐

村中正路189號
 E-mail:1204sj@wufeng.ta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謝廷芳等主編 978-986-01-6717-7 『節能減碳與作物病害管理』研討會專刊

9712
edited by Sheng-Chung

Huang, Shu Chen
978-986-01-6785-6

Capacity building fo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on genetic resources

9712 劉大江, 林俊義主編 978-986-01-7161-7 有機作物栽培技術研討會專刊

總計: 3種 7冊

農委會農糧署 連絡人:廖龍盛 電話:(049)2341076 傳真:(049)2341111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縣中興新村號

光華路8號
 E-mail:cora@mail.af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

署統計室編著
978-986-01-6244-8

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漁業署 連絡人:李佳娟 電話:(07)82397079 傳真:(07)815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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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0672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

北一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日耀等編輯 978-986-01-5479-5 全民漁業教室系列講座. 96年度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臺中農改場 連絡人:邱玲瑛 電話:(04)8523101e 傳真:(04)8525841

郵遞區號:515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田洋

村松槐路370號
 E-mail:chiuly@tdai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良場編
978-986-01-5739-0

臺中區地方特產伴手禮產品型錄

97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良場編
978-986-01-5924-0

臺中區發展地方料理. 97年度: 經典美饌烹藝競賽菇蕈

食譜

9712
張隆仁, 郭肇凱, 陳榮五

編著
978-986-01-6537-1

藥用保健植物圖鑑

9712 葉士財等編著 978-986-01-6564-7 中部地區番石榴病蟲及害物圖說

總計: 4種 8冊

農委會臺東農改場 連絡人:楊鴻志 電話:(089)325110e 傳真:(089)338713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中華路一段

675號
 E-mail:825@mail.ttdare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林永順作 978-986-01-4687-5 水平浮動式果園割草機之開發

9706 林永順作 978-986-01-4688-2 承載式施肥機之開發

9706 許迪川作 978-986-01-4689-9 培育水稻秧苗的方法

9706 許迪川作 978-986-01-4690-5 蘇鐵的主要蟲害及其防治方法

9706 曾得洲作 978-986-01-4703-2 青梅粒徑分級機

9706 曾得洲作 978-986-01-4704-9 釋迦果肉分離機

9706 黃秋蘭, 丁文彥, 洪瑞拱 978-986-01-4707-0 臺東良質米之栽培技術

9706 丁文彥, 黃秋蘭, 洪瑞拱 978-986-01-4708-7 臺東有機米之栽培與管理

9706 江瑞拱作 978-986-01-4710-0 休耕稻田的管理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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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 陳曉菁作 978-986-01-4711-7 釀造醋之製造

9706 蘇東生等作 978-986-01-4712-4 番荔枝安全生產體系

9706 陳曉菁作 978-986-01-4725-4 傳統發酵食品: 釀造醋

9709 盧柏松, 李惠鈴作 978-986-01-4972-2 臍橙栽培管理技術

9709 盧柏松, 李惠鈴作 978-986-01-4973-9 晚崙夏橙栽培管理技術

9709 江淑雯作 978-986-01-4974-6 番荔枝果園簡易網室栽培

9709 林永順作 978-986-01-4975-3 果園施肥撒布機之開發

9709 陳進分作 978-986-01-4976-0 臺東蕨類圖鑑100種

9709 蘇炳鐸作 978-986-01-4977-7 香椿之栽培與利用

9709 蘇炳鐸, 蔡文仁, 黃秋蘭 978-986-01-4978-4 魚腥草之栽培與利用

9709 王勝作 978-986-01-4981-4 樹豆之栽培管理與利用

9709 趙美作 978-986-01-4982-1 臺東之土壤地力分布與施肥策略

9709 黃政龍作 978-986-01-4983-8 不同噴頭對果園噴灌之性能比較

9709 曾得洲作 978-986-01-4984-5 洛神葵花去籽機改良試驗

9709 丁文彥作 978-986-01-4985-2 有機栽培之雜草管理技術

9709 江瑞拱作 978-986-01-4986-9 具經濟價值之資源植物: 山棕、翼豆、赤藜

9709 周泳成等作 978-986-01-4987-6 有機栽培之病害防治技術

9709 陳信言作 978-986-01-4988-3 多年生花生的栽培及利用

9709 許迪川作 978-986-01-4989-0 水稻新害蟲: 粘蟲之發生與防治

9709 陳曉菁作 978-986-01-5469-6 洛神葵之加工及利用

9712 吳菁菁執行編輯 978-986-01-7222-5 養生保健植物餐: 臺東區發展地方料理烹藝競賽食譜

總計: 30種 105冊

農委會種苗場 連絡人:周明燕 電話:(04)25825422 傳真:(04)25811577

郵遞區號:426
地址:臺中縣新社鄉大南

村興中街46號
 E-mail:mychou@ts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明燕編輯 978-986-01-6444-2 植物品種權年鑑. 96年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藥毒所 連絡人:謝瓊玲 電話:(04)23302101 傳真:(04)2332405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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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光明

路11號
 E-mail:pin@tact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廖瓊惠, 洪瑛穗, 費雯綺

主編
978-986-01-6509-8

農業藥劑委託試驗報告. 97年度

9712 徐玲明, 蔣慕琰編著 978-986-01-6510-4 臺灣草本植物種子彩色圖鑑

總計: 2種 4冊

農訓協會 連絡人:張秀錚 電話:(02)28762676 傳真:(02)28762148

郵遞區號:11156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中山

北路七段113號
 E-mail:yhchen@mail.ntifo.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姜至軒編著 978-986-81988-8-3 民法概要

總計: 1種 1冊

圓光 連絡人:陳榮櫻 電話:(03)4254346 傳真:(03)4250067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聖德

路一段888巷11號
 E-mail:shingchienshih@ho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鄭江銘作 978-957-8896-41-3 大無畏

總計: 1種 1冊

圓神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50號6樓之1
 E-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伊德方索.法康尼斯

(Ildefonso Falcones)著; 范

湲譯

978-986-133-265-9

海上教堂

9712 松下幸之助著; 林慧如 978-986-133-266-6 路是無限寬廣

9712 那多著 978-986-133-267-3 返祖

9712 哈日杏子著 978-986-133-268-0 公仔出沒注意: 日本卡漫朝聖路線21



9801
理查.保羅.伊凡斯

(Richard Paul Evans)著;
978-986-133-269-7

半顆心的恩典

9801 李俊明著 978-986-133-270-3 城市.愛情.對手戲

9801 連加恩著 978-986-133-271-0 愛呆人生連加恩: 複製幸福DNA

9801
諾愛拉.夏特雷(Noelle

Chatelet)著; 林說俐譯
978-986-133-272-7

我接受了她的臉: 全球首例變臉手術紀實

9802 那多作 978-986-133-273-4 變形人

9802 釋戒嗔著 978-986-133-274-1 小和尚的白粥館

9802
哈維爾.馬利亞斯(Javier

Marias)著; 戴毓芬譯
978-986-133-275-8

如此蒼白的心

9803 那多作 978-986-133-276-5 紙嬰

9803
安德魯.戴維森(Andrew

Davidson)著; 林靜華譯
978-986-133-277-2

石像怪獸

9803

費南多.德里亞斯迪貝斯

(Fernando Trias de Bes)著;

葉淑吟譯

978-986-133-278-9

聲音收藏者

9803 簡錦錐口述; 謝祝芬撰 978-986-133-279-6 武昌街一段七號: 他和明星咖啡廳的故事

總計: 15種 30冊

愛吃客 連絡人:黃稚詠 電話:(02)27813098 傳真:(02)87716937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四段311號4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John H. Isacs作 978-986-80777-5-1 愛吃有禮

總計: 1種 1冊

愛智 連絡人:葉淑娟 電話:(07)8121571 傳真:(07)8121534

郵遞區號:80664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千富

街2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石晏如文; 唐唐圖 978-957-608-302-0 黑寶的鏡子

9706 烏拉拉文; 林小杯圖 978-957-608-303-7 巧克力貓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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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 兔子波西文; 許文綺圖 978-957-608-304-4 阿福種田

9706
陳玲瑜, 吳明純文; 鍾易

真, 陳維霖圖
978-957-608-305-1

開心湯圓.巴克書店

9706
毛豆泥, 謝明芳撰文; 胡

家琪, 陳瓊鳳圖
978-957-608-306-8

乳牙小天使.森林消防隊

9706
葉淑娟, 陳玲瑜撰文; 陳

瓊鳳, 蔡靜江圖
978-957-608-307-5

尋找青蘋果.水上樂園

9706
陳玲瑜, 吳明純撰文; 邱

千容, 崔麗君圖
978-957-608-308-2

哇啦啦星球尋薯記.小貓拉比

9706
石晏如, 謝明芳撰文; 桂

冠臻, 胡家琪圖
978-957-608-309-9

飲料東西街.小熊的3C賣場

9706
歐斯克撰文; 邱千容, 楊

麗玲圖
978-957-608-310-5

黑貓小姐買眼鏡.花園小派對

9707 王手蟲文; 阿曼圖 978-957-608-311-2 小廚師阿諾

9707 李紫蓉文; 許文綺圖 978-957-608-312-9 我是風

9707 兔子波西文; 賴馬圖 978-957-608-313-6 小米的便便商店

9707 謝明芳文; 林小杯圖 978-957-608-314-3 小獅子多多

9708 石晏如文; 唐唐圖 978-957-608-315-0 黑寶的鏡子

9708 978-957-608-316-7 My story box美語故事集

9709
兔子波西等文; 貓妮妮

等圖
978-957-608-317-4

小小故事派對

9711 林思慧繪 978-957-608-318-1 我的數學小書. 2

9711 張淑如編輯.企劃 978-957-608-319-8 家庭電器和交通工具

總計: 18種 18冊

愛詩社 連絡人:劉曉菁 電話:(02)23517251 傳真:(02)23517244

郵遞區號:1065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二段2號3樓
 E-mail:service@ci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亞歷山大.謝爾蓋耶維

奇.普希金作; 丁魯翻譯
978-986-7388-54-4

我們是自由的鳥兒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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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勝 連絡人:陳興華 電話:(02)25451469 傳真:(02)25451143

郵遞區號:1055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

北路280巷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金保, 葉明仁著 978-957-9633-28-4 中國傳統表面處理史: 重商社會之時代

總計: 1種 1冊

奧林文化 連絡人:黃秀錦 電話:(02)27469169 傳真:(02)27469007

郵遞區號:1059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38-1號11樓
 E-mail:emily@ol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吉娜.福特(Gina Ford), 保

羅.賽卻(Paul Sacher)作;

倪文娟譯

978-957-0391-92-3

好吃好睡好寶寶: 解決0-6歲嬰幼兒惱人的飲食問題

總計: 1種 1冊

微波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333648

郵遞區號:30010
地址:新竹市大學路1001

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Chinese Microwave

Association
978-986-84787-0-1

ISAP 2008 books of abstracts

總計: 1種 1冊

遍智文化 連絡人:張進中 電話:(02)23019068 傳真:(02)23058078

郵遞區號:10869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萬大

路344巷14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阿尼 榭喇秋仲彙編 978-986-84952-0-3 月帷集. 1, 道跡

總計: 1種 1冊



腳丫文化 連絡人:吳仁豪 電話:(02)25176688 傳真:(02)25153368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

北路二段66號11樓之1
 E-mail:cosmax.pub@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藤田智著; 楊曉婷譯 978-986-7637-42-0 一坪家庭菜園

9801 鄭雅勻著 978-986-7637-43-7 鄭雅勻居家開運花草布置

9802 江梅玲著 978-986-7637-44-4 毛線編織真簡單

9803 陳姍姍著 978-986-7637-45-1 捻花染草: 七彩植物染

總計: 4種 4冊

運輸學會 連絡人:洪金枝 電話:(02)27476673 傳真:(02)27647215

郵遞區號:1057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102號10樓之3
 E-mail:cit.tw@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趙清成等著; 中華民國

運輸學會97年年會暨學

術論文國際研討會籌備

委員會論文組編

978-986-83937-2-1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年會暨學術論文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97年

總計: 1種 1冊

詹氏 連絡人:何淑惠 電話:(02)77121688 傳真:(02)2396465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77號9樓之5
 E-mail:archbook@ms3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劉連茂著 978-957-705-381-7 21世紀主題樂園的夢幻與實現

9801 陳啟中編著 978-957-705-383-1 建築結構系統

9801 石正義作 978-957-705-384-8 鋼結構建築施工品質管理

9801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978-957-705-385-5 營建法令輯要. 97年度

9803 陳海曙著 978-957-705-386-2 全球熱溼氣候自然通風綠建築

9802 張瑞昇作 978-957-705-387-9 人性的環境秘密

9803 倪至寬著 978-957-705-388-6 衛生下水道施工與標準作業程序

9803 楊秉蒼編著 978-957-705-389-3 建築概算估價應用實務



總計: 8種 8冊

逸文武術文化 連絡人:楊惠玲 電話:(02)66302528 傳真:(02)2370616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57號9樓之2
 E-mail:lionbooks2@lion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7 武學書館藏版編 978-986-7822-95-6 武功接命長生論

9607 武學書館藏版編著 978-986-7822-96-3 六合乾坤連環劍. 對劍譜

9606 李師融, 李永杰編 978-986-7822-97-0 古今太極拳譜及源流闡秘

9607 臺灣武林編輯部作 978-986-7822-98-7 華中武學初探

9609 李仁平著 978-986-7822-99-4 八卦掌之道

9610 臺灣武林編輯部作 978-986-6699-00-9 中州武術之萇家拳與猿仙通背拳

9611 呂一素著 978-986-6699-01-6 四象衛生譜

9611 武學書館藏版編 978-986-6699-02-3 家傳徐氏氣功

9703 林昌湘著 978-986-6699-03-0 滬尾詠拳

9612 林泉寶著 978-986-6699-04-7 武當趙堡侯氏太極拳與行功心悟

9701 武學書館藏版作 978-986-6699-05-4 青萍劍全集繪稿

9703 李仁平著 978-986-6699-06-1 通識武學之十三勢

9703 陳績甫著 978-986-6699-07-8 陳氏太極拳彙宗

9704 武學書館藏版作 978-986-6699-08-5 渾元劍法

9704 寶鼎著 978-986-6699-09-2 內功十三段圖說

9704 楊澄甫著 978-986-6699-10-8 太極拳使用法

9704 胡遺生著 978-986-6699-11-5 字門正宗

9704 達摩大師著 978-986-6699-12-2 少林拳術精義

9704 武學書館藏版作 978-986-6699-13-9 螳螂手法總集

9707 于化行著 978-986-6699-14-6 武當真傳太極拳全書

9705 武學書館藏版編輯 978-986-6699-15-3 少林龍術正法

9705 武學書館藏版編輯 978-986-6699-16-0 武鑑

9705 田鎮峰著 978-986-6699-17-7 太極拳講義

9705 武學書館藏版編輯 978-986-6699-18-4 汪鳳京先生傳鐵閂式

9705 宋史元著 978-986-6699-19-1 太極蘊真

9707 閻德華著 978-986-6699-20-7 太極玄門劍譜



9707 李凌霄著 978-986-6699-21-4 昆吾劍譜

9707 徐士金著 978-986-6699-22-1 三才劍學

9705 蔡翼中著 978-986-6699-23-8 太極拳圖解

9705 李影塵著 978-986-6699-24-5 國術史

9705 蘇瑞洲著 978-986-6699-25-2 國術論詮

9705 竇奉三, 馬步周著 978-986-6699-26-9 國術概論

9706 梁敏滔著 978-986-6699-28-3 李小龍技擊術

9709 何宏財著 978-986-6699-29-0 延熙公薪傳杜公毓澤 陳氏太極拳老架動作說明及圖解

9708 達摩祖師著 978-986-6699-30-6 易筋經: 附洗髓經

9708 武學書館藏版作 978-986-6699-31-3 清虛真人張三丰入室靜功金丹口訣

9708 武學書館藏版作 978-986-6699-33-7 九天紫府金丹秘旨

9709 吳殳等著 978-986-6699-34-4 手臂錄、角力記、學射錄、嘯旨

9709 劉康毅, 許偉戰著 978-986-6699-35-1 重現雄風柳絮: 猿仙通背拳遺珠許氏家傳一脈

9709 陳世聰, 字世僉, 號寶鑄 978-986-6699-36-8 頂級中國寶劍、寶刀藝術之美專輯

9709 張世博編輯 978-986-6699-38-2 十路彈腿: 進入武術世界的第一套拳

9710 孫福全著 978-986-6699-39-9 拳意述真

9710 孫福全著 978-986-6699-41-2 形意拳學

9710 孫福全著 978-986-6699-42-9 八卦拳學

9710 孫福全著 978-986-6699-43-6 八卦劍學

9710 馬永勝著 978-986-6699-44-3 彈腿講義

9710 武學書館藏版 978-986-6699-45-0 單打粗論、猿勢通臂、神鎗總論

9710 陳炎林著 978-986-6699-46-7 太極拳刀劍桿散手合編

9711 王于寧著 978-986-6699-48-1 白鶴拳的身體哲學

9710 李海峰編著 978-986-6699-49-8 李海峰易筋經

9710 程人駿著 978-986-6699-50-4 大梨花槍圖說

9710 褚民誼著 978-986-6699-51-1 國術源流考

9710 李存義口述; 杜之堂編 978-986-6699-52-8 形意五行連環拳譜合璧

9710 唐范生編 978-986-6699-53-5 少林武當攷

9710 何光銑, 胡健著 978-986-6699-55-9 潭腿圖說

9710 臺灣武林編輯部作 978-986-6699-56-6 一代宗師黃性賢的太極藝業與鬆身五法

9710 臺灣武林編輯部作 978-986-6699-57-3 臺灣拳頭.獅之大甲玉麟總館

9711 李存義原述; 董秀升編 978-986-6699-58-0 岳氏意拳五行、十二形精義



e

9712 精武體育會著 978-986-6699-59-7 精武本紀

9712 趙濟夫著 978-986-6699-60-3 楊式太極拳健身養生練習談. 形體篇

9712 呂一素著 978-986-6699-61-0 無極拳譜圖說

總計: 61種 61冊

逸群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6807418

郵遞區號:52656
地址:彰化縣二林鎮華崙

里挖仔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顏有詩編校 978-986-6509-08-7 靈寶玉鑑

9801 顏有詩編校 978-986-6509-07-0 靈寶玉鑑

9801 顏有詩編校 978-986-6509-06-3 靈寶玉鑑

9801 顏有詩編校 978-986-6509-05-6 靈寶玉鑑

9801 顏有詩編校 978-986-6509-04-9 靈寶玉鑑

總計: 5種 5冊

鄒智裕 連絡人:彭語婕 電話:(02)82281940 傳真:(02)22236237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鄒智裕著 978-957-41-6042-6 創世記問答式查經

總計: 1種 1冊

群策會 連絡人:徐梅梅 電話:(02)28084777 傳真:(02)28084779

郵遞區號:25170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

東路二段27號30樓
 E-mail:507@tw-advocate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群策會輯 978-986-82695-4-5 一個中國黑洞: 群策會論壇紀實

總計: 1種 1冊

群學 連絡人:劉鈴佑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e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61號7樓712室
 E-mail:socialsp@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陳東升作 978-986-84054-6-2 積體網路: 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

9712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著; 王志弘譯
978-986-6525-02-5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邁向不均地理發展理論

9712 黃庭康著; 李宗義譯 978-986-6525-04-9 比較霸權: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9802 Elliot Liebow著; 黃克先 978-986-6525-05-6 泰利的街角

9712 伊慶春等作 978-986-6525-06-3 群學爭鳴: 臺灣社會學發展史: 1945-2005

9802 王秀雲等作 978-986-6525-08-7 科技渴望參與

總計: 6種 6冊

經典雜誌 連絡人:黃同弘 電話:(02)28989990 傳真:(02)28989994

郵遞區號:1125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德

路2號12樓
 E-mail:tom_houng@tzuch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Rhythms Monthly

978-986-83618-7-4
Good deeds: 1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ldeology

and practices

9802 王汶松著 978-986-83618-8-1 浮游國度: 臺灣海底生態觀察

總計: 2種 2冊

經建會 連絡人:李淑霞 電話:(02)23165338 傳真:(02)2370040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寶慶路3號  E-mail:library@sun.cepd.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Council for Economic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978-986-01-4413-0

Economic development, R.O.C.(Taiwan), 2008

9801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6721-4

中華民國國家建設計畫. 98年

9801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編著
978-986-01-6722-1

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 民國98至101年四年計畫

總計: 3種 12冊



e經濟部 連絡人:張曉姝 電話:(02)23212200 傳真:(02)2351848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館前路71號

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5966-0 越南投資環境簡介

97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5967-7 哥倫比亞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67-7 丹麥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68-4 巴拿馬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69-1 孟加拉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77-6 瑞典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78-3 多明尼加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79-0 日本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80-6 宏都拉斯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281-3 巴拉圭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18-6 波蘭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19-3 希臘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20-9 法國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21-6 印尼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22-3 鳥克蘭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98-8 荷蘭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399-5 俄羅斯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00-8 捷克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01-5 貝里斯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02-2 愛爾蘭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03-9 墨西哥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04-6 以色列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05-3 英國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472-5 美國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545-6 芬蘭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546-3 香港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547-0 柬埔寨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548-7 哥斯大黎加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549-4 巴西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550-0 泰國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795-5
太平洋諸島國投資環境簡介(馬紹爾群島、索羅門群

島、吉里巴斯、吐瓦 魯、諾魯)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796-2 馬來西亞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797-9 土耳其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798-6 西非諸國投資環境簡介(象牙海岸、甘比亞、布吉納法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799-3 南非、史瓦濟蘭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800-6 美國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801-3 菲律賓投資環境簡介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802-0
中東諸國投資環境簡介(沙烏地、阿聯大公國、阿曼、

科威特)

97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1-6965-2 海地投資環境簡介

總計: 39種 82冊

經濟部水利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4224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

41之3號9-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周嫦娥, 李繼宇編 978-986-01-0205-5 水資源建設與管理環境成本分析之研究. (3/3)

9612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水土

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
978-986-01-2489-7

水文站水質評估與分析

9605 周嫦娥, 李繼宇編 978-986-01-2911-3 水資源建設與管理環境成本評估手冊

9704
順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4176-4

溫泉蘊藏量推估及開發總量管制評估技術研究期末報

告書. (2/2)

9703 周嫦娥等編 978-986-01-4419-2 水患治理之經濟效益評估

9706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著
978-986-01-4680-6

地層下陷分層監測站建立及試驗分析計畫. 96年度

9706
資源工程技術顧問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5066-7

中區溫泉監測系統站址規劃設計

9706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編著 978-986-01-5265-4 溫泉監測技術評估與應用



9708 經濟部水利署[編] 978-986-01-5481-8 臺灣地區水資源投資分析. 96年度報告

97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利

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編
978-986-01-5858-8

配合國土復育方案檢討修正水利法. (2/2)

9711
經濟部水利署, 凌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1-5876-2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專屬網站功能增修計畫

971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水利

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編
978-986-01-5878-6

重要河川流域管理政策與法規研訂. (1/2)

9711
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5958-5

水利共享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97)

9712
張志誠編著

978-986-01-6120-5
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地理資料倉儲中心之

擴充及維運. 97年度

9711 洪榮宏編著 978-986-01-6177-9 開放式水利地理資訊GML資料標準之研訂. (1/4)

9712
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編著
978-986-01-6421-3

近海水文站網維護管理與資料分析. (1/2)

9712 國立交通大學編著 978-986-01-6422-0 水庫壩體監測及檢測與安全診斷技術研發. (3/3)

9712
國立交通大學, 經濟部

水利署編
978-986-01-6423-7

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相關工作專業協助.

(3/3)

97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425-1

水庫安全風險管理之研究成果報告. (2/2)

9712 逢甲大學編著 978-986-01-6452-7 水利署委辦計畫成果摘要彙編. 96年度

971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利

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編
978-986-01-6571-5

區域水資源經理策略擬定之研究

97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1-6572-2 水文現代化綜合技術服務. (1/2)

9712 商嘉瑞, 陳郁心編 978-986-01-6573-9 水文資訊系統擴充改善及整合計畫. (1/3)

9712 經濟部水利署[編] 978-986-01-6602-6 水利綜合業務管理與政策企劃能力建構. (1/3)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614-9

全臺河川攔河堰現有功能評估及其存廢檢討. (2/2)

9711 國立交通大學編著 978-986-01-6619-4 流域水資源永續利用下可開發量評估機制研究計畫

97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
978-986-01-6623-1

臺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利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理

之研究. (1/2)

9712
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629-3

廢污水處理回收補注地下水層再生利用之可行性先期

研究計畫



9712
儀丞儀器工程有限公司

編著
978-986-01-6630-9

地下水觀測井體檢測與評估. 97年度

9712
財團法人中華自來水服

務社編著
978-986-01-6657-6

流域別用水量統計分析研究. (2/3)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工程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658-3

影響水利建造物(蓄水建造物除外)功能之風險因子探

討與分析程序之建立. (2/2)

9712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

心編著
978-986-01-6659-0

防災應變格網系統後續維運及擴充. 97年度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學系編著
978-986-01-6660-6

防洪抽水站智慧型防汛操作系統之研究. (1/2)

97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6661-3

臺東花蓮海岸災害監測預警系統建置. (1/2)

97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664-4

頭前溪、後龍溪、中港溪流域及新竹縣、新竹市與苗

栗縣淹水潛勢圖更新計畫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1-6686-6 水文模式與分散式洪水預報系統整合應用計畫. (2/3)

9712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

所編
978-986-01-6688-0

蘭陽溪、花蓮溪、秀姑巒溪流域、卑南溪及宜蘭縣、

花蓮縣與臺東縣淹水潛勢圖更新計畫

97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編著
978-986-01-6689-7

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系統應變資訊填報功能提升及即時

重要資訊分析

9712
國立中央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編著
978-986-01-6690-3

應用淹水行動偵測於水災規模之評估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綜合災害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697-2

防災服務團計畫. 97年

9712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編著 978-986-01-6699-6 臺灣溫泉資源補注來源評估技術研究計畫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綜合災害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700-9

水利防洪設施受新類型災害之脆弱度與調適度分析.

(2/2)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綜合災害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1-6702-3

梅雨季及颱風期間之流域集水區定量降雨預報技術改

進. (1/3)

9712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編著
978-986-01-6704-7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分配與運用之研究

9712 經濟部水利署[編] 978-986-01-6774-0 高屏大湖(第一階段工程))可行性研究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

心編著
978-986-01-6807-5

臺灣地區各標的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6年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

心編著
978-986-01-6809-9

臺灣地區生活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6年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

心編著
978-986-01-6810-5

臺灣地區農業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6年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

心編著
978-986-01-6811-2

臺灣地區蓄水設施水量營運統計報告. 民國96年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

心編著
978-986-01-6812-9

臺灣地區工業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6年

9712
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
978-986-01-6813-6

多元化水源發展政策實施計畫之研擬. (2/2)

97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

心編著
978-986-01-6814-3

水資源供需情勢統計調查方式改善與彙編94-96年各項

用水統計報告總報 告. (3/3)

9712 逢甲大學編著 978-986-01-6815-0 水利署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成果報告書. 96年度

97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1-6831-0 金門辦理兩岸通水策略規劃

97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工程

研究中心編
978-986-01-6832-7

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與庫區淤積風險評估研究. (3/3)

9712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環境

及工程學系編著
978-986-01-6875-4

海嘯颱風產生之長波對於西南沿海溢淹影響之研究.

(1/2)

9712
百成行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1-6876-1

地下水觀測站井規劃、調查試驗及監造計畫成果報告.

97年度

9712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6877-8

災害性降水之監測與預報技術研發與改進. (2/2)

9712
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臺

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編著
978-986-01-6850-1

地下水觀測網執行成效及發展規劃. (2/2)

9712
京華工程顧問服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884-6

用水計畫書查核服務及廢水回收率之檢討評估計畫

9712
泓發樂活氏水科技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1-6886-0

水利產業發展潛能評估與推動策略研究計畫

9712
中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

編著
978-986-01-6894-5

德基水庫集水區水質監測與管理計畫. 97年度



971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著
978-986-01-6895-2

臺北盆地、彰化與雲林地區地層下陷水準檢測及其相

關分析計畫

9712 劉怡萱編著 978-986-01-6897-6 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系統與網頁之維護及更新

9712 虞國興編著 978-986-01-6898-3 健全水權管理資訊化作業之探討與研究

97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6899-0

沿海低地平原排水系統之暴潮與越域水流研究. (2/2)

9712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6900-3

中央管河川自動化流量站設置與量測工法改善

97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1-6917-1 公共給水國際技術交流與人才育成計畫. (1/2)

9712 國立中興大學編著 978-986-01-6919-5 水庫集水區生態環境評估與綜合成效指標之建立. (2/2)

9712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編
978-986-01-6923-2

河川及供排水渠道發展小水力發電潛能評估及可行性

先期研究

9712
中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

編著
978-986-01-6925-6

德基水庫集水區第五期治理計畫: 水質監測與管理工

作總報告

9712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

所編著
978-986-01-7066-5

地層下陷潛勢分析與警示計畫. (2/2)

9712
中興工程顧問服份有限

公司編著
978-986-01-7100-6

河川管理業務之發展與推動. (1/2): 河川砂石採取販售

制度檢討與中央 管和川囚砂區研擬

9712 賈儀平編著 978-986-01-7117-4 地震與地下水文異常變化分析研究. (3/4)

97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金會編著
978-986-01-7108-2

地震地下水站網系統研發及技術成果導入. (3/4)

9712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

業研究發展中心編著
978-986-01-7254-6

深層海水多目標應用技術開發之研究與規劃

97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1-7340-6 地層下陷防治教育訓練及宣導. 97年度

總計: 77種 158冊

經濟部加工區管理處中港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853250

郵遞區號:435
地址:臺中縣梧棲鎮草湳

里大觀路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景株等編撰 978-986-01-7008-5 加工出口區中港園區海岸綠美化植栽圖鑑

總計: 1種 3冊



e經濟部技術處 連絡人:譚昌維 電話:(02)23212200 傳真:(02)2351764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福州街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

院編輯
978-986-01-5329-3

產業技術白皮書. 2008

9711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978-986-01-6531-9

White paper on Taiw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2008

9712 劉子衙等著 978-986-01-6648-4 寰淨計畫成果彙編. 97年度: 產業綠色供應鏈電子化計

9712
李慧萍, 楊家彥, 陳玉玲

作
978-986-01-7060-3

國際穀物價格與匯率價格波動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兼

論廠商附加價值活動

9712 吳閔鈺, 楊家彥作 978-986-01-7061-0 產業附加價值影響因素之指標系統建置

9712 經濟部技術處主編 978-986-01-7216-4 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得獎專輯. 第16屆

9712 李嘉華等編撰 978-986-01-7274-4 接軌世界 創新無限

9712 楊仁達總編輯 978-986-01-7358-1 科技化服務應用及發展年鑑. 2008

9712 楊仁達總編輯 978-986-01-7359-8 網際網路應用及發展年鑑. 2008

總計: 9種 24冊

經濟部能源局 連絡人:張瑜珊 電話:(02)27757706 傳真:(02)27757785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復興北路2

號1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經濟部能源局編輯 978-986-01-7092-4 能源政策與能源供需情勢

總計: 1種 2冊

經濟部商業司 連絡人:唐燕玲 電話:(02)23212200 傳真:(02)23414395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福州街15號  E-mail:yltang@moe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編撰
978-986-01-6121-2

電子商務法律適用圖說

9712 呂玉娟, 黃麗秋主編 978-986-01-6439-8 創新服務: 藍海商機臺灣的故事



e

9712 王金利主編 978-986-01-6593-7 臺灣傳統市集商情年鑑. 2008年版

9712 柯樹人作 978-986-01-6983-6 實用會展英語

9801 簡志榮總編輯 978-986-01-7556-1 臺灣市集風雲錄

9802 魏茂國等作 978-986-01-7626-1 傑出廣告人&廣告業特殊貢獻獎專刊. 2007年

總計: 6種 12冊

經濟部國貿局 連絡人:商華光 電話:(02)23977446 傳真:(02)2393782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湖口街1號  E-mail:boft@moeabof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曾漢壽編著 978-986-01-5861-8 讓臺灣品牌站上國際舞臺. 國家品牌篇

9711 曾漢壽編著 978-986-01-5862-5 讓臺灣品牌站上國際舞臺. 代工與品牌篇

總計: 2種 4冊

經濟部智慧局 連絡人:蘇世賢 電話:(02)23766128 傳真:(02)2736672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辛亥路二段

185號3樓
 E-mail:ipo@mail.moeaipo.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編

978-986-01-6213-4

專利生物材料寄存說明手冊

97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著 978-986-01-6506-7 政府機關(含國營事業)辦公室涉及著作權疑義解析

總計: 2種 4冊

經濟部標檢局 連絡人:陳靜宜 電話:(02)33432261 傳真:(02)2343198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濟南路一段

4號
 E-mail:yi.chen@bsm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著] 978-986-01-5449-8 為民服務白皮書

971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編 978-986-01-5741-3 國家標準用語手冊: 資訊及通信類

總計: 2種 4冊

經濟新潮社 連絡人:李君宜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959069



e

郵遞區號:1006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jennie@ci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平野秀典著; 蕭秋梅譯 978-986-7889-65-2 感動力: 人際互動、商業經營的最高境界

9704
安迪.麥斯蘭(Andy

Maslen)著; 劉復苓譯
978-986-7889-68-3

寫出銷售力: 業務、行銷、廣告文案撰寫人之必備銷

售寫作指南

9706
麥克斯.帝普雷(Max De

Pree)著; 江麗美譯
978-986-7889-70-6

領導的藝術: 人人都受用的領導經營學

9707
照屋華子, 岡田惠子著;

郭菀琪譯
978-986-7889-71-3

邏輯思考的技術: 寫作、簡報、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9709
芭芭拉.明托(Barbara

Minto)著; 羅若蘋譯
978-986-7889-73-7

金字塔原理. II, 培養思考、寫作能力之自主訓練寶典

9711
馬修.梅(Matthew E. May)

著; 劉復苓譯
978-986-7889-75-1

豐田創意學: 看豐田如何年化百萬創意為千萬獲利

總計: 6種 7冊

漢宇國際文化 連絡人:莊文惠 電話:(02)22263147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

路130號4樓之1
 E-mail:chuang_w_h@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文壇悅, E2k著; 朴正濟

繪
978-986-6678-49-3

我的第一本親子會話進階書: 一本能夠高效、快速掌

握英語文法的學習寶  典

9803 胡平著 978-986-6678-50-9 NEW TOEIC最新多益閱讀990分徹底攻略

9708 辛抒喜作 978-986-6678-54-7 我愛香港

9803 創世卓越主編 978-986-6678-72-1 超級全景霸王兵器: 超級槍械

9803 創世卓越主編 978-986-6678-73-8 超級全景霸王兵器: 超級戰車

9802 李岡榮著 978-986-6678-83-7 漢方蔬果養生百科: 藥用蔬果大全

9803 高永謀主編 978-986-228-006-5 彩圖版臺灣通史

9801 元氣星球工作室企畫 978-986-228-011-9 創意設計素材701

9712
James M. Vardaman,

Michiko S. Vardaman作
978-986-228-013-3

實用英語2340基礎單字

9801 Kim Bum Jin作; 崔冬梅 978-986-228-015-7 龜兔賽跑在1250[]C遇見最棒的自己



e

9803 汪昌寧編 978-986-228-021-8 別鬧了!我是法語學習書

9803 劉靜編 978-986-228-022-5 別鬧了!我是德語學習書

9803 金元培, 金鐘太編 978-986-228-023-2 別鬧了!我是韓語學習書

9802 馮振翼, 張秀英編著 978-986-228-025-6 卡耐基鍛鍊自我的34堂私房學

9803 久保道德著 978-986-228-035-5 對過敏有效的中藥

9803 重野哲寬著 978-986-228-036-2 對肝病有效的中藥

總計: 16種 16冊

漢皇文化 連絡人:呂金燕 電話:(02)22263070 傳真:(02)2226314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

路130號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申鉉滿作 978-986-6590-03-0 30歲前,一定要做的21件事

9804 Aness An原著; 徐金丹譯 978-986-6590-09-2 公主養成魔法書: 快樂當公主,何必爭女王?

9801 邵維媛採訪編輯 978-986-6590-13-9 Jungle

總計: 3種 3冊

漢湘文化 連絡人:莊文惠 電話:(02)22263147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

路130號4樓之1
 E-mail:chuang_w_h@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Nature workroom編著 978-986-6786-29-7 讓你長高的祕密大公開

9803 Nature workroom編著 978-986-6786-43-3 疾病徵兆從臉開始

9801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 978-986-6673-73-3 益智推理動腦王: 挑戰愛因斯坦的IQ180!

9801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 978-986-6673-74-0 趣味邏輯動腦王: 挑戰愛因斯坦的IQ180!

9801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 978-986-6673-86-3 數字推理動腦王: 挑戰愛因斯坦的IQ180!

9801 元氣星球工作室編 978-986-6673-90-0 視覺思考動腦王: 挑戰愛因斯坦的IQ180!

9803 陳林作 978-986-225-018-1 一天10支漲停板

9803 就醬作; 巧可繪 978-986-225-045-7 別鬧了!人生就醬

總計: 8種 8冊

漢雅資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7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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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南京東路三

段89巷5弄18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陳友旺著 978-986-84790-1-2 戰勝困境的真實故事

總計: 1種 1冊

漫遊者文化 連絡人:張貝雯 電話:(02)23758628 傳真:(02)23756506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21號5樓之18
 E-mail:service@asothbook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吉田典生著; 柳芝伊譯 978-986-6858-28-4 領導話術: 3種能力,4種對話,輕鬆帶出好人才!

9711 藤田康人著; 黃御婷譯 978-986-6858-61-1 為什麼口香糖應該天天吃?

9802 高野登著; 黃郁婷譯 978-986-6858-62-8 百億打造的十堂服務課

9712
艾瑞克.拉森(Erik Larson)

著; 劉永毅譯
978-986-6858-63-5

無線電擒兇記: 謀殺與發明交織的世紀驚奇

9801

阿圖洛.貝雷茲-雷維特

(Arturo Perez-Reverte)著;

范湲譯

978-986-6858-64-2

大仲馬俱樂部

9802 南雲治嘉著; 黃友玫譯 978-986-6858-66-6 解決100個煩惱の100種設計

9802 蘿拉.李普曼著; 王欣欣 978-986-6858-67-3 愛麗絲與蘿妮

9803 凱文.吉佛伊著; 羅瑛譯 978-986-6858-68-0 複製邪惡

總計: 8種 8冊

彰化生活美學館 連絡人:張雅芬 電話:(04)7222729e 傳真:(04)7287874

郵遞區號:50046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

路3號
 E-mail:yafen@chcse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巧筑等著 978-986-01-6324-7 中部五縣市秋季水彩寫生專輯42. 九十七年

9712 洪華長等編輯 978-986-01-6742-9 文房四寶專輯

9712 蔡金明等著 978-986-01-6977-5 中區社教紀念專輯

9712
林迺昂, 張實溥執行編

輯
978-986-01-7339-0

國立彰化社會教育館輔導區中部五縣市社會教育工作

站暨聯絡處工作紀要. 第2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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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種 13冊

彰化高商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7262623

郵遞區號:50057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南郭

路一段32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施坤鑑著 978-986-01-7474-8 彰商之美

總計: 1種 2冊

彰師大研發處 連絡人:徐欣怡 電話:(04)7232105e 傳真:(04)7211187

郵遞區號:50081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進德

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編 978-986-01-6870-9 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彰師大師培中心 連絡人:洪翠縫 電話:(04)7232105e 傳真:(04)7211176

郵遞區號:50081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進德

路1號
 E-mail:tinahong113@cc.nc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媛主編 978-986-01-7016-0 高級中學新課程綱要主題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8

總計: 1種 3冊

彰縣埔鹽鄉公所 連絡人:施貝其 電話:(04)8654075 傳真:(04)8656590

郵遞區號:516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好修

村中正路192號
 E-mail:library@ems.puye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粘信敏, 鄭秝奾總編輯 978-986-01-4695-0 日本.臺灣.埔鹽國際藝術交流展. 2008

9711 林煒鎮作 978-986-01-6001-7 藝游視窗

9711 黃■總編輯 978-986-01-6072-7 埔鹽鄉藝術家聯展專輯. 第6屆

總計: 3種 6冊



彰縣員林鎮公所 連絡人:許瓊芳 電話:(04)8347806 傳真:(04)8347797

郵遞區號:510
地址:彰化縣員林鎮三民

街18號
 E-mail:yla03@msl.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李豊明總編輯 978-986-01-7218-8 員林國際攝影藝術展覽. 2008

總計: 1種 2冊

彰縣攝影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7873843

郵遞區號:50072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雲長

路17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李健民總編輯 978-986-85000-0-6 彰化影展攝影年鑑. 2008

總計: 1種 2冊

誌成文化 連絡人:鄭雪如 電話:(02)29388698 傳真:(02)29384387

郵遞區號:11649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

路四段165巷13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富城著 978-986-84769-1-2 追風: 氣象神算李富城

9801 林美玲著 978-986-84769-2-9 為自己勇敢

9802 林雅慧著 978-986-84769-3-6 陽臺上的人: 14位企業講師的成功智慧

總計: 3種 3冊

豪曜 連絡人:曾碧蓮 電話:(02)25033503 傳真:(02)25038151

郵遞區號:1047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合江

街102巷25號1樓
 E-mail:oscar.a6666@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陳佳彬著 978-986-85058-0-3 罪與罰: 元雜劇公案故事研究

總計: 1種 2冊

福地 連絡人:趙蓓玲 電話:(02)23629066 傳真:(02)2362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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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三段100號10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李慧琳, 李敏淑, 李淑珍 978-986-6725-39-5 手縫我的貼心娃娃

9801 夏雨儂作 978-986-6725-40-1 風中的祕密

9801 尹志豪作 978-986-6725-41-8 高效冠軍: 極速提升工作效率與競爭力的32個技巧

9802

漢斯.克利斯丁.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原著; 黃耀傑原創漫 畫

978-986-6725-42-5

醜小鴨

9802 蕭珮作 978-986-6725-43-2 惡魔哥哥與天使弟弟

總計: 5種 5冊

福報文化 連絡人:蕭彩云 電話:(02)87871168 傳真:(02)87877308

郵遞區號:1108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隆

路327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釋妙普編輯 978-986-81518-6-4 素食地圖. 2

總計: 1種 1冊

福智之聲 連絡人:葉郭枝 電話:(02)25453788 傳真:(02)25451568

郵遞區號:1058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137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寂天造; 如石譯 978-986-7535-34-4 入菩薩行

總計: 1種 2冊

旗山農工 連絡人:劉芳錦 電話:(07)6612501e 傳真:(08)7212064

郵遞區號:84243
地址:高雄縣旗山鎮旗甲

路一段19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芳錦總編輯 978-986-01-6465-7 仙溪流長: 國立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創校八十週年

總計: 1種 1冊



旗林文化 連絡人:呂惠玲 電話:(02)23774155 傳真:(02)23774355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

路二段213號4樓
 E-mail:nana@sanya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王凱玄作

978-986-6655-28-9
象棋人愛情靈占: 14種超神準求愛性格預測你和他的

戀愛宿命

9709 陳謙之著 978-986-6655-30-2 用星去座

9709 陳謙之著 978-986-6655-31-9 別跟幸福過不去

9709 程安琪作 978-986-6655-20-3 20分鐘的簡單料理

9710 程安琪作 978-986-6655-32-6 燒一手好菜

9710 蘇鼎雅作 978-986-6655-34-0 愛上輕食 健康滿點

9710 許家華作 978-986-6655-36-4 孩子和你的前世今生

9711 倪端作 978-986-6655-37-1 希臘占數大運勢. 2009

9710 張覺明作 978-986-6655-38-8 商業風水精論

9710 張信宏作 978-986-6655-39-5 尋.味.美.食: 信宏師的訪探之旅

9711 張覺明作 978-986-6655-40-1 居家風水精論

9711 程安琪作 978-986-6655-41-8 醬好才能輕鬆煮

9711 李梅仙著 978-986-6655-44-9 李梅仙私房菜

9801
陳虎彪, 郭岳峰, 李劍揚

編著
978-986-6655-46-3

冬蟲夏草: 養生大全

9801 連小乃作 978-986-6655-47-0 鉤出妳的味蕾: 好好吃的毛線小物

9711 董孟修作 978-986-6655-48-7 幸福魔法.蛋炒飯

9801 洪文一, 許耀銘作 978-986-6655-49-4 教你學會樂高機器人

9712 程安琪, 陳盈舟作 978-986-6655-50-0 64種鹼性食物 讓你遠離文明病

9801 洪白陽作 978-986-6655-33-3 善用妳的鍋

9802 謝安作 978-986-6655-52-4 腹活能

9802 陶禮君著 978-986-6655-53-1 相見恨晚,我愛你

9801 張杰倫著 978-986-6655-54-8 上班族防過勞 運動寶典101

9801 倪端作 978-986-6655-55-5 生命數字DNA: 了解生命密碼的基礎手冊

9801 傅培梅, 程安琪作 978-986-6655-56-2 美味臺菜

9801 王立楨著 978-986-6655-58-6 飛行員的故事. 3



e

總計: 25種 25冊

旗訊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19730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

南路一段15-1號11樓
 E-mail:flaginfo@flaginf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7 陳盈■執行編輯 978-957-99138-5-0 Windows Vista電腦採購聖經

總計: 1種 1冊

旗標 連絡人:張芳尤 電話:(02)23963257 傳真:(02)23225001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

南路一段15-1號19樓
 E-mail:yukochang@mail.fla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392-7 數位攝影的光與影: 採光.測光.曝光

9612
Joseph Sack著; 林班侯,

問麗萍, 劉漢山譯
978-957-442-528-0

T-SQL大全實務學習與問題解決

9709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596-9 新觀念Visual Basic 2008程式設計

9705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597-6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系統實務

9705 許世壁, 陳鞏著 978-957-442-600-3 微積分

9708 施威銘主編 978-957-442-612-6 Windows Vista使用手冊SP1

9707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13-3 速習Dreamweaver CS3做網頁

9706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17-1 Linux實務應用Fedora 9

9707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18-8 Linux架站實務Fedora 9

9706 程秉輝, John Hawke著 978-957-442-619-5 個人隱私『洩出』與防護手法大公開

9711 謝合宜作 978-957-442-620-1 Windows Server 2008 MIS實務講座

9710 梁銘鼎作 978-957-442-621-8 Exchange Server 2007 SP1管理實務

9711 林清安著 978-957-442-622-5 Pro/Engineer Wildfire 4.0零件設計基礎

9709 郭秋田等作 978-957-442-624-9 多媒體導論與應用

9709 高野徹作; 許郁文譯 978-957-442-625-6 Illustrator商業設計專門塾

9708 戴顯權作 978-957-442-626-3 資料結構

9706 楊志強作 978-957-442-627-0 T-SQL問題解決實戰

9706 陳會安作 978-957-442-628-7 ASP.NET 3.5網頁製作徹底研究



9706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29-4 Windows Vista 新功能手冊 SP1版: 從XP到Vistaの最短

9708 DigiGamer著 978-957-442-630-0 PSP玩樂の誌 : 隨身樂翻天!

9710 楊世瑩著 978-957-442-631-7 SPSS統計分析實務

9712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32-4 正確學會Flash的16堂課

9707
MdN編輯部著; iku.艾瑞

克譯
978-957-442-633-1

DTP平面設計點子爆米花: Photoshop+Illustrator

9711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34-8 正確學會Illustrator的16堂課

9707 葉翊■作 978-957-442-636-2 FLASH ActionScript程式大亂鬥: 經典商業範例集

9707 昱得資訊工作室作 978-957-442-637-9 ASP.NET+AJAX網頁模組隨學隨用

9708 顏春煌著 978-957-442-638-6 JAVA網路程式設計

9707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455-9 精要計算機概論2009

9708 簡嘉宏著 978-957-442-501-3 Acrobat工作必備のPDF文件煉金術

9709 崽子兔, Wii飯團著 978-957-442-550-1 Wii 200%玩樂手冊(臺機/日機全適用)

9709 陳立元著 978-957-442-552-5 Visual Basic自動控制與機器人應用

9712
DTPWORLD編輯部著;

小包子譯
978-957-442-576-1

idea+10: 舉一反十的聰明設計訣竅

9712 林蕙如譯 978-957-442-584-6 Web+設計の黃金則: 讓人留連忘返的網站設計關鍵

9801 Tom Ang著; 以葳等譯 978-957-442-639-3 DSLR攝影.構圖.編修實務講座

9708 陳會安著 978-957-442-640-9 ASP.NET 3.5: 網頁製作徹底研究: 使用C

9708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41-6 新觀念ASP.NET 3.5網頁程式設計: 使用Microsoft Visual

9708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42-3 精要網路概論

9708 洪國勝著 978-957-442-643-0 Visual C 2008程式設計範例教本

9710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644-7 DV入門實務: 選購、拍攝、編輯、燒錄、轉檔全搞定!

9710 大賀葉子著; T.A.M.譯 978-957-442-645-4 大賀葉子教你.Illustrator繪圖の技

9802 娃娃魚著 978-957-442-648-5 iPhone 3G酷樂誌

9711 大藤幹作; 汪牧君譯 978-957-442-651-5 Web+設計の黃金則: XHTML+CSS虎の卷

9711 楊東昱著 978-957-442-652-2 Flash資料庫應用即戰力

9712 武田瑛夢著; 蘇蔚琳譯 978-957-442-653-9 愛上設計: 培養設計品味的第一本書

9710 袁葆宏, 劉豐豪, 吳建和 978-957-442-655-3 精解Java SE6程式語言

9711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656-0 DesignerのPhotoshop寫真補正&加工大原則

9712
オブスキュアインク作;

許郁文譯
978-957-442-658-4

設計的秘密: 116實例大解析



e

9710
Bruce Fraser, Jeff Schewe

原著; 施威銘, 沈昶甫譯
978-957-442-660-7

用Raw檔拍攝: 創造最高品質影像

9710 林慶德, 陳宇芬譯 978-957-442-661-4 CCENT認證教戰手冊

9801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663-8 PCDIY 2009電腦選購.組裝.應用

9711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64-5 Windows Server 2008架站實務

9712 MdN編輯部編; 許郁文 978-957-442-665-2 卡娃伊設計點子爆米花

9711 曾建華作 978-957-442-666-9 老師來了!: Photoshop熱血連環漫畫教室

9711 施威銘研究室作 978-957-442-667-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設計實務

9711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668-3 人像編修: 一定更漂亮

9712 David Chang著 978-957-442-670-6 DSLR攻略特典: Nikon的光影魅力

9711 程秉輝, John Hawke著 978-957-442-675-1 駭客攻防技術新擂臺: 入侵與無線網路篇

9711 施威銘研究室著 978-957-442-676-8 會聲會影X2: 影片剪輯.生活分享大師

9801 黃其來著 978-957-442-679-9 南極攝影紀行: 南極企鵝攝影: 其來有自

總計: 59種 59冊

榮益 連絡人:彭語婕 電話:(02)82281940 傳真:(02)22236237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pennytw2001@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王保羅著 978-986-84362-1-3 被神看中的人: 王保羅牧師2007年講道集

總計: 1種 1冊

精神健康基金會 連絡人:呂宜瑋 電話:(02)23279938 傳真:(02)23279883

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一段22號6樓
 E-mail:mhf@mh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胡海國作 978-986-83583-6-2 精健道

總計: 1種 1冊

精誠資訊 連絡人:張婉蓉 電話:(02)27198811 傳真:(02)27197980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

北路99號12樓
 E-mail:service@delightpress.com.tw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Karl Swedberg, Jonathan

Chaffer著; 李松峰, 李燁

等譯

978-986-6761-60-7

Learning jQuery中文版

9711 黑麵著 978-986-6761-62-1 黑麵的人像攝影攻略

9711 伊達千代著 978-986-6761-63-8 色彩的準則: 玩出絕妙好設計

9711
伊達千代, 內藤タカヒ

コ著
978-986-6761-64-5

文字的準則: 玩出絕妙好設計

9711 Chris Jackson著; 徐政棠 978-986-6761-65-2 Flash+After Effects動畫特效經典範例

9711
Dino Esposito著; 王啟源,

謝佳新譯
978-986-6761-66-9

Microsoft ASP.NET 3.5程式開發實戰

9711 沈鳳如圖.文 978-986-6761-67-6 關於那些夢和夢想: 布莉絲的插畫創作與數位拼貼

9712

Dan Holme, Nelson Ruest,

Danielle Ruest著; 劉怡芳,

劉非予譯

978-986-6761-68-3

Windows Server 2008 Active Directory目錄服務

9801 胡百敬, 姚巧玫著 978-986-6761-69-0 SQL Server 2008 SSIS整合服務

9712 潘嘉杰著 978-986-6761-70-6 易學

9712 Super Project編著 978-986-6761-71-3 經典簡約

9712 Super Project編著 978-986-6761-72-0 花葉頌歌

9712 Super Project編著 978-986-6761-73-7 純淨北歐

總計: 13種 13冊

實相生命 連絡人:陳旻暄 電話:(02)82192246 傳真:(02)22190006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二十

張路46巷11號5樓
 E-mail:life0006@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快樂天使溝通團隊合著 978-986-84927-0-7 實相輪迴記憶手札

總計: 1種 1冊

實踐大學管理學院 連絡人:梁淑美 電話:(02)25381111 傳真:(02)25333143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

街70號
 E-mail:lsm@mail.us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王又鵬主編 978-957-9129-68-8 企業服務創新個案集

9708 王又鵬主編 978-957-9129-67-1 企業服務創新個案集

總計: 2種 2冊

寧瑪巴喇榮三乘法林佛學連絡人:徐安湘 電話:(02)23689792 傳真:(02)23640934

郵遞區號:1007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

路二段115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益西彭措堪布著 978-986-84109-5-4 慧光集. 38, 淨障修法文

總計: 1種 2冊

碧岳學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141148

郵遞區號:700
地址:臺南市中區開山路

19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原著; 周
978-986-84536-0-9

聖多瑪斯.阿奎那<神學大全>

總計: 1種 1冊

蓋亞文化 連絡人:沈育如 電話:(02)25585438 傳真:(02)25585439

郵遞區號:10353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赤峰

街41巷7號1樓
 E-mail:thebeans@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戚建邦著 978-986-6815-70-6 希臘神諭: 逆子戰爭

9710 星子著 978-986-6815-71-3 蟲人

9712 九把刀(Giddens)著 978-986-6815-74-4 獵命師傳奇

9712 喬靖夫(Jozev)著 978-986-6815-82-9 東濱街道故事集

9712 護玄作 978-986-6815-83-6 祕密

9801 星子著 978-986-6815-85-0 太歲

9801 星子著 978-986-6815-84-3 太歲

總計: 7種 7冊



x

蒙藏委員會 連絡人:陳美惠 電話:(02)23222140 傳真:(02)23971439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青田街8巷3

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蒙藏委員會編輯 978-986-01-7276-8 天地人美: 西藏的今與昔攝影展

總計: 1種 2冊

嘉大中文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266570

郵遞區號:621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隆

村85號
 E-mail:chineselit@mail.nc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吳美秀等著

978-986-01-6230-1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論文集.

第五屆

總計: 1種 2冊

嘉大全人健康實驗室 連絡人:洪偉欽 電話:(05)2263411e 傳真:(05)2063082

郵遞區號:621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隆

村85號
 E-mail:hocheng@mail.nc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成和正主編

978-986-01-6412-1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強化教師教學效能、體適能

與健康促進成果報告書

9711 洪偉欽主編 978-986-01-6413-8 嘉義縣中埔鄉獨角仙農場休閒規劃書

總計: 2種 2冊

嘉大園藝系 連絡人:李堂察 電話:(05)2717429 傳真:(05)2753295

郵遞區號:60004
地址:嘉義市東區學府路

300號
 E-mail:garden@mail.nc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呂明雄, 李堂察, 楊秀珠 978-986-01-6062-8 柑橘整合生產及全程品質管理行事曆. 2009

總計: 1種 2冊



x

x

嘉市文化局 連絡人:林怡玲 電話:(05)2788225e 傳真:(05)2786329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忠孝路275  E-mail:library@cabcy.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廖志中計畫主持 978-986-01-1866-7 嘉義市木構造建築保存方式調查研究

9612 饒嘉博總編輯 978-986-01-1889-6 傳統工藝交趾陶傳習藝生成果專輯

9706 廖倫光計畫主持 978-986-01-4544-1 嘉義市文化景觀普查計畫

總計: 3種 5冊

嘉市府 連絡人:周純慧 電話:(05)2285768 傳真:(05)2285949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中山路199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光興總編輯 978-986-01-6359-9 來我嘉看煙火: 攝影比賽暨成果紀念專冊. 2008

總計: 1種 2冊

嘉義教區聖若望主教座堂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742933

郵遞區號:60044 地址:嘉義市民權路6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許秀鳳總編輯

978-986-84874-0-6
若鷹展翅: 臺灣天主教嘉義教區聖若望主教座堂建堂

五十週年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1冊

嘉縣府 連絡人:姚品如 電話:(05)3620123e 傳真:(05)3620890

郵遞區號:612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

新村祥和一路1號
 E-mail:sam@mail.cyh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曾文邦主編 978-986-01-7674-2 嘉義縣北回歸線環境藝術行動. 2008

總計: 1種 2冊

臺大水工所 連絡人:劉淑慧 電話:(02)33665865 傳真:(02)33665866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號
 E-mail:shliu@hy.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

所編著
978-986-00-4572-7

洪氾淹水模擬與3D地形地貌結合之虛擬實境展示技術

9801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

所編著
978-986-01-7525-7

閻振興教授論壇. 2006年: 臺灣當前水利問題對策與展

望

9801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

所編著
978-986-01-7524-0

閻振興教授論壇. 2006年: 臺灣當前水利問題對策與展

望

總計: 3種 3冊

臺大出版中心 連絡人:翁惠虹 電話:(02)33664949 傳真:(02)2363690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四

段1號
 E-mail:chiaoyu32@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合 978-986-01-5141-1 抗癌全壘打: 臺大醫院腫瘤專書

9712 徐興慶編 978-986-01-5619-5 東亞文化交流與經典詮釋

9712 陳坤木作 978-986-01-5641-6 電磁學講義

9712 葉維廉作 978-986-01-5663-8 龐德與瀟湘八景

9711 林基興作 978-986-01-5712-3 電磁恐慌: 背後的社會科學因素

9712 Ian Hacking 978-986-01-6115-1 Scientific reason

9712 薛平南著 978-986-01-6394-0 翰墨舞椰林: 薛平南教授書法篆刻集

9712
Chih-Han Chang, Jiun-

Hong Chen
978-986-01-6497-8

Earthworm fauna of Taiwan: metaphire formosae species

group

9712 許倬雲主講 978-986-01-6554-8 傅鐘回響: 許倬雲先生臺大講學集

9801 李東華主編 978-986-01-7264-5 我的圓舞曲: 虞兆中校長口述歷史

總計: 10種 20冊

臺大地理系 連絡人:活佳文 電話:(02)33665835 傳真:(02)23622911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賴進貴等著 978-986-01-5644-7 數位典藏地理資訊

總計: 1種 2冊



e臺大校友總會 連絡人:胡銘月 電話:(02)23218415 傳真:(02)23964383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

路一段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益明總編輯 978-986-84813-0-5 成長的光輝: 臺大創校八十年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1冊

臺大博物館群 連絡人:林怡君 電話:(02)33662362 傳真:(02)23629860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號
 E-mail:museums@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林光美主編 978-986-01-6240-0 大學博物館與博物館群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2冊

臺大農化系 連絡人:李家興 電話:(02)33664807 傳真:(02)2392433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號
 E-mail:r89623414@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edited by Zueng-Sang

Chen, Dar-Yuan Lee, Tser-

Sheng Lin

978-986-01-5851-9

Proceeding of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vy

mentals in the environment

總計: 1種 2冊

臺大圖書館 連絡人:黃呈祥 電話:(02)33664553 傳真:(02)2363690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四

段1號
 E-mail:cxhuang@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吳密察主編 978-986-01-4175-7 淡新檔案. 第二編, 民事

9705 吳密察主編 978-986-01-5281-4 淡新檔案. 第三編, 刑事

9705 吳密察主編 978-986-01-5280-7 淡新檔案. 第二編, 民事. 第三編, 刑事

9705 吳密察主編 978-986-01-5463-4 淡新檔案. 第三編, 刑事

總計: 4種 8冊



臺大醫院藥劑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0930

郵遞區號:1000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臺大醫院藥師著 978-986-01-5497-9 臺大醫院注射劑給藥指引

總計: 1種 2冊

臺大醫學院 連絡人:黃喬妤 電話:(02)33664950 傳真:(02)23636905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仁愛路一段

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江清泉主編 978-986-01-4565-6 骨科病案討論集. 2

9712 謝博生著 978-986-01-6666-8 習醫路上

總計: 2種 4冊

臺中技術學院文創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195088

郵遞區號:404
地址:臺中市中區三民路

三段12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趙樹人編著 978-986-01-5259-3 苑裡.藺草編織人: 訪談記錄

9711 張元彰等作 978-986-01-6447-3 竹藝風華: 訪談錄

9801 謝俊宏總編輯 978-986-01-7546-2 語言、符號、敘事與故事論文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3種 3冊

臺中圖書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52957

郵遞區號:401
地址:臺中市精武路291

之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臺中圖書館參考課

編輯
978-986-01-6635-4

公共圖書館共用數位資源使用手冊. 2009年

9712 國立臺中圖書館編 978-986-01-6966-9 打造公共圖書館新紀元

總計: 2種 7冊



e

e

e

臺北科大 連絡人:孫淑姿 電話:(02)27712171 傳真:(02)27762383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三

段1號
 E-mail:ac2955@ntu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張崑振計畫主持 978-986-01-6132-8 原鐵道部塗工場暨遷車臺基礎遺跡調查計畫

總計: 1種 1冊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連絡人:蘇亞珍 電話:(02)27027366 傳真:(02)27050197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三

段1巷1號
 E-mail:tpbaide@mail.judicial.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編 978-986-01-6273-8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業務年報. 九十六年度

總計: 1種 2冊

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2606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

路一段3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理系編輯
978-986-01-6252-3

北商學術論壇. 2008第七屆: 商學與管理實務研討會論

文集

總計: 1種 2冊

臺北教育大學 連絡人:呂錦玲 電話:(02)27321104 傳真:(02)2738147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134號
 E-mail:jane@tea.nt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巴白山, 宋德震, 吳宜恩 978-986-01-6608-8 積木玩具融入生活科技學習

9712 許炳煌著 978-986-01-6609-5 英語教學活動手冊. 運動篇

9712
黃嘉雄主編

978-986-01-6731-3
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e世代教育與師資培育: 研究、創

新與評鑑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3種 6冊



e

e

e

臺北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連絡人:黃怡晶 電話:(02)27321104 傳真:(02)27338481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134號
 E-mail:cucucindy@tea.nt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泰成等作; 林炎旦總

編輯
978-986-01-7138-9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7年

度

總計: 1種 2冊

臺北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連絡人:游琇汶 電話:(02)27321104 傳真:(02)27367964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134號
 E-mail:lle@tea.nt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孟樊總編輯 978-986-01-7611-7 當代詩學年刊. 第四期

總計: 1種 1冊

臺北教育大學臺文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78879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13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淇瀁主編 978-986-01-6373-5 作詞家葉俊麟與臺灣歌謠發展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臺北國際藝術村 連絡人:曾韻潔 電話:(02)33937377 傳真:(02)33937389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北平

東路7號
 E-mail:aggietseng@artistvillage.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蘇瑤華總編輯 978-986-84902-0-8 臺北國際藝術村年鑑. 2006

9801 蘇瑤華總編輯 978-986-84902-1-5 臺北國際藝術村年鑑. 2007

9801 蘇瑤華總編輯 978-986-84902-2-2 臺北藝術進駐總版. 2006-2008

總計: 3種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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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當代藝術館 連絡人:吳嘉瑄 電話:(02)25523720 傳真:(02)25593874

郵遞區號:1035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長安

西路3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石瑞仁總編輯; 洪嘉敏

中翻英
978-957-30027-8-9

小碎花不: 亂變新世代

總計: 1種 2冊

臺北德國文化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87542

郵遞區號:1007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

西路一段20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潘台芳, 楊宜晨執行編

輯; 郭克, 羊文漪翻譯
978-986-84850-0-6

流影: 黃光男現代水墨畫展

總計: 1種 1冊

臺北擎天 連絡人:蕭建昌 電話:(02)26620866 傳真:(02)26620865

郵遞區號:222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

路三段270巷18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李岱熙, 趙天豪編著 978-986-6694-14-1 國中基測百戰百勝寶典. 理化科

9709 周子賢編著 978-986-6694-15-8 著名高中月期考麻辣題庫: 歷史

9709 魏明鏡編著 978-986-6694-16-5 著名高中月期考麻辣題庫: 公民與社會

總計: 3種 3冊

臺北藝術大學 連絡人: 電話:(02)28961000 傳真:(02)28938776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學園

路1號
 E-mail:kehong@mail2000.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曲德益總編輯 978-986-01-5488-7 我有一個夢: 關渡雙年展. 2008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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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攝影學會 連絡人:簡榮泰 電話:(02)22131166 傳真:(02)22133939

郵遞區號:1044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

東路一段16號4樓
 E-mail:photo.tpe@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簡榮泰總編輯 978-986-81755-7-0 臺北國際攝影沙龍. 2008第三十二屆

總計: 1種 2冊

臺北體院動態藝術系 連絡人:曾惠敏 電話:(02)28718288 傳真:(02)28716015

郵遞區號:1115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忠誠

路二段1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明峰, 蘇志鵬總編輯 978-986-01-7139-6 動態藝術學刊

總計: 1種 2冊

臺北體院轉休所 連絡人:曾惠敏 電話:(02)28718288 傳真:(02)28716015

郵遞區號:1115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忠誠

路二段1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鎮坤等[作]; 林純真主

編
978-986-01-7009-2

身心調適研究

總計: 1種 4冊

臺東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347542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中華路一段

684號
 E-mail:jack@cc.nt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國立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978-986-01-7236-2 國立臺東大學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年

總計: 1種 2冊

臺東大學華文系 連絡人:林姵伶 電話:(089)517701 傳真:(089)517763

郵遞區號:95092
地址:臺東市西康路二段

369號
 E-mail:dcl@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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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編 978-986-01-5630-0 發現臺東

總計: 1種 2冊

臺東劇團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326469

郵遞區號:95045 地址:臺東市開封街671  E-mail:tttdt@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劉梅英總編輯 978-986-85052-0-9 停.看.聽.來玩: 在臺東鐵道藝術村. 2004.12-2008.12

總計: 1種 2冊

臺美靈學道學研究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31720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

路293號209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妙玄居士編輯 978-986-83724-4-3 金剛經問答輯要

總計: 1種 2冊

臺南人劇團 連絡人:黃怡琳 電話:(06)2747605 傳真:(06)2747597

郵遞區號:70146
地址:臺南市東區勝利路

85號
 E-mail:tainanjen@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許瑞芳, 王婉容主編 978-986-81838-7-2 應用劇場專題

總計: 1種 1冊

臺南大學 連絡人:吳佳靜 電話:(06)2133111e 傳真:(06)3017009

郵遞區號:700
地址:臺南市中區樹林街

二段33號
 E-mail:cathywu@mail.nutn.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清榮主編 978-986-01-6185-4 國立臺南大學110週年校慶紀念專刊

總計: 1種 2冊

臺南大學美術系 連絡人:藍婉珊 電話:(06)2133111e 傳真:(06)301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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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00
地址:臺南市中區樹林街

二段33號
 E-mail:sham@mail.nutn.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臺南大學美術學系97全

體畢業師生作
978-986-01-4437-6

97梗

總計: 1種 1冊

臺南生活美學館 連絡人:邱佳惠 電話:(06)2984990e 傳真:(06)2984968

郵遞區號:700
地址:臺南市西區中華西

路二段3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施明勝等著; 許正勳主 978-986-01-5834-2 府城臺語夢: 府城臺語文讀書會文集. 1

總計: 1種 2冊

臺海文化傳播 連絡人:黃榮燦 電話:(02)82534376 傳真:(02)27524839

郵遞區號:22043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雙十

路二段209號12樓
 E-mail:holindtp@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榮燦著 978-986-82977-9-1 金融海嘯

總計: 1種 1冊

臺視文化 連絡人:徐仲萱 電話:(02)25785078 傳真:(02)25770185

郵遞區號:1050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三段10號11樓
 E-mail:wing@tt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常春月刊編著 978-957-565-823-6 要愛不要愁

9708 林志哲著 978-957-565-824-3 用電鍋做好菜

9709 洪廷緯著 978-957-565-825-0 用電子鍋煲飯做菜玩點心

9709 洪誠陽著 978-957-565-826-7 超激省打造理想家

9709 柯俊年, 施建發, 張和錦 978-957-565-827-4 廚神的快炒123

9711 三立電視臺製作.著作 978-957-565-828-1 無敵珊寶妹幕後寫真

9711 唐立淇著 978-957-565-829-8 唐立淇2009星座運勢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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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李玉佩著 978-957-565-830-4 2009生肖運勢招福秘笈

9710 林雨澤著 978-957-565-831-1 小盆栽,變身

9712 三立電視製作/著作 978-957-565-833-5 無敵珊寶妹電視小說

9711 大愛電視臺著 978-957-565-834-2 現代心素派: 最家常的素美味、最古早的素回味!

9712 蔡季芳著 978-957-565-836-6 阿芳的糕與粿

9801 三立電視臺著 978-957-565-837-3 型男大主廚. 2, 指定菜&微波爐出好菜

9801 張舜燕著 978-957-565-838-0 愛情天使

9801 林君萍圖文 978-957-565-839-7 我的億萬麵包繪日誌. 2009

9802 林健龍著 978-957-565-840-3 做一碗好吃的麵

9802 章嘉凌編著 978-957-565-842-7 超級父母v.s.超級小孩: 200招親子教養的錦囊妙計

總計: 17種 17冊

臺陽美術協會 連絡人:吳隆榮 電話:(02)25513719 傳真:(02)25639667

郵遞區號:1044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新生

北路二段137巷52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4 吳隆榮等編輯 978-957-28320-4-2 臺陽美展畫集. 第六十九屆

總計: 1種 1冊

臺糖臺東區處 連絡人:高水木 電話:(089)227720e 傳真:(089)220061

郵遞區號:95026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中興

路二段19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朱梅蘭等編輯 978-986-84961-0-1 東糖小故事

總計: 1種 2冊

臺鐵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3136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北平西路3

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臺灣鐵路管理局電務處 978-986-01-7675-9 臺鐵電化路線電力供應概要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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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華創造力顧問 連絡人:陳淑英 電話:(02)27050082 傳真:(02)27073526

郵遞區號:1068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

路四段30巷4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龍福作 978-986-85026-0-4 人生隨筆塗鴉: 活出快樂人生

總計: 1種 1冊

臺灣人權促進會 連絡人:吳桂珮 電話:(02)23639787 傳真:(02)2363610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新生南路三

段25巷3號9樓
 E-mail:tahr@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林佳範主編 978-957-30554-3-3 臺灣人權報告. 2008年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工藝研究所 連絡人:魏楸揚 電話:(049)2334141 傳真:(049)2307975

郵遞區號:542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

路573號
 E-mail:ntcri@ntc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創意拼圖有限公司撰文

攝影
978-986-01-5180-0

中臺灣藝遊趣: 工藝賞玩達人八大精選路線

9710 程天立主編 978-986-01-5364-4 臺灣當代金工作品. 2008

9711
道明三保子等作; 王文

局等翻譯; 馬芬妹主編
978-986-01-5443-6

傳承與創新: 臺日藍染文化講座研討會論文專輯

9709
王安琪等[著]; 程天立主

編
978-986-01-5690-4

國際工藝競賽入選者特展. 2008

9712 黃淑真主編 978-986-01-5976-9 出.好色: 植物染的奇幻世界

9712 賀豫惠主編 978-986-01-6835-8 良品美器: 臺灣優良工藝品年度評鑑專輯. 2008

總計: 6種 12冊

臺灣工藝發展協會 連絡人:張婉瑜 電話:(02)23960239 傳真:(02)2356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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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

路20號10樓
 E-mail:caroc98@ms2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程天立總編輯 978-986-82428-3-8 匠心巧思: 臺灣當代工藝展特輯. 2008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文學館 連絡人:丁千惠 電話:(06)2217201e 傳真:(06)2224944

郵遞區號:70041
地址:臺南市中區中正路

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王璞等作

978-986-01-5002-5
土地的繫念: 十場臺灣藝文風潮的心靈饗宴: 國立臺灣

文學館.第七季週 末文學對談

9709
郭楓等作

978-986-01-5003-2
遠方的歌詩: 十二場臺灣當代詩、散文與兒童文學的

心靈饗宴: 國立臺灣文學館.第六季週末文學對談

9712 劉正偉編 978-986-01-6069-7 覃子豪集

9712 趙天儀編 978-986-01-6070-3 巫永福集

9712 丁旭輝編 978-986-01-6073-4 紀弦集

9712 莫渝編 978-986-01-6074-1 詹冰集

9712 曾進豐編 978-986-01-6075-8 周夢蝶集

9712 莫渝編 978-986-01-6077-2 陳秀喜集

9712 莫渝編 978-986-01-6082-6 陳千武集

9712 陳昌明編 978-986-01-6083-3 林亨泰集

9712 吳達芸編 978-986-01-6084-0 蓉子集

9712 丁旭輝編 978-986-01-6085-7 向明集

9712 丁旭輝編 978-986-01-6086-4 余光中集

9712 岩上編 978-986-01-6087-1 錦連集

9712 曾進豐編 978-986-01-6088-8 商禽集

9712 丁旭輝編 978-986-01-6089-5 張默集

9712 趙天儀編 978-986-01-6090-1 葉笛集

9712 方輝乾編 978-986-01-6091-8 林宗源集

9712 向陽編 978-986-01-6092-5 趙天儀集

9712 莊金國編 978-986-01-6093-2 李魁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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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向陽編 978-986-01-6094-9 岩上集

9712 莫渝編 978-986-01-6095-6 朵思集

9712
胡長松, 陳慕義作; 國立

臺灣文學館主編
978-986-01-6606-4

臺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08

9712 彭瑞金總編輯 978-986-01-7106-8 臺灣文學年鑑. 2007

9712 彭瑞金總編輯 978-986-01-7105-1 臺灣文學年鑑. 2007

總計: 25種 48冊

臺灣文獻館 連絡人:黃宏森 電話:(049)2316881 傳真:(049)2317783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

明一路25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古文錦等撰述; 施添福

總編纂; 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採集組編輯

978-986-01-6064-2

臺灣地名辭書. 卷五, 高雄縣

9711 黃富三等撰稿 978-986-01-6122-9 臺灣第一特展專輯: 臺灣第一驕傲記憶

9712
陳美鈴撰述;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
978-986-01-6259-2

臺灣地名辭書. 卷八, 嘉義縣

9712 蕭富隆主編 978-986-01-6416-9 走過兩個時代的公務員(續錄)

9712 崔詠雪, 賴俊雄撰稿 978-986-01-6528-9 翰墨因緣: 臺灣早期書畫專輯. 二

9712
洪敏麟等撰述; 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輯
978-986-01-6942-3

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712 李維真等策劃編輯 978-986-01-6992-8 臺灣土地公信仰與傳奇特展圖錄

9712 王世慶等撰稿 978-986-01-7083-2 臺灣拓殖株式會社檔案論文集

總計: 8種 30冊

臺灣中油訓練所 連絡人:李莉琴 電話:(05)2224171e 傳真:(05)2246215

郵遞區號:60064
地址:嘉義市吳鳳南路94

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永弘等編著 978-986-01-7007-8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教材

總計: 1種 2冊



e

x

臺灣今日畫家協會 連絡人:簡錫圭 電話:(03)3279077 傳真:(03)3279128

郵遞區號:33377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文化

村復興北路17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簡錫圭策劃 978-986-84906-0-4 今日畫會今日畫展. 2008-'09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分館 連絡人:歐淑禎 電話:(02)27724724 傳真:(02)27819186

郵遞區號:2357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安

街85號
 E-mail:ousj@mail.ncltb.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玉瑾總編輯 978-986-01-6119-9 臺灣研究相關資料庫調查. 97年度

9712 蔡美蒨總編輯 978-986-01-6215-8 臺灣學系列講座專輯. 一

9712
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編; 李玉瑾主編
978-986-01-6663-7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 二■■八

總計: 3種 10冊

臺灣水彩畫協會 連絡人:賴武雄 電話:(02)28732232 傳真:(02)28732322

郵遞區號:23451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秀朗

路一段2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灣水彩畫會編輯小組

編輯
978-957-28311-5-1

臺灣水彩畫協會三十九年專輯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史前博物館 連絡人:陸幸江 電話:(089)381166e 傳真:(089)385252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博物館路1  E-mail:library@nm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方鈞瑋主編; 國立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出版品

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1-5058-2

重現泰雅: 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錄



x

e

9712

夏麗芳, 劉世龍文稿撰

寫;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出版品編輯委員

978-986-01-6171-7

跨越與連結臺灣與南島文化

9712
林建成等文稿; 胡智偉

執行編輯
978-986-01-7366-6

舞動與跨越: 部落的史前館日活動成果專輯

總計: 3種 6冊

臺灣史博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55366

郵遞區號:70946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長和

路一段2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呂錘寬撰 978-986-01-5694-2 臺灣燈會道教金籙祈福法會紀勝. 2008

971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978-986-01-6211-0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領臺以後的治安狀況

(上卷)

總計: 2種 4冊

臺灣交大校友總會 連絡人:陳彥文 電話:(03)5712121e 傳真:(03)5711876

郵遞區號:30010
地址:新竹市大學路1001

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俊秀, 洪惠冠總編輯 978-986-84929-1-2 薪火相傳: 國立交通大學在臺建校50週年校慶紀念專

總計: 1種 1冊

臺灣交樂團 連絡人:羅文妘 電話:(04)23391141 傳真:(04)3331663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

路738-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曾能汀等編輯 978-986-01-7086-3 馬水龍作品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聽見臺灣的聲音

總計: 1種 2冊

臺灣西書 連絡人:張世錡 電話:(02)23212308 傳真:(02)23415600



郵遞區號:1005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臨沂

街69巷1號1樓
 E-mail:westbook@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9 謝宗興, 林宜樺作 978-986-7616-58-6 商用英文與其寫作

9610

Howard Anton; Irl Bivens,

Stephen Davis原著; 謝文

琪譯

978-986-7616-60-9

微積分. 下冊

9708 黃文宏著 978-986-7616-63-0 Favorlang語例與語法: 臺灣平埔語

9708 范光龍編著 978-986-7616-64-7 海洋環境概論: 談臺灣沿海環境

總計: 4種 4冊

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連絡人:廖淳慧 電話:(03)9381269 傳真:(03)9382610

郵遞區號:26058
地址:宜蘭縣宜蘭市校舍

路29巷118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陳冠蒨等撰稿 978-986-83615-3-9 臺灣好: 休閒農業自助旅行手冊(中日對照)

9712 游文宏總編輯 978-986-83615-5-3 休閒農場經營管理手冊. 六

總計: 2種 4冊

臺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 連絡人:黃庭瑄 電話:(02)28356230 傳真:(02)28353865

郵遞區號:1115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福國

路98號14樓之8
 E-mail:adhd@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楊坤堂等作 978-986-83784-1-4 過動路上紅綠燈: ADHD親師教戰手冊

總計: 1種 1冊

臺灣更生保護會臺中分會連絡人:謝淑娟 電話:(04)22236240 傳真:(04)22246243

郵遞區號:40342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路

一段91號
 E-mail:after-care403@mail.moj.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

會臺中分會編印
978-957-28350-5-0

話題.心靈引航: 領悟生命的價值



總計: 1種 2冊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連絡人:林雅娟 電話:(02)27350713 傳真:(02)27355664

郵遞區號:1066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96巷15弄40號1

樓

 E-mail:service@bodyculture.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程瑞福總編輯 978-986-80899-5-2 臺灣百年體育人物誌. 第三輯

總計: 1種 3冊

臺灣法身寺禪修協會 連絡人:齊芝媗 電話:(02)89661000 傳真:(02)89672800

郵遞區號:2206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川

路二段16巷9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法日講述; 泰國法身寺

中文翻譯組編譯
978-986-84963-0-9

因果個案研究

總計: 1種 2冊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3665836

郵遞區號:1066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16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邱延亮編 978-986-84601-7-1 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 臺社社會運動讀本

9711 邱延亮編 978-986-84601-3-3 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 臺社社會運動讀本

9711 黃麗玲編 978-986-84601-6-4 流動與根著: 臺社都市與區域讀本

9712 夏曉鵑, 陳信行, 黃德北 978-986-84601-9-5 跨界流離: 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

9712 夏曉鵑, 陳信行, 黃德北 978-986-84601-8-8 跨界流離: 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

9801 夏曉鵑編 978-986-85037-0-0 騷動流移: 臺社移民/工讀本

9801 魏玓, 馮建三編 978-986-85037-1-7 示威就是傳播: 臺社傳媒讀本

總計: 7種 7冊

臺灣武智紀念基金會 連絡人:陳明言 電話:(02)27074768 傳真:(02)23973612



郵遞區號:1005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

路二段43號4樓
 E-mail:mingyenc@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明言等編輯 978-986-81105-4-0 臺灣製糖株式會社歷史圖說集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東方 連絡人:呂淑敏 電話:(02)22980003 傳真:(02)22984021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21號4樓
 E-mail:sue@1945.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秋帆改寫 978-957-570-878-8 林肯: 解放黑奴

9709 陳秋帆改寫 978-957-570-879-5 岳飛: 精忠報國

9609 陳文清改寫 978-957-570-880-1 愛迪生: 大發明家

9709 陳秋帆改寫 978-957-570-882-5 成吉思汗: 雄才大■

9709 楊政和改寫 978-957-570-883-2 牛頓: 科學巨星

9709 賀北時改寫 978-957-570-885-6 哥白尼: 天文泰斗

9709 鄭清榮改寫 978-957-570-886-3 德蕾莎: 二十世紀的活聖人

9709 周姚萍改寫 978-957-570-887-0 莎士比亞: 手擎戲劇魔杖的大師

9704 馬景賢編寫; 官月淑繪 978-957-570-909-9 前後漢

9704 馬景賢編寫; 官月淑繪 978-957-570-908-2 前後漢

9704 馬景賢編寫; 官月淑繪 978-957-570-907-5 前後漢

9709
森山京著; 土田義晴繪;

陳珊珊譯
978-957-570-918-1

寶貝飛呀飛

9709

蒂莫泰.德.豐拜勒

(Timothee De Fombelle)

作; 法蘭斯瓦.普拉斯

(Francois Place)繪; 劉英

978-957-570-920-4

橡樹部落. I, 托比大逃亡

9709

蒂莫泰.德.豐拜勒

(Timothee De Fombelle)

作; 法蘭斯瓦.普拉斯

(Francois Place)繪; 劉英

978-957-570-921-1

橡樹部落. II, 艾立莎的眼淚

9710 加古里子文.圖; 小路譯 978-957-570-923-5 愛唱歌的青蛙



e

9709 楊政和改寫 978-957-570-924-2 七俠五義

9709 楊政和改寫 978-957-570-928-0 愛因斯坦

9709 王冰心改寫 978-957-570-929-7 拿破崙

9710 陳月文改寫 978-957-570-930-3 史懷哲

9710 謝建南改寫 978-957-570-931-0 萊特兄弟

9710 丹楓改寫 978-957-570-932-7 康熙皇帝

9709 楊政和改寫 978-957-570-933-4 馬可孛羅

9709 江燦琳改寫 978-957-570-934-1 諾貝爾

9709 陳浴沂改寫 978-957-570-935-8 鄭成功

9709 謝建南改寫 978-957-570-936-5 瓦特

9709 謝祖英改寫 978-957-570-937-2 安徒生

總計: 26種 28冊

臺灣東華 連絡人:吳德宇Miss 電話:(02)23114027 傳真:(02)2311661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47號3樓
 E-mail:tunghua7@ms3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吳海萍, 劉育兆, 張兆宏 978-957-483-459-4 活學妙用儀器分析實驗

9611 吳尚真著 978-957-483-463-1 字彙學習探討

9803 陳岳鴻編著 978-957-483-482-2 藥物化學精要

9803 陳岳鴻編著 978-957-483-487-7 藥物化學精要

9708 劉慧如, Ross Warden著 978-957-483-504-1 中高級初試模擬試題冊解答

9712 鍾國亮著 978-957-483-518-8 影像處理與電腦視覺

9712 陳泰佑著 978-957-483-519-5 商用微積分

9712 莊紹容, 楊精松編著 978-957-483-520-1 工程數學: 觀念與解析

總計: 8種 8冊

臺灣昆蟲學會 連絡人:陳裕文 電話:0920568259 傳真:(03)93547944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13巷27號
 E-mail:shihcj@ccms.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劉達修編著 978-957-28161-4-1 臺灣農業害蟲小檔案



e

總計: 1種 1冊

臺灣知識協會 連絡人:黃定雯 電話:(02)85098363 傳真:(02)85098363

郵遞區號:10850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中華

路一段192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Knowledge association of

Taiwan
978-986-83038-1-2

The 2007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e-commerce, e-

administration, e-society, and e-education

總計: 1種 1冊

臺灣金融研訓院 連絡人:林雅婷 電話:(02)33653555 傳真:(02)2363850

郵遞區號:11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三段62號
 E-mail:linda@tab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Michael M. Pompian著;

陳軒儀, 歐陽秀宜譯
978-986-6896-52-1

行為財務學與財富管理: 解開非理性投資行為的關鍵

密碼

9712 細田惠子著; 謝明宏譯 978-986-6896-68-2 優質理專行銷實戰技巧

9707
理財工具及其應用編撰

委員會主編
978-986-6896-69-9

理財工具及其應用

9707
理財規劃實務編撰委員

會主編
978-986-6896-70-5

理財規劃實務

9710
[財團法人臺灣金融研訓

院]編輯委員會編著
978-986-6896-72-9

中小企業財務法規與會計實務: 重點整理及試題解析

9712 趙君武等編著 978-986-6896-73-6 存款業務研習指南

9710 王錫宗, 張惠龍編著 978-986-6896-74-3 理財規劃: 重點整理及試題解析

9712 黃耀東著 978-986-6896-75-0 名人投資學: 諾貝爾獎得主對投資者的實戰建議

9712 陳正賢等編撰 978-986-6896-76-7 信用狀統一慣例(UCP600)註釋

9712
Jeff Slawsky, Samee Safar

著; 簡金河譯
978-986-6896-77-4

信用卡及其他支付卡經營與管理

9712 史綱等著 978-986-6896-78-1 公司理財的13堂課

9712 黃子能等著 978-986-6896-79-8 信託業法釋論

9801 陳盈良編著 978-986-6896-80-4 銀行內控與內稽: 重點整理及試題解析



e

9801
銀行法法令彙編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6896-81-1

銀行法法令彙編

9802
Chandan Sengupta著; 聶

建中, 劉文謙譯
978-986-6896-24-8

財務模型: 在Excel之應用

9803
查理斯.密斯拉契(Charles

S. Mizrahi)著; 齊克用譯
978-986-6896-25-5

價值投資致勝11堂課

9801 許振明編 978-986-6896-26-2 我國金融業營運趨勢展望問卷調查. 2009

9802 王志誠, 封昌宏編著 978-986-6896-83-5 信託課稅實務

總計: 18種 18冊

臺灣肥胖醫學會 連絡人:黃蘭茹 電話:(02)23898040 傳真:(02)23898797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忠孝西路一

段50號18樓之9
 E-mail:lanju@episerv.cph.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楊宜青總編輯 978-986-80674-1-7 肥胖症: 原因、病理生理及治療

總計: 1種 2冊

臺灣活力家族 連絡人:周明玲 電話:(02)33225298 傳真:(02)2836815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衡陽

路36號5樓之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江晃榮著 978-986-83827-1-8 液態酵素螺旋藻的神奇功效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連絡人:魏德文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遞區號:30010
地址:新竹市大學路1001

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維安, 徐正光, 羅烈師

主編
978-986-83439-1-7

多元族群與客家: 臺灣客家運動20年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連絡人:安喜法師 電話:(06)2301406 傳真:(06)2391563

郵遞區號:711
地址:臺南縣歸仁鄉民權

8街85巷1號
 E-mail:taiwandip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瑪欣德尊者(Mahinda

Bhikkhu)編譯
978-986-84216-3-9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9802 瑪欣德尊者講述 978-986-84216-4-6 阿毗達摩講要

總計: 2種 2冊

臺灣省諮議會 連絡人:曾獻能 電話:(04)23311449 傳真:(04)23324179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

路734號
 E-mail:jan53336@mail.tp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余玲雅計畫主持; 臺灣

省諮議會編
978-986-01-5680-5

臺灣省參議會、臨時省議會暨省議會時期口述歷史訪

談計畫: 陳錫章先生訪談錄

9710
余玲雅主持; 臺灣省諮

議會編輯
978-986-01-5932-5

『臺灣民主的興起與變遷: 人物與事件』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第三屆

9712 臺灣省諮議會編著 978-986-01-7231-7 臺灣省諮議會專案研究彙編. 九十七年度

總計: 3種 6冊

臺灣科大性平委員會 連絡人:何珮瑩 電話:(02)27301054 傳真:(02)27376422

郵遞區號:1060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基隆

路四段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何珮瑩等作 978-986-01-7213-3 性別研究簡單說. 1, 2007 10/11演講集

總計: 1種 2冊

臺灣海安會 連絡人:陳彥宏 電話:0922789022 傳真:(07)5710632

郵遞區號:20224 地址:基隆市北寧路2號  E-mail:solomon@mail.nkm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彥宏編譯 978-986-81693-6-4 國際船舶安全營運及防止污染管理規則

9712 陳彥宏編譯 978-986-81693-7-1 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規則



e

9801 陳彥宏編譯 978-986-81693-8-8 船上油污染應急計畫/船上海洋污染應急計畫

9801 陳彥宏編譯 978-986-84958-0-7 航海與駕駛臺程序書

總計: 4種 4冊

臺灣海洋性貧血協會 連絡人:劉秀珊 電話:(02)23891250 傳真:(02)23891362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常德

街1號景福館2樓
 E-mail:thala@thal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978-986-84450-0-0 有關海洋性貧血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海報設計協會 連絡人:洪雪芳 電話:(07)7118595 傳真:(07)7256601

郵遞區號:8029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正大

路43號8樓
 E-mail:taiwan.poster@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林宏澤, 姚村雄主編

978-986-85101-0-4
臺灣海報設計協會年度會員海報展暨臺灣海報新星獎

作品集. 2009年

總計: 1種 1冊

臺灣神學院 連絡人:鄭宏生 電話:(02)28822370 傳真:(02)28816940

郵遞區號:11149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仰德

大道二段2巷2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曾宗盛主編 978-986-83898-1-6 當主禱文在社會邊緣響起: 臺灣神學院講道集. 2007年

9802 曾宗盛主編 978-986-83898-4-7 物換星移中不變的許諾: 臺灣神學院2008年講道集

總計: 2種 2冊

臺灣原住民振興文教基金連絡人:李家伶 電話:(02)23949597 傳真:(02)23914278

郵遞區號:1045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林森

北路43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梅海文編輯; 陳品璇繪 978-957-28228-7-6 泰雅族神話童書



e

e

總計: 1種 1冊

臺灣財經協會 連絡人:張玉霞 電話:(02)23710679 傳真:(02)23880718

郵遞區號:11459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成功

路4段323巷1弄7號
 E-mail:tpeli@lawyercha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謝哲勝著 978-986-82516-5-6 財產法專題研究. 六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書房 連絡人:劉冠妤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339號4樓
 E-mail:tcp@wun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黃少廷著 978-986-6764-36-3 臺灣古厝住宅風貌

9801 沈佳姍作 978-986-6764-52-3 阿祖ㄟ身體清潔五十年: 臺灣日日新

9710 (明)吳承恩原著 978-986-6764-66-0 西遊記

9710 (明)吳承恩原著 978-986-6764-65-3 西遊記

9710 (明)吳承恩原著 978-986-6764-64-6 西遊記

9710
愛德華.豪士原著; 陳政

三譯著
978-986-6764-71-4

征臺紀事: 牡丹社事件始末

9711 不詳原著; 錢宗武, 江灝 978-986-6764-72-1 尚書

9712 陳政三著 978-986-6764-73-8 翱翔福爾摩沙: 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行

9712 林炯任著 978-986-6764-75-2 藍金傳奇: 三角湧染的黃金歲月

9712
屈原等著; 黃壽祺, 梅桐

生譯注
978-986-6764-76-9

楚辭

9712 林美容著 978-986-6764-77-6 臺灣的齋堂與巖仔: 民間佛教的視角

總計: 11種 18冊

臺灣商務 連絡人:陳貞全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10274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37號
 E-mail:slash@cptw.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x

9802 張麗華著 978-957-05-2320-1 故宮名畫: 找感動 找創意

9710 李延壽撰 978-957-05-2323-2 南史

9710 黃棟培編著 978-957-05-2324-9 古方新釋

9801 童元昭編 978-957-05-2331-7 群島之洋: 人類學的大洋洲研究

9801 陳文龍著 978-957-05-2332-4 杏林深耕40年

9801
貝爾納.佛朗克(Bernard

Frank)著; 嚴慧瑩譯
978-957-05-2335-5

我生命中的街道: 佛朗克的巴黎記憶

9802 陳祖彥主編 978-957-05-2337-9 成功的背後

9801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

著; 謝蕙心譯
978-957-05-2338-6

換心

9801 羅文輝等作 978-957-05-2339-3 主播解碼: 當上主播的第一本書

9802
港千尋文字.攝影; 李鳳

新翻譯
978-957-05-2340-9

文字的眾母親: 活字版印刷之旅

9802 梁啟超著 978-957-05-2342-3 中國歷史研究法(含補編)

9802
丹妮爾.布爾克(Danielle

Bourque)著; 顏湘如譯
978-957-05-2343-0

十公斤的幸福: 瘦身的錯誤迷思

9803
呂克.費希(Luc Ferry)著;

孫智綺, 林長杰譯
978-957-05-2352-2

給青年的幸福人生書: 學習人生、愛與寬容

9803 謝曉昀著 978-957-05-2356-0 惡之島: 彼端的自我

9803 劉文潭著 978-957-05-2359-1 藝術品味

9803
朱絲婷.李維(Justine

Levy)著; 謝蕙心譯
978-957-05-2362-1

惡魔的天使面具

總計: 16種 16冊

臺灣教會公報社 連絡人:蔡惠玲 電話:(06)2356277e 傳真:(06)2356287

郵遞區號:70144 地址:臺南市青年路334  E-mail:book@pctpress.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 978-986-84568-8-4 幼稚科的詩歌

9712 胡忠銘著 978-986-85010-0-3 暫時vs.永恆

總計: 2種 2冊

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 連絡人:林麗娜 電話:(02)25372528 傳真:(02)25515366



e

郵遞區號:1044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新生

北路二段10樓之7
 E-mail:tcma9710@ms1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Peter Saunders原著; 莊芷

菁譯
978-957-28959-1-7

給年輕醫師的一堂課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基督教文藝 連絡人:唐立娟 電話:(02)82281318 傳真:(02)32341914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夏可君著 978-957-9186-43-8 生命的感懷: 福音書的圖像式解經

9711 曾慶豹, 謝品彰主編 978-957-9186-44-5 解經: 聖經經文的釋義與詮釋

9712 葉先秦著 978-957-9186-45-2 聖靈的洗: 路加與五旬宗的聖靈神學

總計: 3種 3冊

臺灣基督精兵協會 連絡人:張鳳翎 電話:(02)28378232 傳真:(02)28378230

郵遞區號:1115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福華

路124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臺灣基督精兵協會作 978-986-82777-6-2 與聖靈同行: 使徒行傳(教師本)

9711 臺灣基督精兵協會作 978-986-82777-7-9 與聖靈同行: 使徒行傳(學生本)

總計: 2種 4冊

臺灣麥克 連絡人:吳伯玲 電話:(02)87971168 傳真:(02)87971169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

路258巷50號5樓
 E-mail:wupolin@tma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楊紅櫻文; 周孟棋攝影 978-986-203-186-5 我是你的朋友大貓熊

9802 李元馥文.圖; 金炫辰翻 978-986-203-193-3 葡萄酒的世界.世界的葡萄酒: 1葡萄酒的世界

9802 李元馥文.圖; 金炫辰翻 978-986-203-194-0 葡萄酒的世界.世界的葡萄酒: 2世界的葡萄酒

總計: 3種 3冊



e臺灣培生教育 連絡人:劉珈利 電話:(02)23702337 傳真:(02)23700287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47號5樓
 E-mail:reader@PearsonEd.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209 B. G. Kyle 978-986-7594-43-3 Chemical and process thermodynamics

9701 Joan Quick編著 978-986-154-441-0 Go superteens!國中英語基礎聽力練習. 2

9603 高純蓁編 978-986-154-516-5 Longman English英語教師手冊. 3

9604 Yue-chane Hsing 978-986-154-536-3 Ellis kids(workbook). K1

9604 Yue-chane Hsing 978-986-154-538-7 Ellis kids(workbook). K2

9604 Yue-chane Hsing 978-986-154-539-4 Ellis kids(student book). level 1 T1-1

9709
Olivier Blanchard原著; 邱

柏豪, 羅彥鐘譯
978-986-154-623-0

總體經濟學

9610 朗文編輯群編著 978-986-154-626-1 基測高分策略

9701 關欣編 978-986-154-628-5 讀金融時報學英文: 品牌與時尚

9701
高純蓁, Joan Quick, 潘柔

澐編輯
978-986-154-633-9

Longman English(student book). 2

9701 高純蓁編輯 978-986-154-634-6 Longman English(teacher's guide). 2

9701 潘柔澐等編輯 978-986-154-636-0 國民小學English(教師手冊). 8

9701
高純蓁, Joan Quick, 潘柔

澐編輯
978-986-154-637-7

Longman English(student book). 4

9701 高純蓁編輯 978-986-154-638-4 Longman English(teacher guide). 4

9611 LG Alexander 978-986-154-640-7 Look, listen and learn(pupil's book). 1

9705 馮景照編著 978-986-154-689-6 英語越聽越清楚: 聽力滿分練習

9705 馮景照編著 978-986-154-688-9 英語越聽越清楚: 聽力滿分練習

9704 Scott Foresman 978-986-154-699-5 Writing in action. 1

9704 Scott Foresman 978-986-154-700-8 Writing in action. 2

9704 Scott Foresman 978-986-154-701-5 Writing in action. 3

9704 Scott Foresman 978-986-154-702-2 Writing in action. 4

9704 Scott Foresman 978-986-154-703-9 Writing in action. 5

9704 Scott Foresman 978-986-154-704-6 Writing in action. 6



9707
Aleda Krause, Greg Cossu

原作
978-986-154-706-0

國民小學English學生本. 3

9706
Aleda Krause, Greg Cossu

原著
978-986-154-707-7

國民小學English教師手冊. 3

9704 Deborah Phillips 978-986-154-721-3 Preparation course for the TOEFL test iBT  listening

9704 Deborah Phillips 978-986-154-722-0 Preparation course for the TOEFL test iBT  speaking

9704 Debotah Phillips 978-986-154-723-7 Preparation course for the TOEFL test iBT  reading

9704 Deborah Phillips 978-986-154-724-4 Preparation course for the TOEFL test iBT  writing

9709 陳明華, 方巨琴著 978-986-154-745-9 捷進英檢字彙: 每週讀書計劃. 中級

9709 陳明華, 方巨琴著 978-986-154-744-2 捷進英檢字彙: 每週讀書計劃. 中級

9708
Ronald A. Nykiel著; 黃純

德編譯
978-986-154-746-6

餐旅管理策略

9709

Leon G. Schiffman, Leslie

Lazar Kanuk原著; 顧萱

萱, 郭建志編譯

978-986-154-766-4

消費者行為

9710 弘太成等著; 鄧令麗譯 978-986-154-767-1 新多益精選模擬試題

9710 朗文編輯群編著 978-986-154-768-8 基測高分策略: 診斷式基測總複習題庫

9711 陳明華著 978-986-154-772-5 捷進英檢字彙: 每週讀書計劃. 中高級

9712
Abraham H. Haddad原著;

武維疆, 陳常侃編譯
978-986-154-774-9

機率系統與隨機信號

9801

Jonathan Berk, Peter

Demarzo原著; 李青芬等

編譯

978-986-154-784-8

財務管理

9709 L. G. Alexander 978-986-154-785-5 Look, listen and learn(pupil's book). 2

9712
Joseph C. Hartman著; 鄭

純媛, 劉福興, 吳振賢編
978-986-154-790-9

工程經濟學與決策程序

9712
石黑昭博監修; 夏淑怡,

陳菲文譯
978-986-154-796-1

朗文英文文法全集

9801
Robert L. Linn, M. David

Miller著; 王振世等譯
978-986-154-800-5

教育測驗與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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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Stanley E. Fawcett, Lisa

M. Ellram, Jeffrey A.

Ogden原著; 馮遠耀, 陳

志騰, 陳秋逢編譯

978-986-154-804-3

供應鏈管理: 從願景到實現

9801

Mark A. Dye, Rick

McDonald, Antoon W.

Rufi原著; 潘雪芳, 徐佩

徽, 林宜穎翻譯

978-986-154-808-1

網路基本概論: CCNA網路探索指南

9801
Laura E. Berk著; 李美芳,

黃立欣譯
978-986-154-816-6

發展心理學: 兒童發展

9702
Leigh L. Thompson原著;

張文菁譯
978-986-154-818-0

組織行為

9801
Bruno Solnik, Dennis

McLeavey著; 江明憲等
978-986-154-821-0

國際投資

9802 Joseph F. Hair, Jr.等 978-986-154-842-5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總計: 48種 48冊

臺灣國際角川 連絡人:陳怡芬 電話:(02)27472433 傳真:(02)27472547

郵遞區號:1056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光復

北路11巷46號5樓
 E-mail:chen.sandy@kadokaw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吉原理惠子作; 小真譯 978-986-174-308-0 小鬼的禁愛領域: ACT.1 不許小看我!

9712

茶屋町勝呂漫畫;

Nitro+CHiRAL原作; 思

若譯

978-986-174-378-3

咎狗之血

9711 山本文緒作; 葉韋利譯 978-986-174-653-1 鳳梨彼端的幸福

9709 宮崎柊羽作; 張文俊譯 978-986-174-700-2 神之遊戲. 1, 神該向誰祈禱

9710
施性吉總編輯

作;NAFAN譯
978-986-174-731-6

愛上鬆餅粉: 超EASY的92種點心

9710 秋月皓作; Miyako譯 978-986-174-795-8 曼哈頓奏鳴曲

9709 いのうえ空作; 吳端庭 978-986-174-801-6 零式戰鬥



9710
都築真紀原作; 長谷川

光司漫畫; 林星宇譯
978-986-174-805-4

魔法少女奈葉StrkerS the comics

9710 田口仙年堂作; 葉韋利 978-986-174-819-1 吉永家の石像怪

9710 藤原祐作; kazano譯 978-986-174-821-4 虛軸少女

9710 久住四季作; 蘇黎衡譯 978-986-174-822-1 魔學詭術士

9709 鷹野祐希作; 吳松諺譯 978-986-174-823-8 我的親愛主人!?

9709 ■方丁作; 王敏媜譯 978-986-174-826-9 特甲少女 惡戲之猋

9710 崎谷はるひ作; 一色秋 978-986-174-827-6 溢於天真爛漫的愛

9711 ■城利穗作; かおる譯 978-986-174-828-3 喜歡,就是喜歡!!. 12, 番外篇: 大人的時間

9709 ■方丁作; 王敏媜譯 978-986-174-833-7 特甲少女焱之精靈. I, Butterfly & dragonfly & honeybee

9710 高野真之作; 北極熊譯 978-986-174-843-6 BLOOD ALONE

9710 大岩ケンジ作; 十兵衛 978-986-174-844-3 真日流的保鏢

9710 的良みらん作; 九流譯 978-986-174-845-0 守護貓娘緋鞠

9710
Type-moon原作; 西■だ

つと漫畫; 未央譯
978-986-174-846-7

Fate/stay night

9710
佐藤利幸漫畫; 岩田洋

季作; May譯
978-986-174-847-4

獻上女神的祝福

9710

コナミ株式■社原作;

まつたくモㄧ助漫畫;

未央譯

978-986-174-848-1

極上生徒會

9710
Navel原作; 日下皓漫畫;

楊學斌譯
978-986-174-849-8

Really? really!: remember memories

9710
絕叫漫畫; 竹宮ゆゆこ

原作; 黃薇嬪譯
978-986-174-850-4

Tiger x dragon!

9711
コンプエㄧス編集部作;

Alata譯
978-986-174-851-1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公式漫畫集queen

9711

たくま朋正漫畫; 大河

內一■, 谷口悟朗原作;

林莉雅譯

978-986-174-852-8

Code geass娜娜莉的夢魘

9710
ごとうしのぶ原作; 大

矢和美漫畫; Connie譯
978-986-174-853-5

Pure(託生君系列)

9710 藤井■耶漫畫; 李韋葶 978-986-174-854-2 無法結婚的男人



9711 あすか編集部作; Alata 978-986-174-855-9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公式漫畫集knight

9712 マジコ!作; 思若譯 978-986-174-856-6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9712

ヨミノアツロ漫畫; 大

河內一■, 谷口悟朗原

作; 林莉雅譯

978-986-174-857-3

Code geass反攻的朱雀

9710 川上稔作; 林冠汾譯 978-986-174-858-0 AHEAD Series終焉的年代記

9711 雪乃紗衣作; 呂相儒譯 978-986-174-859-7 彩雲國物語: 白虹貫日

9711 壁井ユカコ作; 劉珮瑄 978-986-174-860-3 琦莉. 5, 一切開端的白晝校園

9710 渡瀨草一郎作; 柳怡如 978-986-174-861-0 天空之鐘響徹惑星

9710 水口敬文作; 黃萱惠譯 978-986-174-862-7 憐Ren. 4, 遙遠思緒與風色天空

9710 ■崎達也作; 蔡長弦譯 978-986-174-863-4 .hack//G.U.. Vol.2, 境界的MMO

9710 吉原理惠子作; 林常真 978-986-174-865-8 小鬼的禁愛領域. Act.2, 那又怎麼樣!

9710 秋月皓作; Miyako譯 978-986-174-866-5 演奏會狂想曲

9710 岩田洋季作; May譯 978-986-174-868-9 獻上女神的祝福

9710 あぎの耕平作; 劉彥琳 978-986-174-869-6 Black blood brothers. s1

9710 星野亮作; 朱紹萱譯 978-986-174-870-2 THE THIRD. 4, 翱翔天際的妖精

9710 山門敬弘作; 蔡長弦譯 978-986-174-871-9 風之聖痕. 4, 琉璃色的殘影

9710 木原音瀨作; Alata譯 978-986-174-872-6 無罪世界

9711 山本文緒作; 邱香凝譯 978-986-174-874-0 絕不哭泣

9711 竹宮ゆゆこ作; 黃薇嬪 978-986-174-875-7 TIGERxDRAGON!

9711 十文字青作; 王靜怡譯 978-986-174-876-4 薔薇的瑪利亞. 4, love'n'kill

9711 櫻庭一樹作; 洪嘉穗譯 978-986-174-877-1 GOSICKs. 2, 遠離夏季的列車

9711 櫂末高彰作; 賴逸安譯 978-986-174-878-8 學校的階梯

9711 三田誠作; K.K.譯 978-986-174-879-5 魔法人力派遣公司. 7, 鬼之祭與魔法師

9711 細音啟作; 青心譯 978-986-174-880-1 黃昏色的詠使. 3, 敗者之王高唱阿瑪迪斯之詩

9711 うえお久光作; 賴逸安 978-986-174-881-8 惡魔同盟. 3, 完美世界.平日篇

9711 時雨■惠一作; Yashigo 978-986-174-882-5 梅格&賽隆. I, 三三■五年的暑假

9712 瀧川武司作; 邱鍾仁譯 978-986-174-883-2 Eme black. 1, 張開血盆大口的魔王迷宮

9712 鎌池和馬作; 李彥樺譯 978-986-174-885-6 魔法禁書目錄

9711 成田良悟作; 芃木譯 978-986-174-886-3 Baccano!大騷動!. 1931鈍行篇: the grand punk railroad

9711 入間人間作; 黃萱惠譯 978-986-174-887-0 說謊的男孩與壞掉的女孩. 2, 善意的指針是惡意

9711 藤崎都作; 礿軒譯 978-986-174-888-7 自我中心純愛



9711
Tamami作; Spray原作; 黃

盈琪譯
978-986-174-892-4

鬼畜眼鏡

9712
栗原ちひろ作; 張文彥,

K.K.譯
978-986-174-889-4

歌劇.樂園之章: 黑暗樂園的設計者

9711 橋本和也作; 莊湘萍譯 978-986-174-891-7 超人家族一家和樂!?. 2, 邪惡的大首領敬啟

9711 北爪宏幸作; 孫禮成譯 978-986-174-894-8 機動戰士GUNDAM C.D.A.年輕彗星的肖像

9710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鄭惠純譯
978-986-174-895-5

死囚樂園Deadman wonder land

9711

矢野建太郎漫畫; 矢立

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林

克鴻譯

978-986-174-896-2

BB戰士三國傳. 英雄激突篇

9711
清涼院流水原作; 箸井

地■漫畫; 莊湘萍譯
978-986-174-897-9

偵探儀式

9711
賀東招二原作; 上田宏

漫畫; 劉彥琳譯
978-986-174-898-6

驚爆危機■

9711
■崎達也原作; 森田柚

花漫畫; 蔡長弦譯
978-986-174-899-3

.hack//G.U.+

9711
桐■たける漫畫; 任天

狗譯
978-986-174-900-6

Melty blood逝血之戰

9711 山田秀樹作; Yves譯 978-986-174-901-3 魔乳秘劍帖

9711 七瀨葵作; Connie譯 978-986-174-902-0 閃亮星術師

9711
藤枝雅.源久也漫畫;

Moophase原作;林莉雅譯
978-986-174-904-4

Alice Quartet OBBLIGATO 愛麗絲四重奏

9711 小田切螢作; 弁天譯 978-986-174-905-1 無法掙脫的背叛

9711 九■キヨ作; 林莉雅譯 978-986-174-906-8 ZONE-00: 零之地帶

9711 片桐美亞作; 陳顥譯 978-986-174-907-5 胡鶴捕物帳

9711
成宮アキホ漫畫; 三田

誠原作; 林莉雅譯
978-986-174-908-2

魔法人力派遣公司

9711
腐女漫畫; 腐女子的品

格制作委員會編; Alata
978-986-174-909-9

腐女子的品格

9712 吉原理惠子作; 林常真 978-986-174-910-5 小鬼的禁愛領域. Act.3, 誰受得了啊!

9711 水無月すう作; 志麻譯 978-986-174-911-2 天降之物



9712 瀨川はじめ作; 廖嘉信 978-986-174-912-9 食靈

9712
矢立肇, 富野由悠季作 ;

大和田秀漫畫; 孫禮成
978-986-174-913-6

機動戰士鋼彈桑

9712
Gainax, Khara原作; 高橋

脩漫畫; Yves譯
978-986-174-914-3

新世紀福音戰士碇真嗣育成計畫

9712 中■ちずな作; 楊學斌 978-986-174-915-0 甜蜜的接觸

9712 COMPTIQ編; 未央譯 978-986-174-916-7 Fate/hollow ataraxia短篇漫畫精選集

9712 コンプエㄧス編; 未央 978-986-174-917-4 暮蟬悲鳴時: 短篇漫畫精選集

9712
清原紘漫畫; 乙一原作;

北極熊譯
978-986-174-918-1

只有你聽得到

9712
コンプエㄧス編集部編;

Alata譯
978-986-174-919-8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公式漫畫集queen

9712

たくま朋正漫畫; 大河

內一■, 谷口悟朗原作;

林莉雅譯

978-986-174-920-4

Code geass娜娜莉的夢魘

9712
松本手毬漫畫; 喬林知

原作; 莊湘萍譯
978-986-174-922-8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9712
野奇夜漫畫; Bones, 岡村

天齋原作; 七瀨嵐譯
978-986-174-923-5

Darker than black黑之契約者

9712 あすか編集部編; Alata 978-986-174-924-2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公式漫畫集knight

9711 新井輝作; Kyo譯 978-986-174-926-6 ROOM NO.1301. 6, 禁慾主義的姊姊!

9711 宮崎柊羽作; 張文俊譯 978-986-174-927-3 神之遊戲. 2, 神該做何選擇

9712 高橋彌七郎作; 呂相儒 978-986-174-929-7 灼眼的夏娜

9712 喬林知作; 莊湘萍譯 978-986-174-930-3 掌舵啟航魔の返回故鄉!

9712 川上稔作; 林冠汾譯 978-986-174-931-0 AHEAD Series終焉的年代記

9712 壁井ユカコ作; 林莉雅 978-986-174-933-4 鳥籠莊的房客今日也慵懶

9712 時雨■惠一作; Yashigo 978-986-174-936-5 梅格&賽隆. II, 三三■五年的暑假

9712 椹野道流作; 黃萱惠譯 978-986-174-937-2 貴族偵探愛德華. 7, 躍向深藍天際的形影

9712 澤城利穗作; かおる譯 978-986-174-938-9 喜歡,就是喜歡!!. 13, 番外篇: Catwalk weeding

9712 賀東招二原作; 劉彥琳 978-986-174-941-9 驚爆危機

9712
五十嵐雄策作; 正樹七

十譯
978-986-174-942-6

乃木■春香的秘密



e

9712 岩井恭平作; 曹茹蘋譯 978-986-174-943-3 蟲之歌

9712 上月雨音作; 梁恩嘉譯 978-986-174-944-0 Shi-no. 4, 愛的證明

9712 鈴木大輔作; 鄭人彥譯 978-986-174-945-7 節哀唷[]二之宮同學

9712 福井晴敏作; 吳端庭譯 978-986-174-946-4 機動戰士鋼彈UC. 2, 獨角獸之日

總計: 105種 127冊

臺灣評鑑協會 連絡人:吳文秀 電話:(02)33431134 傳真:(02)23947261

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

路20號4樓
 E-mail:ylchou@twae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蘇美麗編著 978-986-83264-5-3 荷蘭高等教育評鑑制度

9802 吳淑娟編著 978-986-83264-6-0 芬蘭: 高等教育評鑑制度

總計: 2種 2冊

臺灣博物館 連絡人:顧潔光 電話:(02)23979511 傳真:(02)2397951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館前路71號

4樓
 E-mail:sfwu@eden.tp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士娟, 林承緯, 吳昱瑩

作; 林保堯計畫主持
978-986-01-6285-1

臺灣神社獨木大鼓研究報告

9712 耿鳳英等作 978-986-01-6502-9 咱へ房間: 臺灣百年生活思想起

9712 隗振瑜主編 978-986-01-7380-2 全國文化論壇北區座談會成果報告. 2008

總計: 3種 6冊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黃英玟 電話:(02)25708311 傳真:(02)25789673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南京東路四

段186號12樓之3
 E-mail:taiwan.ncf@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邱亞文作 978-986-80333-1-3 世界衛生組織: 體制、功能與發展

9712
林碧炤等作; 陳隆志, 陳

文賢主編
978-986-80333-2-0

聯合國: 體制、功能與發展

總計: 2種 3冊



臺灣愛思唯爾 連絡人:鄭碧華 電話:(02)25225929 傳真:(02)25221885

郵遞區號:1044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

北路二段96號
 E-mail:pa.cheng@elsevier.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Robert M. Kliegman等原

著; 彭純芝編譯
978-986-6538-15-5

NELSON簡明小兒科學

9710
Barbara Young等原著; 楊

明鈴等編譯
978-986-6538-18-6

Wheater's功能性組織學彩色圖譜

9712
Theodore C. Chan等原著;

顏鴻章總編譯
978-986-6538-19-3

急診心電圖與急性照護

9712

Susan M. Hussey, Barbara

Sabonis-Chafee, Jane

Clifford O'Brien原著; 陳

瓊玲, 楊國德編譯

978-986-6538-20-9

職能治療導論

9712

Giovanni De Domenico原

著; 卓裕森, 黃宇詵, 錢

怡君編譯

978-986-6538-24-7

軟組織操作之原則和實務

9712

S. Brent Brotzman, Kevin

E. Wilk原著; 袁立仁等

編譯

978-986-6538-25-4

骨科復健手冊

9712
Gill Solberg原著; 楊瑞祺

編譯
978-986-6538-30-8

姿勢異常與肌肉骨骼功能失調

9712

Zerwekh, Gaglione, Miller

原著; 王凱微, 李凱如,

鄭芝宣編譯

978-986-6538-31-5

Mosby's身體評估記憶手冊

總計: 8種 8冊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605237

郵遞區號:268
地址:宜蘭縣五結鄉五濱

路二段2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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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4 方芷絮等編輯 978-986-01-4177-1 四季巧藝

9707 方芷絮等編輯 978-986-01-4677-6 臺灣雕塑大展. 2008

9710 陳兆虎等編輯 978-986-01-5691-1 臺灣民俗大展. 2008

9712 陳兆虎等編輯 978-986-01-7125-9 外臺歌仔戲匯演精選導覽手冊. 2007

總計: 4種 8冊

臺灣腦中風病友協會 連絡人:徐麗霞 電話:(02)28757583 傳真:(02)28739241

郵遞區號:11217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石牌

路二段201號
 E-mail:tsacay@strokecare.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胡漢華, 許弘毅主編 978-986-84873-0-7 神經超音波

總計: 1種 1冊

臺灣腦中風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97219

郵遞區號:1103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吳興

街2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胡漢華主編 978-986-84829-0-6 臺灣腦中風防治指引. 2008

總計: 1種 1冊

臺灣運動心理學會 連絡人:林澤權 電話:(02)25774624 傳真:(02)25794323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

北路5號2樓
 E-mail:kmh@tpe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莊豔惠總編輯 978-957-28007-1-3 華人運動心理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2冊

臺灣語言文化社 連絡人:游豪毓 電話:(02)26532717 傳真:(02)26532719

郵遞區號:11564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2巷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徐兆泉總編輯 978-986-84696-2-4 客語課本. 第十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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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臺灣福音書房 連絡人:莊素貞 電話:(02)27575705 傳真:(02)27575700

郵遞區號:1006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金山

南路一段72號
 E-mail:prischung@ms1.recovery.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

編輯部編輯
978-986-166-076-9

經歷基督作眾聖徒的分

9707
李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978-986-166-079-0

健康的話

9708
李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

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978-986-166-080-6

事奉配搭與愛中洗滌

9709
李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978-986-166-081-3

恢復基督在召會中作一切

9711
李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978-986-166-085-1

為主惜取少年時

9711 李常受著 978-986-166-087-5 事奉主者的異象、生活與工作

9712 李常受著 978-986-166-092-9 時代的轉移與活在靈■

總計: 7種 7冊

臺灣廣廈 連絡人:陳思縈 電話:(02)22255777 傳真:(02)22258052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

路二段359巷7號2樓
 E-mail:annie@booknew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剴鏘編著 978-986-130-101-3 動出自癒力: 對症按摩輕運動完全圖解

9802 倪躍軒著 978-986-130-127-3 財富急救完全手冊: 千萬別跟你的錢過不去

總計: 2種 3冊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96007

郵遞區號:10845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康定

路64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712 喬慧玲, 周富美作 978-986-83881-1-6 媚力新視界

總計: 1種 1冊

臺灣蝙蝠學會 連絡人:徐昭龍 電話:(02)23705264 傳真:(02)23704475

郵遞區號:1084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漢口

街二段890巷2號1樓
 E-mail:maiochio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徐昭龍, 李秉容, 鄭錫奇 978-986-84949-0-9 洞穴蝙蝠

總計: 1種 4冊

臺灣磨粒加工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3664513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四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The Taiwan Scoiety for

Abrasive Technology
978-986-84819-0-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narization/CMP technology 2008

總計: 1種 2冊

臺灣糖尿病協會 連絡人:莊美華 電話:(02)28757515 傳真:(02)28745674

郵遞區號:11217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石牌

路二段201號11樓618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宏達編

978-957-28549-7-6
青春健康人生. 第二集, 糖尿病防治青少年演講比賽.

第一屆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學生 連絡人:陳小姐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98號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龔鵬程著 978-957-15-1377-5 六經皆文: 經學史/文學史

9712 陳煒舜著 978-957-15-1421-5 屈騷纂緒: 楚辭學研究論集



e

e

e

9802 梁敏兒著 978-957-15-1423-9 經典童話入門

9710 白雲開著 978-957-15-1425-3 詩賞

9712 杜松柏著 978-957-15-1433-8 電腦時代書道藝術新論

9712 許慧琦著 978-957-15-1437-6 故都新貌: 遷都後到抗戰前的北平城市消費(1928-1937)

9712 林維杰編 978-957-15-1439-0 文本詮釋與社會實踐: 蔣年豐教授逝世十週年紀念論

9712 蔣年豐著; 劉增雄等譯 978-957-15-1440-6 黑格爾的社會存有論

總計: 8種 8冊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連絡人:馬于婷 電話:(02)23021122 傳真:(02)23020101

郵遞區號:1086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艋舺

大道120巷16弄7號4號
 E-mail:nanae63@e-info.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朱玉蘭等作 978-986-84797-0-8 外來種防治教育專刊. 植物篇

9712 吳明峰等作 978-986-84797-1-5 外來種防治教育專刊. 動物篇

總計: 2種 3冊

臺灣檢驗科技 連絡人:朱思穎 電話:(02)22993279 傳真:(02)22901373

郵遞區號:248
地址:臺北縣五股工業區

五工路136之1號
 E-mail:max-lin@sg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SGS臺灣檢驗科技(股)公

司, CED電機電子環境發

展協會作

978-957-30137-5-4

ISO9001: 2008版實務與驗證指引-重新檢視調整以增進

系統效益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戲曲學院 連絡人:朱佩珍 電話:(02)27962666 傳真:(02)27941238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路二段

177號
 E-mail:jpj@tcp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楊軍編著 978-986-01-6013-0 京劇鑼鼓知多少?

總計: 1種 2冊



x

e

e

臺灣醫界菸害防制聯盟 連絡人:蔡旻光 電話:(037)246166e 傳真:(037)586261

郵遞區號:35053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

路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臺灣醫界菸害防制聯盟

著; 臺灣護理學會等翻
978-986-84728-0-8

醫療專業人員協助戒菸手冊

總計: 1種 3冊

臺灣藝大 連絡人:呂威瑩 電話:(02)22722181 傳真:(02)89659515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大觀

路一段59號
 E-mail:t0301@mail.ntu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陳志誠主編

978-986-01-2316-6
國際新媒體藝術節想望科技: 新媒體藝術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7

9706 劉素真主編 978-986-01-4668-4 書畫藝術數位應用文創產業成果專輯

9712 張儷瓊主編 978-986-01-6859-4 演奏與詮釋: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二■■八

9712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著 978-986-01-6849-5 說文蹈舞. 2008: 舞蹈的多元風貌. IV

9711 張國治總編輯 978-986-01-6997-3 亞洲設計新勢力. II

9801
張國治總編輯

978-986-01-7099-3
視覺傳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輯. 2008年: 跨領域

的視覺設計整合

總計: 6種 12冊

臺灣蘭花產銷發展協會 連絡人:黃莫珺 電話:(06)6830304 傳真:(06)6830625

郵遞區號:73191
地址:臺南縣後壁鄉烏樹

村鳥樹林325號
 E-mail:ivanlan.toga@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禎宏主編 978-986-84221-3-1 臺灣國際蘭展<<競賽、展示專輯>>. 2008

總計: 1種 1冊

遠足文化 連絡人:傅新書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506號4樓
 E-mail:paula@sinobooks.com.t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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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遠足地理百科編輯組著 978-986-6731-21-1 山脈: 臺灣地圖館

9801 李怡君著 978-986-6731-22-8 大口小吃

總計: 2種 2冊

遠東 連絡人:黃禮賢 電話:(02)23118740 傳真:(02)23884354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66之1號10樓
 E-mail:pd@mail.fareas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施玉惠等編著 978-957-612-812-7 職校英文(甲版)

9708 978-957-612-814-1 旅遊中文開口說(西班牙語)

9708 陳純音編著 978-957-612-815-8 遠東英文法: 溝通式的文法教學

9708 陳純音編著 978-957-612-816-5 遠東英文法: 溝通式的文法教學

9709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

會編著
978-957-612-818-9

遠東時事精選

9710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19-6 遠東少年中文(workbook). level 3

總計: 6種 6冊

遠流 連絡人:顏雅一 電話:(02)23926899 傳真:(02)23568490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昌

路2段81號6樓
 E-mail:yayen@ylib.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呂鈺秀等主編 978-957-32-6395-1 臺灣音樂百科辭書

9801
彼得.杜拉克(Peter

F.Drucker)著; 吳程遠譯
978-957-32-6397-5

行善的誘惑

9801
威廉.柯漢(William A.

Cohen)著; 齊若蘭譯
978-957-32-6399-9

杜拉克教我的17堂課

9801
木村裕一文; 阿部弘士

圖; 游珮芸翻譯
978-957-32-6406-4

小象帕兒. 1, 小象帕兒出發啦!

9801
木村裕一文; 阿部弘士

圖; 游珮芸翻譯
978-957-32-6407-1

小象帕兒. 2, 小象帕兒的冒險



9801
木村裕一文; 阿部弘士

圖; 游珮芸翻譯
978-957-32-6408-8

小象帕兒. 3, 小象帕兒大奮戰

9712 莊吉發編著 978-957-32-6409-5 咸豐事典

9712 陳捷先編著 978-957-32-6412-5 宣統事典

9801 郭泰著 978-957-32-6413-2 王永慶的人生智慧

9801
泰塔妮亞.哈迪(Titania

Hardie)作; 朱孟勳譯
978-957-32-6414-9

玫瑰迷宮

9801
賈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著; 楊玉齡譯
978-957-32-6416-3

創世第八天首部曲: DNA: 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

9801 John Medina著; 洪蘭譯 978-957-32-6415-6 大腦當家: 靈活用腦12守則,學習工作更上層樓

9801
賈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著; 楊玉齡譯
978-957-32-6417-0

創世第八天二部曲: RNA: 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

9801
賈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著; 楊玉齡譯
978-957-32-6418-7

創世第八天三部曲: 蛋白質: 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

9712 常建華編著 978-957-32-6420-0 乾隆事典

9801
羅南.班奈特(Ronan

Bennett)作; 許瓊瑩譯
978-957-32-6422-4

被迫移動的棋子

9803 郭泰作 978-957-32-6423-1 松下幸之助不景氣、不裁員、不減薪經營法

9802 劉思源文; 唐唐圖 978-957-32-6424-8 披著狼皮的羊

9802 劉思源文; 唐唐圖 978-957-32-6425-5 我是狼角色: 大野狼罷工週記

9801
黑鐵弘著; 洪維揚, 賴煌

文譯
978-957-32-6426-2

■本龍馬

9802
麥可.葛雷哥里奧

(Michael Gregorio)著; 宋
978-957-32-6427-9

謀殺理性批判

9801

安德魯.克萊門斯

(Andrew Clements)文; 丁

凡譯; 唐唐圖

978-957-32-6428-6

午餐錢大計畫

9801
威爾.賀頓(Will Hutton)

著; 林添貴譯
978-957-32-6429-3

惡兆: 中國經濟降溫之後

9802
安徒生原著; 童嘉改寫.

插圖
978-957-32-6430-9

真假夜鶯

9803 唐德剛著 978-957-32-6431-6 張學良口述歷史



9802 洪蘭著 978-957-32-6432-3 順理成章: 希望,給生命力量

9801
夢枕■; 天野喜孝圖; 林

皎碧譯
978-957-32-6433-0

鬼譚草紙

9803
雷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吳梅瑛譯
978-957-32-6435-4

波西傑克森: 神火之賊

9802 劉思源文; 唐唐圖 978-957-32-6436-1 幸福魔法市集

9801

歐瑞.布萊夫曼(Rom

Brafman), 朗姆.布萊夫曼

(Ori Brafman)合著; 姜

雪影譯

978-957-32-6439-2

左右決策的迷惑力:  聰明人為什麼會做傻事?

9802 Andrew Weil作; 陳玲瓏 978-957-32-6440-8 自癒力: 痊癒之鑰在自己

9802
大愛電視臺故事提供;

羅秉龍故事改寫
978-957-32-6442-2

歲月的福印: 人老心不老.銀髮志工的故事

9802
大愛電視臺故事提供;

釋德棨故事改寫
978-957-32-6443-9

殘缺的喜捨: 身殘心不殘,環保志工的故事

9802
大愛電視臺故事提供;

陳合平, 羅秉龍故事改
978-957-32-6444-6

心田的善果: 做環保,改變習氣的故事

9803
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著; 楊月蓀譯
978-957-32-6445-3

冷血

9803 張步桃作 978-957-32-6446-0 張步桃談植物養生

9803
艾瑞克.布雷姆(Eric

Blehm)著; 賴盈滿譯
978-957-32-6447-7

山中最後一季

9803 朱川湊人著; 孫智齡譯 978-957-32-6448-4 光球貓

總計: 38種 39冊

遠景 連絡人: 電話:(02)22545460 傳真:(02)22542136

郵遞區號:22044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松柏

街65號5樓
 E-mail:books@vistpublish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柯品文作 978-957-39-0870-8 異鄉人: 柯品文短篇小說創作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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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財資訊 連絡人:林鳳祺 電話:(02)22523899 傳真:(02)22525025

郵遞區號:22046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

路二段327號4樓
 E-mail:service@wear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郭恭克, finance168,

tivo168著
978-986-84707-3-6

獵豹財務長投資藏寶圖: 財務分析秘笈

總計: 1種 1冊

輔大出版社 連絡人:林怡君 電話:(02)29031111 傳真:(02)29018341

郵遞區號:24205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

路510號輔仁大學輔園餐

廳內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陳進金著 978-986-6922-38-1 機變巧詐: 兩湖事變前後軍系互動的分析

9709 劉錦萍著 978-986-6922-64-0 臺灣人心理專業求助態度的調查研究

9801 林桶法作 978-986-6922-68-8 大撤退: 蔣介石暨政府機關與人民遷臺經過之探析

9801 徐玫玲著 978-986-6922-71-8 西洋音樂美學發展之辯證

總計: 4種 4冊

輔大景觀系 連絡人:林政權 電話:(02)29031111 傳真:(02)29017570

郵遞區號:24205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

路5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葉美秀編著 978-986-6922-65-7 自主營造在宜蘭: 看見農民的創意

總計: 1種 1冊

輔大譯研所 連絡人:賴雅芬 電話:(02)29052566 傳真:(02)29052530

郵遞區號:24205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

路5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1

2009年輔仁大學翻譯學

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

籌備委員會編輯

978-986-6922-69-5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年: 第三

屆"兩岸四地"翻譯與跨文化交流研討會大會手冊暨會

前論文集

9801
2009年輔仁大學翻譯學

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
978-986-6922-70-1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年: 第十

三屆口筆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會前論文

總計: 2種 2冊

爾雅 連絡人:彭碧君 電話:(02)23652555 傳真:(02)23657047

郵遞區號:1008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廈門

街113巷33-1號1樓
 E-mail:elitell3@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隱地著 978-957-639-473-7 回頭

9801 孫學敏著 978-957-639-474-4 存在與超越: 論隱地的詩歌世界

9801 曾琮琇著 978-957-639-475-1 臺灣當代遊戲詩論

9803 王鼎鈞著 978-957-639-476-8 文學江湖: 王鼎鈞回憶錄四部曲之四

9803 匡■著 978-957-639-477-5 唐詩■的長安風情

9803 方方著 978-957-639-478-2 妙手文心: 王鼎鈞創作心理及寫作理論探析

9803 凌性傑著 978-957-639-479-9 2008/凌性傑: 美麗時光

總計: 7種 7冊

監察院 連絡人:張俊隆 電話:(02)23413183 傳真:(02)2356858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一

段2號
 E-mail:lwp235@ms.cy.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惠君計畫主持

978-986-01-6105-2
國定古蹟監察院舊大樓北翼防火隔間改善工程工作報

告書

總計: 1種 2冊

暢談國際文化 連絡人:王碧蘭 電話:(04)23780458 傳真:(04)23722376

郵遞區號:40357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治街

155號7樓之5
 E-mail:da.vinci@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何立德, 王子揚撰文 978-986-6981-70-8 丘陵與平原

9711 林慧珍撰文 978-986-6981-71-5 城市中的動物

9711 謝雯■撰文 978-986-6981-72-2 西方文學

9801 楊雅儒, 葉恩慈撰文 978-986-6981-73-9 民間文學

9712 楊久穎撰文 978-986-6981-74-6 大眾傳播

9712 王萬邦撰文 978-986-6981-75-3 極地與沙漠

9801 李維峰, 王昭雯撰文 978-986-6981-76-0 土木工程

9801 施惠淇撰文 978-986-6981-77-7 東方文學

9801 張振陽撰文 978-986-6981-78-4 當代世界的出現

9801 黃祥麟撰文 978-986-6981-79-1 海岸動物

總計: 10種 20冊

鳴嵐國際智識 連絡人:王念祖 電話:(02)23892838 傳真:(02)23315214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61號10樓1015
 E-mail:benben0611@bi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方鴻鳴作; 梁曉勤繪 978-986-83925-7-1 蝸牛嘎嘎要換殼

9707
Laurie McElroy改編; 劉

守儀譯
978-986-83925-8-8

祕密一籮筐

9707
Beth Beechwood改編; 孫

中曾譯
978-986-83925-9-5

偶像的祕密

9707
Alice Alfonsi改編; 黃聿

君譯
978-986-84490-0-8

面子大作戰

9707 M. C. King改編; 黃聿君 978-986-84490-1-5 真心話大冒險

9707 Irene Trimble作; 何夢秋 978-986-84490-2-2 瓦力

9707 Laurie McElroy等改編 978-986-84490-3-9 孟漢娜

9709
Lucy Ruggles改編; 汪子

洋譯
978-986-84490-4-6

搖滾夏令營

9710 王莫作; 許銘仁繪 978-986-84490-5-3 海島

9710 王莫作; 許銘仁繪 978-986-84490-6-0 冰山

9712 Lisa Marsoli作; 何夢秋譯 978-986-84490-7-7 雷霆戰狗(經典故事書)

9712 Irene Trimble作; 何夢秋 978-986-84490-8-4 BOLT雷霆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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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Apple Jordan作; 林佑宸 978-986-84490-9-1 雷霆戰狗(兒童親子繪本)

9801
Elizabeth Rudnick作; 何

銀屏譯
978-986-6483-00-4

神鬼奇航. 1, 鬼盜船魔咒

9801 Irene Trimble作; 張俊峰 978-986-6483-01-1 神鬼奇航. 2, 加勒比海盜

9801
T. T. Sutherland作; 王佩

綾譯
978-986-6483-02-8

神鬼奇航. 3, 世界的盡頭

總計: 16種 20冊

圖爾資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481400

郵遞區號:2355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福祥

路56號8樓
 E-mail:hwh58@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劉強著

978-986-83403-4-3
棒球投手等速肌力與揮臂速度對投擲不同重量棒球之

投球表現影響: 適宜球體重量之探討

總計: 1種 1冊

僑委會 連絡人:黃雅真 電話:(02)23272600 傳真:(02)2897774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徐州路5號

15-17樓
 E-mail:blue@mail.oc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懷萱, 盧翠英撰寫 978-986-01-6577-7 快樂學華語: 僑教雙週刊快樂學華語合輯書

總計: 1種 3冊

領行文化 連絡人:李瑞香 電話:(04)22550596 傳真:(04)22528243

郵遞區號:40844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公益

路二段615-2號3樓之5
 E-mail:books.book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杉高悅文; 林詳圖 978-986-7193-32-2 我是班長我最大

總計: 1種 1冊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連絡人:楊秀芬 電話:(03)3507001e 傳真:(03)3593868



郵遞區號:33348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同

村德明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

系(所)編輯
978-986-6767-04-3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所研究生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銓■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60857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試院

路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銓■部編 978-986-01-5991-2 常用銓■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翠柏林 連絡人:蘇慧莉 電話:(07)3649847 傳真:(07)3897236

郵遞區號:8077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

路47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王一三編著 978-986-82115-9-9 航海英文選讀

總計: 1種 1冊

翠湖水草研究所 連絡人: 電話:(07)5542190 傳真:(07)5545380

郵遞區號:804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昌盛

路31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201 柯清水著 978-957-28413-0-3 硝化細菌與水族缸

總計: 1種 1冊

聞道 連絡人:胡皇■ 電話:(06)2144037 傳真:(06)2141148

郵遞區號:70047 地址:臺南市開山路197  E-mail:windowp@ms7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鄒保祿作 978-986-7653-68-0 聖保祿小傳



9710 于惠霖著 978-986-7653-69-7 于君同樂: 于神父的小故事

9710 張春申著 978-986-7653-70-3 聖保祿論基督與教友生活

9710 趙一舟著 978-986-7653-71-0 我們的聖堂

9710 鄒保祿著 978-986-7653-72-7 露德聖母顯現記

9710
Irene Mahoney著; 陳靜怡

譯
978-986-7653-73-4

聖吳甦樂會在華傳教史1922-1952: 汕頭

總計: 6種 7冊

閣林國際圖書 連絡人:呂佳蓉 電話:(02)82219822 傳真:(02)8221708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

路137號6樓
 E-mail:luchin3@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Marco Zecchi作; 林妙冠 978-957-440-628-9 阿布辛貝神廟: 尼羅河畔的埃及王朝

9706
Alessandro Bongioanni作;

林妙冠譯
978-957-440-629-6

路克索與帝王谷: 塵封千年的華麗神殿

9706 Corinna Rossi作; 林妙冠 978-957-440-630-2 永恆的金字塔: 法老王的永生之門

9708 艾德娜作; 吳嘉鴻插畫 978-957-440-631-9 我是一隻長毛象

9707 楊紅櫻著 978-957-440-632-6 笑貓日記: 塔頂上的貓

9707 楊紅櫻著 978-957-440-633-3 笑貓日記: 能聞出孩子味兒的烏龜

9711 楊紅櫻著 978-957-440-674-6 笑貓日記: 保姆狗的陰謀

9711 楊紅櫻著 978-957-440-675-3 笑貓日記: 想變成人的猴子

9712 楊紅櫻著 978-957-440-676-0 笑貓日記: 虎皮貓,你在哪裡

9712 楊紅櫻著 978-957-440-677-7 笑貓日記: 幸福的鴨子

總計: 10種 10冊

暨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910413

郵遞區號:545
地址:南投縣埔里鎮大學

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編著
978-986-01-3317-2

水煙紗漣文學獎作品集: 文學工廠 埔里製造. 第六屆

總計: 1種 1冊



e

熊衛太極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708109

郵遞區號:33057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龍鳳

三街65巷3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熊衛著 978-986-84743-0-7 熊衛球體太極

總計: 1種 3冊

綜合 連絡人:鮑國棟 電話:(06)2630078 傳真:(06)2912260

郵遞區號:70265
地址:臺南市南區永安街

31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唐謹華著 978-957-800-335-4 最新書體大字典

總計: 1種 1冊

網奕資訊科技 連絡人:方苓茵 電話:0924068751 傳真:(02)23816228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衡陽

路20號7樓
 E-mail:neco6172@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王緒溢, 梁仁楷編著 978-986-6879-59-3 電腦網路概論

9711 吳權威等編著 978-986-6879-58-6 計算機概論

9712 吳逸賢, 吳目誠編著 978-986-6879-60-9 Photoshop CS4數位相片處理祕笈

總計: 3種 4冊

網路與書 連絡人:冼懿穎 電話:(02)25467799 傳真:(02)25452951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四段25號11樓
 E-mail:Yvonne@netandbook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蔡志忠繪著; 陳鼓應, 詹

石窗等導讀
978-986-6841-18-7

漫畫中國思想隨身大全

9801
劉威麟著

978-986-6841-33-0
網路紅事件: Mr.6的2009年度報告: 最紅的人.想法.做

法.東西.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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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瑞克.傑寇斯基(Rick

Gekoski)著; 陳建銘譯
978-986-6841-34-7

托爾金的袍子: 一個珍本書商的私密告白

9802 郝明義著 978-986-6841-35-4 一隻牡羊的金剛經筆記

9803

約瑟夫.摩菲(Joseph

Murphy)著; 朱衣, 劉永毅

譯

978-986-6841-36-1

想有錢就有錢

總計: 5種 5冊

綠色能源科技協會 連絡人:林芷伶 電話:(04)7232105e 傳真:(04)7129180

郵遞區號:50074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師大

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穎編著 978-986-83422-9-3 特殊教育歷屆考古題

總計: 1種 1冊

綠林寮 連絡人: 電話:(02)23631221 傳真:(02)23644595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三段106號2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日京川作 978-986-85039-0-8 魔法學園: 雙生玉

總計: 1種 1冊

維京國際 連絡人:吳伯玲 電話:(02)87971168 傳真:(02)87971169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

路258巷50號5樓
 E-mail:wupolin@tma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茱莉亞.唐納森文; 艾賽

爾.薛佛勒圖; 劉清彥翻
978-986-7428-85-1

巫婆的掃帚

9712
拉班.賈瑞克.希爾(Laban

Carrick Hill)著; 朱恩伶譯
978-986-7428-88-2

魔幻藍屋: 遇見卡蘿

9801
茱莉亞.唐納森文; 艾賽

爾.薛佛勒圖; 劉清彥翻
978-986-7428-89-9

又窄又小的房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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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9802
茱莉亞.唐納森文; 艾賽

爾.薛佛勒圖; 劉清彥翻
978-986-7428-90-5

小猴子找媽媽

9802
Mativox編輯群文; 吳愉

萱翻譯
978-986-7428-92-9

動物Plus小學堂: 你一定要知道的200個趣味問答

9801

凱瑟琳.庫德林斯基

(Kathleen Kudlinski)著;

朱恩伶譯

978-986-7428-93-6

時代精神捕手: 遇見歐姬芙

9803
克利斯.凡.艾斯伯格文.

圖; 宋珮翻譯
978-986-7428-94-3

最甜的無花果

9803
琳.瑞.柏金斯(Lynne Rae

Perkins)文.圖; 謝維玲譯
978-986-7428-95-0

星空下的祈禱

總計: 8種 8冊

澎湖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林靜玫 電話:(06)9216521e 傳真:(06)9216545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菜園

里171號
 E-mail:may@penghu-ns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吳淑鈴總編輯

978-986-01-6245-5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之服務創新績效評估模式暨其

考核作業書件

9712 李煌樟總編輯 978-986-01-6407-7 澎湖國家風景區觀光資源導覽告示牌規劃設計

總計: 2種 4冊

澎縣七美鄉公所 連絡人:歐禾太 電話:(06)9971007e 傳真:(06)9972021

郵遞區號:88341
地址:澎湖縣七美鄉中和

村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張建俅總編輯 978-986-01-5468-9 七美鄉志

9712 澎湖縣七美鄉公所編 978-986-01-7133-4 海角七美: 浪漫七美攝影專輯. 2008

總計: 2種 4冊

澎縣文化局 連絡人:吳巧惠 電話:(06)9261141e 傳真:(06)9276602



x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華

路230號
 E-mail:cathy wu168@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謝霞天作 978-986-01-5873-1 投荒集

9712 高世澤作 978-986-01-5874-8 詩索海洋

9712 王國裕總編輯 978-986-01-6417-6 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論文輯. 第七屆

9712 楊子儀作 978-986-01-6603-3 楊子儀書法作品集

9712 吳巧惠執行編輯 978-986-01-6725-2 景太藍: 菊島文藝營活.動.成.果.專.輯. 第四屆

9712 顏美麗總編輯 978-986-01-6981-2 澎湖縣美術家聯展. 97

9712 王國裕總編輯 978-986-01-7307-9 澎湖開拓館5週年特刊. 96.07-97.06

總計: 7種 14冊

澎縣沙港國小 連絡人:鄭謙遜 電話:(06)9210087 傳真:(06)9216863

郵遞區號:885
地址:澎湖縣湖西鄉鼎灣

村75號
 E-mail:webr.a420@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碧蓮, 鄭謙遜編撰 978-986-01-7420-5 澎湖的禾草

總計: 1種 2冊

澎縣府 連絡人:黃玲萍 電話:(06)9274400e 傳真:(06)9279134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治平

路32號
 E-mail:fs20117@mail.penghu.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長興撰稿 978-986-01-6558-6 澎湖桶盤嶼地質公園資源手冊

9712 澎湖縣政府計畫室編輯 978-986-01-6871-6 澎湖縣政府研究發展選輯. 97年度

總計: 2種 4冊

澎縣花嶼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9991740

郵遞區號:882
地址:澎湖縣望安鄉花嶼

村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國揚撰文 978-986-01-7054-2 西瀛彩蝶: 認識澎湖的蝴蝶學生學習手冊



x

總計: 1種 2冊

澎縣農漁局 連絡人:李尚屏 電話:(06)9262620e 傳真:(06)9275578

郵遞區號:88049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新營

路477號
 E-mail:phaf0007@msl.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鄭鍚欽, 劉淑玲, 胡俊傑 978-986-01-6556-2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留區暨離島海域旅遊分級宣導手冊

總計: 1種 2冊

潘枝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229685

郵遞區號:90047
地址:屏東市林森路東三

段10-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潘枝鴻作] 978-957-41-5270-4 潘枝鴻散文.畫集. 3

總計: 1種 1冊

潘達多媒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91206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

路三段153號3樓
 E-mail:lochiungyu@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Lo,Chiung-Yu 978-986-80507-3-0 新初學漢字

總計: 1種 1冊

廣悅文化 連絡人:高佩瑜 電話:(04)22421268 傳真:(04)22425306

郵遞區號:40652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熱河

路三段1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高煥堂著 978-986-82170-8-9 Google Android與物件導向技術

9801 高煥堂, 李立文著 978-986-82170-9-6 Google Android應用軟體架構設計

9801 高煥堂著 978-986-84946-0-2 Google Android1.0應用框架原理與程式設計36技

總計: 3種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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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達文化 連絡人:郭豐偉 電話:(02)27283588 傳真:(02)27264126

郵遞區號:1107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中坡

南路287號5樓
 E-mail:siraviko@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劉博著 978-957-713-348-9 老二的智慧: 歷代開國功臣

9605 吳冠華著 978-957-713-349-6 當代經濟學大師的3堂課

9705 葉舟編著 978-957-713-359-5 莊子的智慧

9706 葉舟編著 978-957-713-360-1 老子的智慧

9710 葉舟編著 978-957-713-361-8 易經的智慧

9707 張程著 978-957-713-381-6 禪讓: 中國歷史上的一種權力遊戲

9707 秦漢唐著 978-957-713-385-4 歷代后妃宮闈傳奇

9709 秦漢唐著 978-957-713-386-1 歷代后妃權力之爭

9708 耿文國作 978-957-713-387-8 李嘉誠50年經商哲學

9708 婷婷作 978-957-713-388-5 破壞感情的45句蠢話: 蠢話,阻礙人際關係的地雷

9707 張雲風作 978-957-713-389-2 赤壁之戰

9711 鳳娟著 978-957-713-390-8 大明叛降吳三桂

9710 戴宗立著 978-957-713-391-5 鐵膽英雄趙子龍

9712 陶濤作 978-957-713-392-2 謝謝的力量: 成就自己的第一堂必修課

9801 郝鳳娟著 978-957-713-398-4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總計: 15種 15冊

廣達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邱惠儀 電話:(02)28821612 傳真:(02)28826349

郵遞區號:11170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後港

街116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李雅妍撰文 978-986-84245-1-7 廣達游於藝Niki的心靈城堡兒童導覽手冊. 2008

總計: 1種 1冊

摩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32025

郵遞區號:1069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

南路620-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吳怡璁作 978-986-84625-0-2 臨床視光學

9802 吳怡璁作 978-986-84625-1-9 臨床視光學. 二, 又名, 驗光學. 二

總計: 2種 2冊

養火雞協會 連絡人:楊惠如 電話:(04)24839433 傳真:(04)24833324

郵遞區號:41246
地址:臺中縣大里市中興

路二段671巷1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慶華等編撰 978-986-84828-0-7 國產火雞肉食譜

總計: 1種 1冊

蔡仁德 連絡人: 電話:0931907763 傳真:(06)2990447

郵遞區號:708
地址:臺南市建平七街

677號12樓之20
 E-mail:tspeter@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柯主恩作 978-957-41-5949-9 戰勝恐懼

總計: 1種 1冊

蔡佩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13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20

號
 E-mail:tsaipl@mcl.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蔡佩玲著 978-957-41-5115-8 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事業研究

總計: 1種 1冊

蔡靖彥 連絡人:蔡靖彥 電話:(05)2276950 傳真:(05)2275950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崇文街175

巷1號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蔡靖彥, 蔡百欣, 蔡百榮

編著
978-957-41-5143-1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97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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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蔡靖彥, 蔡百欣, 蔡百榮

編著
978-957-41-5882-9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98年版

總計: 2種 2冊

蔡墩銘 連絡人:林月麗 電話: 傳真:(02)23314416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懷寧街92號

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蔡墩銘編著 978-957-41-5938-3 資訊與法律

9712 蔡墩銘編著 978-957-41-5937-6 資訊與法律

總計: 2種 2冊

輪彥國際 連絡人:陳柏如 電話:(04)7350500 傳真:(04)7357860

郵遞區號:50095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自強

路193號
 E-mail:daphne@mail.wheelgia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柏如副總編輯 978-986-82510-5-2 50超人氣自行車道騎透透

總計: 1種 2冊

歐巴尼基金會 連絡人:鄭仰修 電話:(02)23568251 傳真:(02)23568257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

東路一段83號16樓
 E-mail:shinghen@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進修等作 978-957-29353-7-8 回首SARS

總計: 1種 1冊

歐萊禮 連絡人:鄭珊珊 電話:(02)27099669 傳真:(02)2703880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復興南路一

段295巷21號1樓
 E-mail:sandy@oreill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Brian Kernighan等原著;

陳建勳編譯
978-986-6840-19-7

美麗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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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5
Andrew Stellman, Jennifer

Greene[著]; 楊仁和譯
978-986-6840-20-3

深入淺出C

9706
Dan Pilone, Russell Miles[

原著]; 楊仁和編譯
978-986-6840-21-0

深入淺出軟體開發

9707

David Flanagan, Yukihiro

Matsumoto原著; 蔣大偉

編譯

978-986-6840-22-7

Ruby程式設計

9706
Scott Berkun等原著; 陳

建勳編譯
978-986-6840-23-4

讓事情發生: 專案管理之美學

9707
Michael Morrison[原著];

莊惠淳編譯
978-986-6840-24-1

深入淺出JavaScript

9708
Chris Tyler原著; 莊弘祥

譯; 蔣大偉編
978-986-6840-25-8

X Window超級工具

9709

Bryan Basham, Kathy

Sierra, Bert Bates[原著];

楊仁和編譯

978-986-6840-26-5

深入淺出Servlets與JSP

9703
Douglas Crockford原著;

莊惠淳編譯
978-986-6840-27-2

JavaScript: 優良部份

9710

Randal L. Schwartz, Tom

Phoenix, Brian D. Foy原

著; 蔣大偉編譯

978-986-6840-28-9

Perl學習手冊

9711
Rebecca M. Riordan[原

著]; 楊仁和編譯
978-986-6840-29-6

深入淺出Ajax

9712
Mark Lutz原著; 陳建勳

譯; 蘇秉豐編
978-986-6840-30-2

Python學習手冊

總計: 12種 12冊

播種者 連絡人:錢滿姿 電話:(02)27845369 傳真:(02)27845358

郵遞區號:1065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

南路二段9號10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石婉舜, 柳書琴, 許佩賢 978-957-696-644-6 帝國裡的『地方文化』: 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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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墨刻 連絡人:張芸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0779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

東路二段141號9樓
 E-mail:yvonnek@m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墨刻出版編輯部作.攝影 978-986-6887-57-4 文化週遊. 2008

9702 吳素馨等作.攝影 978-986-6887-62-8 北京

9705
李欣怡等作; 李美玲等

攝影
978-986-6887-72-7

義大利

9705 MOOK編輯室撰文.攝影 978-986-6887-74-1 北京一本就GO

9706 艾莉圖.文 978-986-6887-75-8 就是[]哥本哈根

9706
許斐莉,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978-986-6887-76-5

搭火車玩歐洲

9706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

影組攝影
978-986-6887-77-2

北京5天4夜: 自由行

9706
郭瑋芬, 謝明蓉, 林秋■

作; 周治平等攝影
978-986-6887-79-6

紐約

9706 郭燕如主編 978-986-6887-80-2 玩臺灣兜風路線20條

9706
牟秀茵等作; 李美玲, 莊

明穎, 鍾家瑄攝影
978-986-6887-83-3

西班牙

9708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

影組攝影
978-986-6887-86-4

上海5天4夜: 自由行

9708
江明麗, 墨刻編輯室作;

周治平, 墨刻攝影組攝
978-986-6887-89-5

雲南桂林: 山水紀行

9708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

影組攝影
978-986-6887-90-1

舊金山.洛杉磯.拉斯維加斯.西雅圖5天4夜: 自由行

9708
吳素馨等作; 周治平等

攝影
978-986-6887-91-8

和風五感之旅

9709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

影組攝影
978-986-6887-92-5

峇里島5天4夜

9709 郭燕如主編 978-986-6887-93-2 花蓮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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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黃千珮作; 周治平攝影 978-986-6887-95-6 大阪神戶

9710
郭瑋芬, 牟秀茵, 林玉緒

作; 李美玲等攝影
978-986-6887-96-3

越南

9710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

影組攝影
978-986-6887-98-7

北海道5天4夜

9711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

影組攝影
978-986-6500-01-5

泰國

9711
彭欣喬等作; 李美玲, 汪

雨菁攝影
978-986-6500-02-2

斯里蘭卡.馬爾地夫

9711
江明麗等作; 周治平等

攝影
978-986-6500-04-6

馬來西亞

9712
黃千珮等作; 周治平等

攝影
978-986-6500-11-4

日本玩樂一整年

9801 墨刻編輯部作.攝影 978-986-6500-13-8 香港潮遊101

9801
蔣育荏作; 周治平, 吳素

馨攝影
978-986-6500-14-5

福建

9803 林開富主編 978-986-6500-15-2 阿里山72小時這樣最好玩

9802 MOOk編輯部作 978-986-6500-16-9 日本幸福小吃旅行團: 開懷大口吃美食,今天就出發!

9802 張子午作; 周治平攝影 978-986-6500-17-6 愛爾蘭

總計: 28種 57冊

數位人資訊 連絡人:李素秋 電話:(02)82261319 傳真:(02)82261185

郵遞區號:23511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

路738號7樓-2
 E-mail:Mike@netz.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楊姮稜著 978-986-7226-88-4 幸福密碼: 寵物行為心理學

9701 木村典昭著; 江裕真譯 978-986-6690-02-0 控制成本賺錢術

9704 數位人編輯部著 978-986-6690-08-2 開店裝潢聖經

9703 Caty等作 978-986-6690-17-4 環島千元民宿. 2

9710 數位人編輯部編著 978-986-6690-39-6 婚禮籌備指南

9710 數位人研究室作 978-986-6690-40-2 公司籌備百科

9712 安信[]著; 伊素繪; 兩兩 978-986-6690-44-0 謝謝你,我的愛



9712 上海偉雅, 思踐著 978-986-6690-46-4 阿里巴巴的成功網商

總計: 8種 9冊

數位典藏數位核心平臺計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81638

郵遞區號:11529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

院路二段128號 中研院

資訊所

 E-mail:catalog@gates.cin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怡璇總編輯

978-986-01-7419-9
創作集. 2009: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成果入口網導覽專

刊. 1

總計: 1種 5冊

數位壹零壹網路科技 連絡人:林湘穎 電話:(04)22979877 傳真:(04)22979876

郵遞區號:10355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

路一段66號11樓
 E-mail:vip-service@58168.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楊雅筑總編輯 978-986-82052-5-3 國民旅遊卡優良特約商店年鑑. 2009

總計: 1種 1冊

稻田 連絡人:高志峰 電話:(02)29262805 傳真:(02)29249942

郵遞區號:23448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正

路660號5樓
 E-mail:dowtien@ms4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2 梁志援著 978-986-7248-85-5 少年思維訓練叢書. 第一輯

9611 林以衡文; 黃丁盛攝影 978-986-7248-90-9 日治時期. 2, 日本統治下的抗日運動

9610 郭雄軍, 蕭惠雅著 978-986-7248-99-2 到澎湖遊學: 徜徉海天一色/出入古蹟人文

9610 郭雄軍, 林婷婷, 張春蕙 978-986-6749-04-9 到北橫遊學: 走讀復興山景/悠遊泰雅風情

9611 梁志援著 978-986-6749-11-7 和孩子一起學習正面思維

9611 陳炳容等作 978-986-6749-12-4 金門學叢刊. 第一輯

9611 黃振良等作 978-986-6749-13-1 金門學叢刊. 第三輯

9611 姚儀敏著 978-986-6749-17-9 字字計較

9611 978-986-6749-18-6 輕鬆讀水滸傳: 作文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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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 王建四著 978-986-6749-19-3 服裝應該這樣賣: 88個銷售絕招上午學完下午就能用

9704 梁志援著 978-986-6749-24-7 和孩子一起學習成功習慣

9705 李梅蘭, 申雅平著 978-986-6749-25-4 媽媽用心陪讀,十個月考上政大

9709 梁志援著 978-986-6749-33-9 和孩子一起學習全球視野

9709 梁志援著 978-986-6749-34-6 和孩子一起學習人際關係

9709 梁志援著 978-986-6749-35-3 和孩子一起學習健康管理

9709 陳銘磻著 978-986-6749-36-0 青雲有路志為梯: 劉明創傳

9710 李赫文; 邢本萱圖 978-986-6749-37-7 像蟑螂一樣地活著

9709 Chen Ming Pan 978-986-6749-38-4 A great ambition is the key to the door of success

總計: 18種 22冊

黎明文化 連絡人:吳昭平 電話:(02)23821152 傳真:(02)23821244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49號3樓
 E-mail:liming2f@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中斌作 978-957-16-0781-8 偶爾言中: 林中斌前瞻短評

總計: 1種 1冊

黎時國 連絡人: 電話:(02)23259904 傳真:(02)23250144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金湖

路367巷3弄16號
 E-mail:luly@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11 黎時國作 978-957-41-3205-8 健康沒有捷徑: 認識好轉反應

9601 黎時國作 978-957-41-4277-4 話說天地方圓普洱茶. 壹, 喝茶樂

9604 黎時國作 978-957-41-4485-3 話說天地方圓普洱茶. 貳, 藏茶趣

9611 黎時國作 978-957-41-5043-4 一定瘦

9801
黎時國, 何秋格作

978-957-41-6008-2
朋友是互相利用的!!: 朋友是幹什麼的?: 與老茶房對話

實錄

總計: 5種 5冊

德芳亞太研究發展協會 連絡人:吳玉菁 電話:(02)27048253 傳真:(02)27047584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345號7樓
 E-mail:acc@forum-essenzia.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Monika Werner, Ruth von

Braunschweig作; 李文媛,

蔡慈皙, 葛偉芬翻譯

978-986-85003-0-3

芳香療法實證學

總計: 1種 1冊

德威國際文化 連絡人:曹小姐 電話:(02)89147746 傳真:(02)89147426

郵遞區號:1007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

西路一段30號3樓
 E-mail:theway.a1688@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李琳作 978-986-6845-90-1 最新圖解全身按摩: 推拿療法的63種神奇功效

9801 王偉峰作 978-986-6845-91-8 中外歷史名將之謎

9712
羅伯特.柯里爾(Robert

Collier)原著; 溫筱婷編譯
978-986-6845-93-2

東方大師的驚人智慧

9801
約翰.朱勒斯(John. Jules)

原著; 詹鎮川編譯
978-986-6845-96-3

地球超市eBay: 世界最著名拍賣網站

9802 王郁芳作 978-986-6845-97-0 給生命中的49個體驗

9801
班傑明.富蘭克林等原

著; 陳書凱編譯
978-986-6845-98-7

世界最經典的勵志奇書

9801 李琳作 978-986-6845-99-4 最新圖解針灸療法: 針灸療法的93種神奇療效

9801
狄克遜.韋克特(Dixon

Wector)原著; 秦傳安編
978-986-6498-00-8

經濟大蕭條時代

9802
海倫.凱勒等原著; 陳書

凱編譯
978-986-6498-05-3

世界最感人的女性傳記

9802 孫泉作 978-986-6498-01-5 狐智

9802
羅伯特.柯里爾(Robert

Collier)原著; 陳皓偉編譯
978-986-6498-02-2

生命中的磁石: 一本詮釋吸引力法則的魔法書

9802 蘇勝宏作 978-986-6498-03-9 兩岸常用詞語對照手冊

9803 楊道文作 978-986-6498-04-6 圖解人體經絡寶鑑

9801 史晟作 978-986-6498-06-0 最新圖解頭部按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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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陳志剛作 978-986-6498-07-7 世界最完美的說話術

9803 林書偉作 978-986-6498-08-4 不可不讀的22部勵志經典

9803 李育達作 978-986-6498-09-1 改變一生的88句話

9803
威利.波斯特(Wiley Post)

作; 詹鎮川譯
978-986-6498-11-4

寶馬之路BMW: 世界最完美的駕駛工具

總計: 18種 18冊

衛生署 連絡人:陳穎怡 電話:(02)23210151 傳真:(02)23979148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林森

北路80號
 E-mail:plyic333@do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衛生署生技產品

諮詢窗口著
978-986-01-5626-3

生技產品諮詢窗口Q&A. 2008

9710 何振忠等主編 978-986-01-5857-1 心的召喚.愛的回響: 第十七、十八屆醫療奉獻獎得主

總計: 2種 3冊

衛生署中央健保局 連絡人:徐淑芬 電話:(02)27065866 傳真:(02)27029964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

14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中央健康保險局編著 978-986-01-7655-1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總計: 1種 2冊

衛生署中醫藥會 連絡人:翁碧苑 電話:(02)25872121 傳真:(02)2391489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雙城街6號  E-mail:ykuo@ccm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建霖編著 978-986-01-5928-8 產後缺乳之中醫藥典籍彙編

9712 張賢哲編著 978-986-01-5929-5 華佗中藏經之研究

9712 林宜信總編輯 978-986-01-5947-9 中藥辨識科技人才:  中草藥安全及紮根教育研討會彙

9712 林宜信主編 978-986-01-6141-0 建構中醫整體臨床教學體系的回顧與前瞻

9712 林宜信總編輯 978-986-01-6142-7 中藥GMP廠品質確效培訓參考指導手冊彙編

9712 林宜信主編 978-986-01-6759-7 建構中醫整體臨床教學體系計畫論文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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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林宜信主編 978-986-01-6858-7 中醫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英文摘要彙編. 九十六年

9712 林宜信總編輯 978-986-01-6931-7 中藥材實用手冊: 常見藥材圖鑑

總計: 8種 23冊

衛生署自殺防治中心 連絡人:吳貞儀 電話:(02)25550500 傳真:(02)25505065

郵遞區號:103
地址:臺北市鄭州路40號

3樓
 E-mail:tspcmail@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明濱主編; 張家銘等 978-986-01-6481-7 陪你渡過傷慟: 給失去摰愛的朋友

總計: 1種 2冊

衛生署疾管局 連絡人:陳倩君 電話:(02)27850513 傳真:(02)2651185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林森

南路6號
 E-mail:libchien@cd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編
978-986-01-6061-1

瘧疾預防及治療用藥指引

97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編
978-986-01-6151-9

傳染病防治法規彙編

97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編
978-986-01-6805-1

法定傳染病監測工作指引

總計: 3種 6冊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連絡人: 電話:(04)22251141 傳真:(04)22291403

郵遞區號:242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長青

街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 臺灣生殖醫學會著
978-986-01-5506-8

我們好想懷孕上天最美的禮物

9712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 臺灣生殖醫學會著
978-986-01-5507-5

做人成功如何有個寶貝



9712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著
978-986-01-6264-6

國民中學學生健康行為調查報告. 民國95年

9712
職場健康促進暨菸害防

制輔導中心編
978-986-01-6563-0

職場健康促進操作手冊

9712 林東燦等作; 林凱信主 978-986-01-7348-2 莎希米亞: 海洋性貧血照護手冊

9801
龍芝寧等編撰; 李淑卿

等主編
978-986-01-7486-1

元氣青春: 青少年戒菸教育叢書

總計: 6種 12冊

衛生署嘉南療養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797659

郵遞區號:717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中山

路870巷80號
 E-mail:d88904@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歐陽文貞, 林俞仲主編 978-986-01-7443-4 老人精神醫療教育手冊

總計: 1種 2冊

磐石基督教會 連絡人:蘇蘭雅 電話:(06)3312136 傳真:(06)3312137

郵遞區號:70163 地址:臺南市裕文路55號  E-mail:rockchurch_tw@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愛德華.米勒(Edward

Miller)講道; 磐石基督教

會彙編

978-986-84124-1-5

讚美

總計: 1種 1冊

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金會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

路10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財團法人磐安智慧財產

教育基金會編
978-986-84872-3-9

我所認識的劉江彬

總計: 1種 1冊



e

磐虹科技 連絡人:吳芬芳 電話:(04)26323877 傳真:(04)26323730

郵遞區號:43449
地址:臺中縣龍井鄉遊園

北路551號
 E-mail:panhorn@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郭立昌著 978-986-83462-6-0 愛的話語

總計: 1種 1冊

滕王閣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24998

郵遞區號:2356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

路33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胡達霄編著 978-986-80947-5-8 詞人的故事

總計: 1種 1冊

劉泰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6841
地址:苗栗縣西湖鄉四湖

村大竹圍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劉泰祥作 978-957-41-5855-3 撬冬: 客家七字諺語

總計: 1種 2冊

編譯館 連絡人:鄧淑靜 電話:(02)33225558 傳真:(02)23629256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179號
 E-mail:sue@mail.nic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范銘如編著 978-986-01-6193-9 穿過荒野的女人

9712 陳芳明編著 978-986-01-6194-6 約會

9712 郝譽翔編著 978-986-01-6195-3 袋鼠族物語

9712 范銘如編著 978-986-01-6196-0 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

9712 向陽編著 978-986-01-6197-7 春天在我血管裡歌唱

9712 向陽編著 978-986-01-6198-4 太平洋的風

9712 李敏勇編著 978-986-01-6199-1 天門開的時候



e

9712 李敏勇編著 978-986-01-6200-4 我有一個夢

9712 吳晟編著 978-986-01-6201-1 遊戲開始

9712 路寒袖編著 978-986-01-6202-8 狂歌正年少

9712 楊翠編著 978-986-01-6203-5 希望有一天

9712 楊翠編著 978-986-01-6204-2 美麗的陷阱

9712 范銘如等編著 978-986-01-5866-3 青少年臺灣文庫: 文學讀本. II

總計: 13種 50冊

樂活文化 連絡人:黃清泰 電話:(02)27036108 傳真:(02)27014807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延吉

街233巷3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下野正希著; 賴貞秀, 本

多雪譯
978-986-84653-7-4

釣魚人養成書

9801 內山雅博監修; 霍立桓 978-986-84653-8-1 輕鬆跑馬拉松

總計: 2種 2冊

澹廬書會 連絡人:康志嘉 電話:(02)89218915 傳真:(02)89218917

郵遞區號:24158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谷王

北街141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廖錫淵等編輯 978-986-80859-3-0 翰墨風華: 澹廬書會八十大展暨全國書法比賽展

總計: 1種 1冊

親親文化 連絡人:王元容 電話:(02)22397890 傳真:(02)22392790

郵遞區號:11653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和

街8號9樓
 E-mail:patricia5898@ms4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陳玉珊作 978-986-6801-40-2 製皂快樂DIY

9803 何佳芬作; 麥汀攝影 978-986-6801-41-9 博物館開門

9804 孫婉玲作; 張義文攝影 978-986-6801-42-6 廚房裡好幫手

9806 沈幼梅作; 林柏昌攝影 978-986-6801-43-3 蝴蝶飛呀飛



9807
王元容作; 張義文, 郭世

■攝影
978-986-6801-44-0

大家來洗澡

總計: 5種 5冊

龍山顧問 連絡人:陳英士 電話:(07)3598768 傳真:(07)3598769

郵遞區號:81368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慈

路170巷29號
 E-mail:yinshih@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英士著 978-986-82429-1-3 資訊和通訊科技基礎建設管理系統(ICTIMS)

總計: 1種 1冊

龍馬文化 連絡人:黃鈴珊 電話:(05)6622419 傳真:(05)6628940

郵遞區號:63363
地址:雲林縣土庫鎮大荖

里31號
 E-mail:ps02613.w851124@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4 雪安著 978-986-6685-23-1 迷情記

9501 Gmy著 978-986-7498-93-9 執念

9502 浮雅著 978-986-7498-99-1 天水碧

9503 珂笙著 978-986-7063-05-2 天驕公子

9503 風過無痕著 978-986-7063-07-6 水留沙

9505 七七著 978-986-7063-15-1 忘卻香

9505 春暖花開著 978-986-7063-23-6 跟著春天到你身邊

9508 風之羽著 978-986-7063-25-0 夢回迴夢

9605 麥元初著 978-986-7063-72-4 家奴

9607 香品紫狐等人著 978-986-7063-75-5 醉憶花語. 四

9611 聖者著 978-986-7063-87-8 和親尚書

9612 小十四著 978-986-6685-01-9 還如一夢中

9612 小十四著 978-986-6685-00-2 還如一夢中

9705 暗雲天著 978-986-6685-02-6 瀟湘公子

9612 公子歡喜著 978-986-6685-03-3 微臣

9611 偷眼霜禽著 978-986-6685-04-0 薄倖消得有青玉

9701 姬泱著 978-986-6685-05-7 芙蓉思



9703 爆琦著 978-986-6685-06-4 白痴也做攻

9701 藍剎著 978-986-6685-07-1 墮塵月神

9701 梨花著 978-986-6685-09-5 強扭的瓜也會甜

9701 梨花著 978-986-6685-08-8 強扭的瓜也會甜

9702 風過無痕著 978-986-6685-10-1 情迷惡質牛郎

9702 米洛著 978-986-6685-11-8 情獵冒牌總裁

9702 風之羽著 978-986-6685-12-5 情誘翹家王爺

9703 珂笙著 978-986-6685-14-9 流雲逐月

9703 公子歡喜著 978-986-6685-15-6 那些風花雪月

9702 Apple著 978-986-6685-16-3 情定冒牌少爺

9702 香品紫狐著 978-986-6685-17-0 家有狐狸精

9512 黃育珍著 978-986-6685-18-7 為了學生,一切都值得

9703 暗雲天著 978-986-6685-19-4 子債父償

9704 梨花著 978-986-6685-21-7 人臣

9704 梨花著 978-986-6685-20-0 人臣

9704 藍剎著 978-986-6685-22-4 孽緣

9604 雪安著 978-986-6685-23-1 迷情記

9705 風過無痕著 978-986-6685-24-8 尋妖記之點凝紅

9705 香品紫狐著 978-986-6685-25-5 校園暴君

9708 姬泱著 978-986-6685-26-2 流水浮燈

9705 女兒亭著 978-986-6685-27-9 把愛踹出來

9706 梨花著 978-986-6685-29-3 果子棋緣

9707 香品紫狐等人 978-986-6685-30-9 醉憶花語. 五

9706 珂笙著 978-986-6685-31-6 月明何處

9706 公子歡喜著 978-986-6685-32-3 豔鬼

9709 曉霧著 978-986-6685-33-0 縱使相逢

9707 梨花著 978-986-6685-34-7 老婆奴

9706 Apple著 978-986-6685-35-4 愛上美男管家

9708 小十四著 978-986-6685-36-1 狼子野心

9707 風過無痕著 978-986-6685-38-5 廉價情人

9707 香品紫狐著 978-986-6685-39-2 黑道情緣

9709 女兒亭著 978-986-6685-41-5 霸王龍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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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 凌影著 978-986-6685-43-9 美人送我靈芝草

9708 聖者著 978-986-6685-45-3 情傾武皇

9709 梨花著 978-986-6685-46-0 緣來是朱

9710 樊落著 978-986-6685-49-1 醉釣金龜

9710 凌影著 978-986-6685-50-7 紅粉翩翩

總計: 54種 55冊

龍鳳凰國際開發 連絡人:莊昆明 電話:(02)23026655 傳真:(02)23060959

郵遞區號:1006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西藏

路60號2樓
 E-mail:odcpa@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莊昆明著

978-986-6639-02-9
中國大陸投資財經知識須知: 中國企業所得稅規劃與

結算申報實務

9801
莊昆明著

978-986-6639-06-7
中國大陸投資財經知識須知系列: 中國會計制度與會

計準則

總計: 2種 2冊

龍騰文化 連絡人:楊思柔 電話:(02)22999063 傳真:(02)22995311

郵遞區號:24890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股

工業區五權七路1號
 E-mail:slo_ya@lungte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王韻芳等編著 978-986-217-127-1 國文考前衝刺. 主題篇

9711 初碧華作 978-986-217-131-8 餐旅英文與會話

總計: 2種 2冊

諾亞方舟傳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735678

郵遞區號:1068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85號7樓B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王婉霏作 978-986-84763-0-1 霏常美人: 王婉霏的私家美麗秘笈

總計: 1種 2冊



螢火蟲 連絡人:游雅惠 電話:(02)29650677 傳真:(02)29681062

郵遞區號:22055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明德

街3巷7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賴慶雄主編 978-986-7999-92-4 智慧閱讀

9802 賴慶雄主編 978-986-7999-93-1 字音字形競賽闖關勝典

9801 賴慶雄編著 978-986-7999-94-8 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觀. 2

9801 賴慶雄主編 978-986-7999-96-2 智慧閱讀

總計: 4種 4冊

憲業企管 連絡人:陳美珠 電話:(02)27620162 傳真:(02)27620377

郵遞區號:1056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四段36巷60號2樓
 E-mail:tp9099@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黃憲仁編著 978-986-6945-93-9 連鎖店操作手冊

9610 黃憲仁, 任賢旺編著 978-986-6945-94-6 店員操作手冊

9610 章煌明編著 978-986-6945-98-4 企業經營計畫

9612 林永恆編著 978-986-6945-99-1 培訓師的現場培訓技巧

9610 黃憲仁編著 978-986-6704-00-0 店長操作手冊

9610 劉子龍編著 978-986-6704-01-7 只為成功找方法,不為失敗找藉口

9611 章煌明編著 978-986-6704-02-4 各部門年度計畫工作

9611 章煌明編著 978-986-6704-03-1 各部門編制預算工作

9611 段正宇編著 978-986-6704-04-8 不景氣時期,如何開發客戶

9611 任賢旺編著 978-986-6704-05-5 售後服務處理手冊

9611 王振傑編著 978-986-6704-06-2 禪的管理大智慧

9611 李軍編著 978-986-6704-07-9 中醫養生手冊

9711 鄧崇文編著 978-986-6704-84-0 商品管理流程控制

9711 李家修編著 978-986-6704-86-4 企業併購案例精華

9711 黃憲仁編著 978-986-6704-87-1 如何推動目標管理

9711 曹利輝編著 978-986-6704-88-8 網路行銷技巧

9711 李軍編著 978-986-6704-89-5 為長壽做準備

9801 李智淵, 任賢旺編著 978-986-6704-90-1 客戶服務部工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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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陳立國, 黃憲仁編著 978-986-6704-91-8 如何開創連鎖體系

9801 吳倩如編著 978-986-6704-92-5 傳銷成功技巧

9802 段正宇編著 978-986-6704-93-2 如何鞏固客戶

9802 任賢旺編著 978-986-6704-94-9 確保新產品開發成功

9802 黃憲仁編著 978-986-6704-95-6 店長操作手冊

9801 李平貴編著 978-986-6704-96-3 總經理如何經營公司

總計: 24種 24冊

寰宇 連絡人:滕智康 電話:(02)27218138 傳真:(02)27113270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

路四段109號13樓
 E-mail:jacky@ifc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大衛.艾隆森(David

Aronson)著; 黃嘉斌譯
978-957-0477-82-5

讓證據說話的技術分析

9707
大衛.艾隆森(David

Aronson)著; 黃嘉斌譯
978-957-0477-81-8

讓證據說話的技術分析

9708 邱一平著 978-957-0477-83-2 技術分析. 首部曲

9708
Charles Gasparino作; 真

如譯
978-957-0477-84-9

風暴.醜聞.華爾街

9709
Richard R. Lindsey, Barry

Schachter著; 黃嘉斌譯
978-957-0477-85-6

我如何成為華爾街計量金融家

9710 大衛王著 978-957-0477-86-3 賺遍全球: 貨幣投資全攻略

9712
Thomas J. Dorsey著; 黃嘉

斌譯
978-957-0477-87-0

股票短線OX戰術

總計: 7種 7冊

靜宜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324175

郵遞區號:43301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

路2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編 978-986-7482-72-3 靜宜大學新興課程議題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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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大傳系 連絡人:邱誌勇 電話:(04)26328001 傳真:(04)26320288

郵遞區號:43301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

路200號
 E-mail:pu20680@p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鄭志文主編 978-986-7482-69-3 視覺影像數位媒體與科技文化學術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靜思文化 連絡人:羅月美 電話:(02)28989888 傳真:(02)28989889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

東路三段217巷7弄19號1

樓

 E-mail:stp@tzuch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袁瑤瑤作; 阮義忠攝影 978-986-6661-07-5 看見菩薩身影. 27, 吳東賢、孫若男

9801 靜思書齋編著 978-986-6661-12-9 志工筆記. 2008年.冬: 志工の智慧湯

總計: 2種 2冊

蕙風堂 連絡人:洪能仕 電話:(02)82214695 傳真:(02)82214697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一段77之1號
 E-mail:topline@cwi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張光賓著 978-986-7678-85-0 草書唐詩三百首

9712 吳鴻鵬編 978-986-7678-86-7 歐陽詢楷書集聖經

9712 吳鴻鵬編 978-986-7678-87-4 智永楷書集聖經

9802 鄭聰明編 978-986-7678-88-1 皇甫誕碑入門

總計: 4種 4冊

翰林 連絡人:吳嘉雯 電話:(06)2631188e 傳真:(06)2911270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南區新樂路

76號
 E-mail:joewen@hanl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秋炳等編輯 978-986-123-760-2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化學. 下



9801 陳秋炳等編輯 978-986-123-761-9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化學教師手冊. 下

9801 陳秋炳等編輯 978-986-123-762-6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下冊

9802 姚珩等編輯 978-986-123-778-7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物理. 下

9802 姚珩等編輯 978-986-123-779-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物理實驗活動手冊. 下

9802 姚珩等編輯 978-986-123-780-0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物理教師手冊. 下

9802 王琪等編輯 978-986-123-781-7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歷史. 下

9802 王琪等編輯 978-986-123-782-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歷史教師手冊. 下

9802 趙大衛等編輯 978-986-123-791-6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下

9802 趙大衛等編輯 978-986-123-792-3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教師手冊. 下

9802 趙大衛等編輯 978-986-123-793-0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錄簿. 下

9802
李新華等編撰; 汪中文

主編
978-986-123-794-7

小無敵國語辭典

9802 賴進貴等編輯 978-986-123-795-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應用地理. 下

9802 賴進貴等編輯 978-986-123-796-1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應用地理教師手冊. 下

總計: 14種 14冊

橄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32341949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蘿拉.史列辛格著; 趙怡

淵譯
978-957-556-582-4

孩子怎麼教?

9712

傑米.費南迪茲嘉瑞多

(Jaime Fernandez Garrido)

著; 陳曼玲等譯

978-957-556-589-3

標竿人生365: 每日金牌靈修

9710 高偉雄著 978-957-556-590-9 有傷害,沒傷痕

9711 施達雄著 978-957-556-591-6 在六樓牧羊: 老牧人的叮嚀

9711 毛瓊英著 978-957-556-592-3 這樣愛好不好

9712

羅伯遜.麥肯金(Robertson

McQuilkin)著; 林嘉芳, 林

意倫譯

978-957-556-593-0

在聖靈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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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比爾.強森(Bill Johnson)

著; 吳美真翻譯
978-957-556-594-7

當神介入

9801
查普曼夫婦(Steve&Annie

Chapman)著; 蕭暇麗翻譯
978-957-556-596-1

我可以跟你說真話嗎?: 夫妻必須溝通的十件大事

總計: 8種 8冊

樺豐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524827

郵遞區號:40753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大河

一巷三弄28號
 E-mail:print.er169@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王振輝作 978-986-82108-2-0 當代社會學理論

總計: 1種 1冊

橡樹林文化 連絡人:劉芸蓁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60914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monica_liu@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念萱著; 陳泳君繪圖 978-986-7884-91-6 貓咪塔羅算自己

9802
詹姆斯.唐傑婁(James

D'Angelo)著; 別古譯
978-986-7884-92-3

聲音的治療力量: 修復身心健康的咒語、唱誦與種子

音

9801 慈囊著 978-986-7884-93-0 觀世音菩薩妙明教示: 大手印、大圓滿雙運修持心要

9801 貝瑪仁增仁波切著 978-986-7884-94-7 世界心精華寶: 札昂林巴大伏藏師的傳奇與教法

總計: 4種 4冊

橘子文化 連絡人:張瑜珍 電話:(02)23774155 傳真:(02)23774355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

路二段213號4樓
 E-mail:nana@sanya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郝玲玲作 978-986-6890-45-1 玩創意哈布包

總計: 1種 1冊

橘井文化 連絡人:許翠玲 電話:(02)27085993 傳真:(02)2709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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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6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瑞安

街23巷4號2樓
 E-mail:medtoday@medtoda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張洪聲編著 978-957-9201-41-4 解開高血壓之謎

總計: 1種 1冊

醒吾技術學院觀光餐旅學連絡人:戈家仁 電話:(02)26015310 傳真:(02)26017593

郵遞區號:24452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粉寮

路1段101號
 E-mail:h111@mail.hw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鄭駿豪等著 978-957-28315-8-8 服務產業經營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第二屆

總計: 1種 1冊

臻品藝術文化 連絡人:楊閔閔 電話:(04)23233215 傳真:(04)23106122

郵遞區號:40351 地址:臺中市忠誠街35號  E-mail:gp2222@ms2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呂志賢資料彙整 978-957-8664-52-4 青春: 臻品十八週年策劃展

9710 978-957-8664-53-1 謎樣的真實

9712 [紀嘉華作] 978-957-8664-54-8 旅人

總計: 3種 3冊

曉園 連絡人:方小姐 電話:(02)23949937 傳真:(02)23417931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

福路三段333巷20號
 E-mail:ufaf0130@ms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胡萬■編著 978-957-12-0666-0 萬有旋力及萬有熾力

總計: 1種 2冊

墾丁國家公園 連絡人:林瓊瑤 電話:(08)8861321e 傳真:(08)8862046

郵遞區號:946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

路596號
 E-mail:jasper@kt.ktn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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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陳東瑤等作 978-986-01-6080-2 落鷹繽紛: 探尋鷹之驛: 滿州生態旅遊導覽手冊

9712 許裕苗, 陳東瑤, 周大慶 978-986-01-6081-9 風之頌: 亙古不朽的恆春半島民謠

總計: 2種 4冊

貓頭鷹 連絡人:何碧娟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87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蔡倩玟著 978-986-6651-39-7 美食考: 歐洲飲食文化地圖

9802 崔陟, 鄭紅著 978-986-6651-40-3 篆刻

9801 崔陟著 978-986-6651-42-7 書法

9710
克羅斯比(Alfred W.

Crosby)著; 鄭明萱譯
978-986-6651-43-4

哥倫布大交換: 1492年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

9801 霍爾著; 龐元媛譯 978-986-6651-44-1 圖解貓咪大百科

9801 林登.霍桑著;  陳郁綺譯 978-986-6651-45-8 世界的玫瑰花

9801 麥提森著; 劉藍玉譯 978-986-6651-48-9 蛇類圖鑑

9712
洛西可夫(Douglas

Rushkoff)著; 蔡承志譯
978-986-6651-49-6

大腦操縱: 行銷不能說的祕密

9802
林西莉(Cecilia Lindqvist)

著; 熊彪, 許嵐譯
978-986-6651-50-2

林西莉古琴的故事

9801

希爾(Steele Hill), 卡洛維

茨(Michael Carlowicz)著;

周玉文譯

978-986-6651-51-9

你從來沒看過的太陽

9802 妙卡卡著/繪圖 978-986-6651-53-3 戰國七貓

9803 戴昌鳳, 洪聖雯著 978-986-6651-55-7 臺灣珊瑚圖鑑

9802
凱因斯(Randal Keynes)

著; 洪佼宜譯
978-986-6651-59-5

達爾文,他的女兒與演化論

總計: 13種 13冊

積木文化 連絡人:陳志峰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979992

郵遞區號:11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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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弘兼憲史著; 賴庭筠譯 978-986-6595-04-2 弘兼憲史世界葡萄酒講座

9709 齊藤謠子著; 張秀慧譯 978-986-6595-06-6 齊藤謠子拼布圖樣設計156

9711 莫莉薊野著; Sora譯 978-986-6595-09-7 花貓幻語

9711 花岡瞳著; 王慧娥譯 978-986-6595-10-3 花岡瞳個性生活縫紉書

9711
金柏麗.伊蘭姆(Kimberly

Elam)著; 吳國慶譯
978-986-6595-11-0

設計幾何學: 發現黃金比例的永恆之美

9801 齊藤謠子作; 沙子芳譯 978-986-6595-12-7 齊藤謠子北歐拼布

總計: 6種 6冊

興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857329

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國光路250  E-mail:pudi@dragon.nc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

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

長庚大學研究發展處合

978-986-01-7287-4

大學國際化: 我國高等教育論壇

總計: 1種 2冊

興大植病系 連絡人:許瓊瑛 電話:(04)22840780 傳真:(04)22877585

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國光路250  E-mail:Plantp@nc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鴻章, 黃振文, 謝廷芳

編著
978-986-01-6590-6

永續農業之植物病害管理

總計: 1種 4冊

興大農資學院林管處 連絡人: 電話:(04)22840398 傳真:(04)22861455

郵遞區號:250 地址:臺中市國光路25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林重佑, 楊桂彬撰文編 978-986-01-6687-3 惠蓀風華

總計: 1種 2冊

興國管理學院企管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87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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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09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台江

大道3段6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曹聖豪等作 978-986-83759-2-5 新世代行銷管理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屆

總計: 1種 1冊

學易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48676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

路一段54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江國樑編著 978-986-83502-2-9 易學研究基礎與方法

9709 江國樑編著 978-986-83502-1-2 易學研究基礎與方法

總計: 2種 2冊

學貫行銷 連絡人:楊素蘭 電話:(02)23936329 傳真:(02)23225851

郵遞區號:1005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

南路一段27號3樓
 E-mail:service@mail.x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湜憶電腦知訊著; 吳清

輝主講
978-986-6800-48-1

乙級檢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

9709 楊中皇著 978-986-6800-53-5 網路安全: 理論與實務

9711 洪智成等編著 978-986-6800-61-0 科技管理實務

9710
艾伯特電通股份有限公

司著
978-986-6800-62-7

Quest 3D遊戲製作EZ Book

9710 李啟龍, 謝文軒著 978-986-6800-68-9 輕鬆學Flash Lite手機遊戲程式設計

9709
Soren Lauesen著; 曾俊儒,

張世敏譯
978-986-6800-69-6

人機介面設計

9709 陳惠貞, 陳俊榮著 978-986-6800-70-2 Visual Basic 2008程式設計

9709 陳惠貞, 陳俊榮著 978-986-6800-71-9 Visual C 2008程式設計

9711 吳毓恩著 978-986-6800-73-3 數位系統設計

9712 吳崇瑋著 978-986-6800-74-0 Maya專案創作教程

9711 張光煜著 978-986-6800-75-7 CoreIDRAW X4實用課程完全制霸



9712 陳會安著 978-986-6800-76-4 Visual Basic 2008程式設計實務教本

9712 吳聲毅著 978-986-6800-77-1 數位學習觀念與實作

9712 柯志亨等編著 978-986-6800-78-8 計算機網路實驗: 使用QualNet模擬工具實作

9801 戴江淮著 978-986-6800-79-5 GPS導航系統理論與實務

9801 奇想工坊著 978-986-6800-80-1 Windows Server 2008伺服器建置與管理

總計: 16種 16冊

學富文化 連絡人:蔡福根 電話:(02)23620918 傳真:(02)23622701

郵遞區號:1066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

東路二段118巷2弄20號
 E-mail:proededit@ms93.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王挺熙作 978-986-6624-12-4 醫學尋根之旅

總計: 1種 1冊

膳書房文化 連絡人:王心怡 電話:(02)27077487 傳真:(02)22441903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

南路一段141-8號9樓
 E-mail:gourmand@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梁瓊白作 978-986-6868-28-3 吃川菜要得

9712 洪銀龍作 978-986-6868-29-0 專家教你開素食餐廳

9801 梁瓊白作 978-986-6868-30-6 家常粵菜

9802 梁瓊白作 978-986-6868-31-3 餃子.餛飩一家親: 好吃70變

總計: 4種 4冊

豫衡聯中在臺校友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樂業

街108巷18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方開疆等編輯 978-986-84795-0-0 豫衡通訊

總計: 1種 2冊

濤石文化 連絡人:邱琦娟 電話:(05)2714478 傳真:(05)2714479



郵遞區號:60081
地址:嘉義市台斗街57-

11號3樓之1
 E-mail:waterstone@gig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高賓著 978-986-84387-2-9 學校中的遊戲治療能力、訓練模式與評量之研究

9712
施玉麗著

978-986-84387-3-6
親子遊戲治療對寄養家庭主要照顧者之口語反應及親

子互動之變化研究

總計: 2種 2冊

鴻順印刷 連絡人:吳清酆 電話:(07)3133481 傳真:(07)3162247

郵遞區號:8074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峰

街19號
 E-mail:aa.hopeso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0 林美珍編著; 曾期正繪 978-957-28149-5-6 蛇郎君

總計: 1種 2冊

鴻順印刷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162247

郵遞區號:8074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峰

街19號
 E-mail:qq.hopeso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林美珍編著; 陳實繪圖 978-957-28149-6-3 好鼻師和螞蟻

總計: 1種 2冊

鴻運知識科技 連絡人:于清 電話:(02)29479208 傳真:(02)29479409

郵遞區號:23579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自立

路66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冠宇作 978-986-84126-7-5 風水聖經. 2009

9710 陳冠宇編著 978-986-84126-8-2 祈福招財農民曆. 2009

9711 陳冠宇作 978-986-84126-9-9 四季發財黃曆. 2009

總計: 3種 3冊

鴻儒堂 連絡人:邱詩婷 電話:(02)23113810 傳真:(02)23612334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19號2樓
 E-mail:hjt903@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黃國彥, 趙姬玉編著 978-957-8357-92-1 日語基礎語法教室

總計: 1種 1冊

鴻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430384

郵遞區號:81356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新莊

一路133號21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林鴻喻編著 978-986-80515-8-4 悠然小提琴教本

總計: 1種 1冊

謝青山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1455
地址:高雄市仁武綁大灣

村大全2巷2-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謝青山著

978-957-41-5919-2
供應鏈管理系統之整合效益模式研究: 以臺灣高科技

電子業實證為例

9711
謝青山著

978-957-41-5920-8
電子製造業生產管理之診斷與分析: 以元山科技電子

工業(股)公司為例

總計: 2種 2冊

謝華東陶藝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9346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後豐

港3-1號
 E-mail:shd@mail.km.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1 謝華東作 978-986-82840-0-5 情深意濃: 謝華東陶藝集

總計: 1種 1冊

麋研筆墨 連絡人:楊淑凌 電話:(02)23776648 傳真:(02)2377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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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8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晉江

街50號4樓
 E-mail:midabook@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林于弘著 978-986-7836-25-0 光與影的對話: 語文教學新論

9710 黃明理著 978-986-7836-28-1 唐李邕葉有道神道碑硬筆臨寫. 行書. 3

9710 黃明理著 978-986-7836-30-4 清錢泳書歐陽脩晝錦堂記硬筆臨寫. 楷書

9710 黃明理著 978-986-7836-31-1 元趙孟頫玄妙觀重修三門記暨仇鍔墓碑銘硬筆臨寫.

總計: 4種 4冊

邀月文化 連絡人:胡月嬌 電話:(02)29301211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

路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mail:order@cresce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牧羊人著 978-986-143-331-8 妖狐魔法師

9710 紫陽著 978-986-143-332-5 魔甲

9710 異仙著 978-986-143-333-2 諸神末日

9710 酒聖著 978-986-143-335-6 逆脈小子

9710 電小二著 978-986-143-336-3 宅男闖異界

9710 唐十六著 978-986-143-337-0 超級煉寶王

9711 鬼聖著 978-986-143-344-8 魔獸教父

9711 魔師著 978-986-143-339-4 魔幻剪刀手

9711 黑戰士著 978-986-143-340-0 魔法航海王

9711 唐十六著 978-986-143-341-7 超級煉寶王

9711 電小二著 978-986-143-342-4 宅男闖異界

9711 酒聖著 978-986-143-343-1 逆脈小子

9711 異仙著 978-986-143-345-5 諸神末日

9711 唐十六著 978-986-143-346-2 超級煉寶王

9712 電小二著 978-986-143-357-8 宅男闖異界

9801 鬼聖著 978-986-143-360-8 魔獸教父

9712 鬼聖著 978-986-143-351-6 魔獸教父

9712 鬼聖著 978-986-143-350-9 魔獸教父

9801 異仙著 978-986-143-352-3 諸神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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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黑戰士著 978-986-143-362-2 魔法航海王

9712 黑戰士著 978-986-143-353-0 魔法航海王

9801 唐十六著 978-986-143-359-2 超級煉寶王

9712 唐十六著 978-986-143-354-7 超級煉寶王

9801 酒聖著 978-986-143-361-5 逆脈小子

9712 酒聖著 978-986-143-355-4 逆脈小子

9801 西貝貓著 978-986-143-363-9 魔鷹風暴

9801 唐十六著 978-986-143-364-6 超級煉寶王

9801 電小二著 978-986-143-365-3 宅男闖異界

9801 梵天著 978-986-143-366-0 異甲機關師

總計: 29種 29冊

營建署 連絡人:邱月圓 電話:(02)27721350 傳真:(02)87712399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八德路二段

342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候凱等撰文; 馮雙, 何

一先編輯
978-986-01-5946-2

國家重要濕地導覽手冊

9712 內政部營建署編著 978-986-01-6026-0 魅力城鄉二部曲

9712 劉正祥編輯 978-986-01-7667-4 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成果報告. 2008

總計: 3種 6冊

賽尚圖文 連絡人:蔡名雄 電話:(02)27388115 傳真:(02)27388191

郵遞區號:1067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臥龍

街267之4號1樓
 E-mail:mhtsai@tsais-ide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川菜烹飪事典>>編寫

委員會編著; 李新主編
978-986-83869-8-3

川菜烹飪事典

9704 駱進漢作; 蔡名雄攝影 978-986-83869-9-0 吃五色好氣色: 全家人的美味料理

9706 唐(Don Schumann)作 978-986-84261-0-8 玩味宿霧島

9704
<<品城>>編寫組編寫;

邱陽主編
978-986-84261-1-5

搜索南京: 時尚與傳統的60道文化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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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9706 <<品城>>編寫組編著 978-986-84261-2-2 搜索成都: 時尚與傳統的68道文化快餐

9707 王緝東著 978-986-84261-3-9 輕鬆品飲普洱茶

9707 唐(Don Schumann)圖文 978-986-84261-4-6 迷醉薄荷島

9708 陳祐松作; 蔡名雄攝影 978-986-84261-5-3 愛上幸福料理

9708 杜莉等著 978-986-84261-6-0 當筷子遇上刀叉: 看中西飲食文化比較

9709 潘薇編著 978-986-84261-7-7 輕鬆品飲烏龍茶

9709 熊四智著 978-986-84261-8-4 說食: 關於中華美食的十面解讀

9710 黃橙圖文 978-986-84261-9-1 美味石榴裙

9711 謝麗香口述; 吳秋瓊文 978-986-6527-00-5 謝麗香傀儡謝麗香: 從伍角船板還原出百態女人

9712 郭主義作; 蔡名雄攝影 978-986-6527-01-2 郭主義招牌川菜

總計: 14種 14冊

環保署 連絡人:陳靜容 電話:(02)23117722 傳真:(02)23754262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

路一段4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張晃彰總編輯

978-986-01-7418-2
全國資深績優清潔人員優良事蹟表揚專輯. 97年: 歡喜

心甘願做: 最令人感念的環保尖兵

總計: 1種 3冊

環保署環訓所 連絡人:李敏安 電話:(03)4020789e 傳真:(03)4020779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民族

路三段260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人員訓練所[編]
978-986-01-3358-5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規

9706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人員訓練所編
978-986-01-4571-7

水污染防治法規

9710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人員訓練所編
978-986-01-5136-7

環境用藥管理法規

總計: 3種 6冊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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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技術學院 連絡人:曾惠珠 電話:(05)5570866e 傳真:(05)5570869

郵遞區號:64063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嘉東

里鎮南路1221號
 E-mail:hui@ti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許慧珍著

978-986-6417-00-9
廣告訴求、媒體型式及產品涉入程度對男女網路廣告

態度的影響

總計: 1種 1冊

環輿 連絡人:何孟勳 電話:(02)66208181 傳真:(02)66206585

郵遞區號:1085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廣州

街189號5樓
 E-mail:mangshun@ema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環輿採訪編輯部編輯 978-986-6825-26-2 玩樂臺灣

9701 環輿採訪編輯部編輯 978-986-6825-25-5 玩樂臺灣

9712 環輿編輯部文字編輯 978-986-6825-42-2 宜花東

9801 陳昶文, 曾家鳳採訪編 978-986-6825-43-9 周休二日何處玩

9801 環輿編輯採訪編輯 978-986-6825-44-6 吃喝玩樂遊臺灣

9801 李亞俐等採訪編輯 978-986-6825-45-3 來去鄉下住一晚: 民宿旅遊工具書

9802 環輿編輯部文字編輯 978-986-6825-46-0 中彰投

總計: 7種 7冊

薪橋 連絡人:張雅嵐 電話:(02)23719128 傳真:(02)23117485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20號7樓
 E-mail:shichya.com@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25-9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26-6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理科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27-3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28-0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歷史科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29-7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理科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0-3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數學科(甲組)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1-0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97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2-7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數學科(乙組)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3-4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4-1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數學科(甲組)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5-8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6-5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7-2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歷史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8-9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39-6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40-2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理科

97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42-6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理科

9712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43-3 近五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9712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44-0 近五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總計: 19種 27冊

戴仁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179931

郵遞區號:33044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經國

路593號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戴仁文著 978-957-41-5277-3 戰勝樂理

9711 戴仁文著 978-957-41-5954-3 戰勝樂理(解答版)

總計: 2種 2冊

戴邁倫 連絡人:陳麗雪 電話:(02)29980470 傳真:(02)29987688

郵遞區號:11490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金湖

路401巷32號4樓
 E-mail:a0470.mail@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戴逸青作 978-957-41-6122-5 戴逸青樂曲

總計: 1種 4冊

蕭弘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忠孝路19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

9803 蕭弘德著 978-957-41-6156-0 世外桃源: 澳大利亞、紐西蘭: 歷史文化.留學.海外學

總計: 1種 2冊

蕭崑杉 連絡人: 電話:(02)33664407 傳真:(02)23691865

郵遞區號:1067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基隆

路三段40巷1弄6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蕭崑杉著 978-957-41-5880-5 推廣: 永續社會取向的知識傳播

總計: 1種 1冊

聯合大學資社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381388

郵遞區號:36003
地址:苗栗市恭敬里聯大

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張嘉琪等執行編輯 978-986-01-7184-6 資訊創新管理暨社會永續發展研討會論文全集. 第一

總計: 1種 1冊

聯想國際行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51272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71號8樓
 E-mail:samdy@brim.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林麗珍撰文; 邱炳耀攝 978-986-85034-0-3 不丹快樂的王國

總計: 1種 2冊

聯經 連絡人:李文元 電話:(02)27634300 傳真:(02)27567668

郵遞區號:23145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橋

路235巷1弄4號7樓
 E-mail:lknew.lee@udngroup.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洪麗完著

978-957-08-3176-4
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識: 臺灣中部平埔族群歷史變

遷. 1700-1900

9706 王立群著 978-957-08-3281-5 漢武帝: 王立群讀<<史記>>

9706 余英時著; 李彤譯 978-957-08-3291-4 十字路口的中國史學



9707 John Dunn著; 王晶譯 978-957-08-3292-1 為什麼是民主?

9707 吳炳鍾, 吳炳文著 978-957-08-3293-8 實用英語文法百科. 3, 動詞、時態、語態、語氣

9708 E. H. Gombrich著; 雨云 978-957-08-3301-0 藝術的故事

9710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著; 彭淮棟譯
978-957-08-3305-8

醜的歷史

9708 嚴長壽等著 978-957-08-3307-2 給社會新鮮人的10封信

9710 文庭澍著 978-957-08-3314-0 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 高級本

9709 思想編輯委員會編著 978-957-08-3326-3 社會主義的想像

9710
John Bumingham等著; 洪

蘭譯
978-957-08-3329-4

人人生而自由

9711
Lonely Planet公司編; 甘

銘等譯
978-957-08-3330-0

紐約

9711
Lonely Planet公司編; 賀

丹, 陶雪蕾譯
978-957-08-3331-7

巴黎

9711
Lonely Planet公司編; 范

英杰, 王莉, 黃景睿譯
978-957-08-3332-4

倫敦

9711 懷中著 978-957-08-3333-1 美國實用英語文法

9711 Yan, Coco著; 黃仁達攝 978-957-08-3334-8 澳門: 逛街地圖

9711
Richard Davenport-Hines

著; 呂玉嬋譯
978-957-08-3335-5

巴黎1922,普魯斯特

9710
西瓜哥哥, 吳啟騰, 楊天

厚文字; 林俐繪圖
978-957-08-3336-2

金門有喜

9710 陳盈帆圖.文 978-957-08-3337-9 祝福的酒

9710 陳小介文字; 林鴻堯繪 978-957-08-3338-6 我家開民宿

9710 蔡淑玲, 郭雄軍作 978-957-08-3339-3 在地遊學: 臺灣生活與文化全體驗

9712 曹若梅著 978-957-08-3345-4 中小學生必須認識的中國歷史人物

9711
Bob Duval, Carl Vigeland

著; 鄭家麟譯
978-957-08-3346-1

鮑伯.杜沃給青年高爾夫球手的信

9711
史坦恩(Lorenz von Stein)

著; 張道義譯注
978-957-08-3347-8

國家學體系: 社會理論

9711 黃德寬, 陳秉新著 978-957-08-3348-5 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



9801
李家同著; Nick Hawkins

譯; 周正一解析
978-957-08-3349-2

讀李家同學英文. 6, 李花村

9711 P. D. James著; 楊惠君譯 978-957-08-3350-8 謀殺之心

9712
Lonely Planet公司編; 張

娟娟, 馮劉譯
978-957-08-3351-5

河內和下龍灣

9712
Lonely Planet公司編; 周

昉晞譯
978-957-08-3352-2

舊金山

9711 詹慧君著 978-957-08-3353-9 花飄落我懷裡: 薰衣草森林兩個女生的幸福繪本

9712 季青著 978-957-08-3354-6 笑畫馬扁: 季青<<聯合報>>漫畫精選集

9801 邱德宏著; 王灝繪圖 978-957-08-3355-3 臺灣年俗

9712 賴瑞和著 978-957-08-3356-0 唐代中層文官

9712 張志和作 978-957-08-3357-7 熊貓的秘密

9712

芭比.普若博萊特(Barbie

Probert-Wright), 珍.李奇

(Jean Richie)合著 ;林貞

儀譯

978-957-08-3358-4

失蹤的小女孩

9712 揭陽著 978-957-08-3359-1 向世界錢進: 世界經濟新勢力,南方6強

9712

弗列德利希.邁浬克(Von

Friedrich Meinecke)著; 黃

福得譯注

978-957-08-3360-7

德意志的復興時代

9712 牛慶福著; 官月淑繪圖 978-957-08-3361-4 鄭成功

9801 李昂著 978-957-08-3363-8 七世姻緣之臺灣: 中國情人

9801

尤麗.策(Juli Zeh)著; 沃

夫岡.諾克(Wolfgang

Nocke)繪圖; 唐薇譯

978-957-08-3362-1

雪國奇遇

9801

高登.賓德(Gordon

Binder), 菲利浦.巴許

(Philip Bashe)著; 李隆生

978-957-08-3364-5

生技時代的新管理

9712
Brian W. Powle著; 穆思

婕譯
978-957-08-3365-2

這個好玩: 英國人為你寫的旅遊英文

9801
Lonely Planet特約作者群

著; 燕青聯合翻譯公司
978-957-08-3366-9

泰國



9801
黃金麟著

978-957-08-3367-6
戰爭、身體、現代性: 近代臺灣的軍事治理與身體

1895-2005

9801 Yan, Coco著; 黃仁達攝 978-957-08-3368-3 曼谷逛街地圖

9801
開平餐飲學校編著; 陳

靜宜撰稿採訪
978-957-08-3369-0

美味關係: 從餐飲學習出發

9801 張志和著 978-957-08-3371-3 我是大熊貓

9801
Chart Korbjitti著; 欒文華

譯
978-957-08-3370-6

判決

9801
蒲魯塔克(Plutarch)著; 席

代岳譯
978-957-08-3374-4

希臘羅馬英豪列傳

9801
蒲魯塔克(Plutarch)著; 席

代岳譯
978-957-08-3373-7

希臘羅馬英豪列傳

9801
蒲魯塔克(Plutarch)著; 席

代岳譯
978-957-08-3372-0

希臘羅馬英豪列傳

9801 蔣勳著 978-957-08-3375-1 感覺十書: 蔣勳談美

9801 聯合報編輯部企劃 978-957-08-3376-8 滿分狀元,這樣K出來的

9801 于宗先, 王金利著 978-957-08-3377-5 臺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

9802 聯經編輯部編 978-957-08-3382-9 讀兒歌學中文

9802 聯經編輯部編 978-957-08-3381-2 讀兒歌學中文

9802 聯經編輯部編 978-957-08-3380-5 讀兒歌學中文

9802 聯經編輯部編 978-957-08-3379-9 讀兒歌學中文

9802 聯經編輯部編 978-957-08-3378-2 讀兒歌學中文

9802 余杰著 978-957-08-3383-6 徬徨英雄路: 轉型時代知識分子的心靈史

9802 劉城高, 黃良雄著 978-957-08-3387-4 臺灣史話

9803 思想編輯委員會編著 978-957-08-3388-1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總計: 62種 63冊

韓有楹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

郵遞區號:1114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中社

路二段17巷37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韓有楹編著 978-957-41-5995-6 韓氏源流探索



總計: 1種 2冊

韓受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443791

郵遞區號:82947
地址:高雄縣湖內鄉中正

路一段261巷1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韓受隆編輯 978-957-41-5955-0 韓受隆精選攝影輯

總計: 1種 3冊

檔案管理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21807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伊通街59巷

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李福鐘撰文; 檔案管理

局編
978-986-01-6051-2

時代輪廓: 嶄新與蛻變的歷程: 國民大會修憲檔案專題

選輯

9712
戴寶村撰文; 檔案管理

局編
978-986-01-6287-5

紙菁風華: 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 臺灣

中興紙業公司印記二

9712
黃富三撰文; 檔案管理

局編
978-986-01-6681-1

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與救卹: 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

9712 檔案管理局編 978-986-01-7195-2 檔案管理局自行研究報告彙編. 96年度

總計: 4種 8冊

鍾康治聯合法律 連絡人:歐俊崧 電話:(02)23017980 傳真:(02)23321644

郵遞區號:23448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正

路742號3樓307室
 E-mail:ylchung@gcn.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鍾康治, 鍾毓理合著 978-986-81610-2-3 健康、快樂遊

總計: 1種 3冊

鍾莊信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983836

郵遞區號:80782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正興

路31號2樓之1
 E-mail: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鍾文雄編著 978-957-41-5921-5 投入花藝世界: 探索人生之美

總計: 1種 1冊

臉譜 連絡人:陳玫潾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419100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

路二段213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Thomas C. Schelling著;

高一中譯
978-986-6739-80-4

微觀動機與宏觀行為

9710 傅雷著 978-986-6739-82-8 傅雷美術講堂: 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與中國書畫

9711
伊恩.藍欽(Ian Rankin)作;

陳靜妍譯
978-986-6739-83-5

瀑布

9710 宮部美幸作; 張秋明譯 978-986-6739-85-9 模仿犯

9710 宮部美幸作; 張秋明譯 978-986-6739-84-2 模仿犯

9710
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作; 徐秋華譯
978-986-6739-86-6

時間的女兒

9710
Kate Williams, Bob

Johnson著; 高子梅譯
978-986-6739-87-3

管理在管什麼: 管人.管作業.管資訊.管資源

9710
羅伯特.沃克(Robert L.

Wolke)著; 邱文寶譯
978-986-6739-88-0

角豆莢偷走了巧克力?: 60堂煎煮炒炸的化學課

9711
馬里歐.李維歐(Mario

Livio)著; 蔡承志譯
978-986-6739-89-7

無解方程式: 數學天才與對稱性之謎的鬥智之旅

9711 森下裕道著; 林欣儀譯 978-986-6739-91-0 業務員要像算命師: 瞬間洞察人心人人搶學的冷讀銷

9711 雨揚居士作 978-986-6739-92-7 開運大預言. 2009

9712
凱琳.史勞特(Karin

Slaughter)作; 狄芬奇譯
978-986-6739-93-4

盲視

9711 宮部美幸作; 陳寶蓮譯 978-986-6739-95-8 理由

9712
vEr小娜作

978-986-6739-96-5
批貨達人教你東京批貨賺更多!: 批貨達人賺錢祕笈徹

底公開!東京哪裡可  批貨?怎樣批貨才會賺?

9712
羅伯特.沃克(Robert L.

Wolke)著; 高雄柏譯
978-986-6739-97-2

蟋蟀先生,今天氣溫幾度?: 愛因斯坦也不知道的109個

科學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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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5種 15冊

彌勒講堂 連絡人:王重人 電話:(07)3234299 傳真:(07)3156843

郵遞區號:80759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

二路150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湯薌銘譯纂 978-986-84966-0-6 瑜伽師地論戒品纂釋

總計: 1種 2冊

繆思 連絡人:徐慶雯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

路506號4樓
 E-mail:peijan@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喬納森.史特勞(Jonathan

Stroud)作; 吳俊宏, 王若

璇, 王采仙譯

978-986-7399-88-5

魔眼之謎: 巨靈二部曲

9712 森井由佳著; 詹慕如譯 978-986-6665-15-8 郵局玩設計

9712
喬納森.史特勞(Jonathan

Stroud)作;  呂奕欣翻譯
978-986-6665-16-5

托勒密之門: 巨靈三部曲

9801
史蒂芬.克拉克(Stephen

Clarke)作; 林嘉倫譯
978-986-6665-17-2

巴黎,賽啦!

9801
柴納.米耶維作; 吳宜潔

翻譯
978-986-6665-18-9

偽倫敦

總計: 5種 5冊

顏世禮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75835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

路三段20號10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顏世禮作 978-957-41-6138-6 社區服務規劃

總計: 1種 2冊



e

e

藍海文化 連絡人:盧文玲 電話:(02)86619962 傳真:(02)22343665

郵遞區號:11652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秀明

路二段112巷1弄18號4樓
 E-mail:school@liwe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領航數位科技著 978-986-84421-6-0 C++範例教學手冊

9712 康廷數位著 978-986-84421-8-4 ASP.NET 3.5 Web應用程式設計教本: 使用Visual Basic

總計: 2種 2冊

薰風美術研究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872770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美村路一段

45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清熙等執行編輯 978-986-80898-2-2 薰風美術研究會聯展專輯. 第四屆

總計: 1種 1冊

魏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3762778

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民生路465-

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魏茂, 陳勝美編著 978-957-41-6071-6 臨床藥品手冊

總計: 1種 1冊

雙大 連絡人:張焜燦 電話:(02)23685245 傳真:(02)23651388

郵遞區號:1008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水源

路127號10樓之3
 E-mail:shuang.da@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Feare, R.E., G-TELP

editors特約作者
978-957-618-504-5

G-TELP英語學習規劃. 基礎篇

總計: 1種 1冊

歸主 連絡人:黃麗珍 電話:(02)86671657 傳真:(02)8219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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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

路236號3樓
 E-mail:jane@cclm.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朱韜樞著 978-986-6769-15-3 詩篇中的神聖經歷

總計: 1種 1冊

譚木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0147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中正

四路19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譚木盛著 978-957-41-5634-4 大時代的見證人

總計: 1種 2冊

藝文 連絡人:蔡明芳 電話:(02)23626012 傳真:(02)23660977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

福路三段253號4樓之3
 E-mail:yeewen@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鄭騫撰 978-957-520-142-5 北曲新譜

9711 焦延壽撰 978-957-520-143-2 焦氏易林

總計: 2種 2冊

藝風堂 連絡人:張惠如 電話:(02)23632535 傳真:(02)23622940

郵遞區號:1064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泰順

街44巷9號1樓
 E-mail:yft@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程以青編著 978-986-6524-04-2 我的手作毛線小物

9801 何曉琪編著 978-986-6524-05-9 羊毛氈手作教室

總計: 2種 2冊

藝軒 連絡人:傅秀惠 電話:(02)29182288 傳真:(02)29172266

郵遞區號:2314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高

路7巷3號2樓
 E-mail:cat_fuh@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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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Eric J. Hall, Amato

J.Giaccia原著; 洪世凱,

黃正仲總編

978-957-616-947-2

分子輻射生物學

總計: 1種 2冊

藝術家 連絡人:陳雅文 電話:(02)23719692 傳真:(02)2389665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

南路一段147號6樓
 E-mail:art.book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高千惠著 978-986-7034-89-2 移動的地平線: 藝文烏托邦簡史

9710 陳清香著 978-986-6565-09-0 臺灣佛教美術. 供像篇

9710 曾長生撰文 978-986-6565-11-3 羅斯柯

9711 蕭瓊瑞總主編 978-986-6565-12-0 楊英風全集. 第十六卷, 研究集

9711 曾惠青著 978-986-6565-13-7 多元潛能引導藝術教案設計: 開啟藝術創意視窗

9711 陳清香著 978-986-6565-14-4 臺灣佛教美術. 繪畫篇

9711 陳清香著 978-986-6565-15-1 臺灣佛教美術. 建築篇

9711 陳英德, 張彌彌合著 978-986-6565-16-8 克勞德洛漢

9712 蕭瓊瑞總主編 978-986-6565-17-5 楊英風全集. 第十四卷, 文集

9712 蕭瓊瑞總主編 978-986-6565-18-2 楊英風全集. 第十五卷, 文集

9711 李家祺撰文 978-986-6565-19-9 凱斯哈林

9712 謝汝萱, 沈奕伶執行編 978-986-6565-20-5 普普教父: 安迪.沃荷世界巡迴展

9801 蕭珊珊作 978-986-6565-21-2 一花一界一葉一如 蕭珊珊押花集

9712 鳥口木子著 978-986-6565-22-9 前進北京藝術區

9803 孫陽著 978-986-6565-23-6 影劇傳播創意觀: 電影及舞臺劇構成

9803 謝里法著 978-986-6565-24-3 紫色大稻埕

9802 王受之著 978-986-6565-25-0 巴黎手記

9802 藝術家出版社編輯 978-986-6565-26-7 絲路文物藝術精華

9803 鄭欣淼著 978-986-6565-29-8 天府永藏: 兩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

總計: 19種 20冊

藝術館 連絡人:胡雅娟 電話:(02)23965102 傳真:(02)2357870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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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南海路4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慧娟總編輯 978-986-01-5283-8 兒童圖畫書插畫集. 2008

9709 陳科偉文.圖 978-986-01-5284-5 糖果公主

9709 李若瑜文.圖 978-986-01-5285-2 長短國

9709 吳姿蓉, 吳珮筠文.圖 978-986-01-5286-9 爺爺是恐龍?

9709 徐尉哲文.圖 978-986-01-5287-6 阿公的童年

9709 葛興緯, 劉蕙婕文.圖 978-986-01-5288-3 城隍爺的生日禮物

9709 陳宥安文.圖 978-986-01-5289-0 刀疤戰士

9711 鄭明憲總編輯 978-986-01-5810-6 臺灣藝術教育年鑑. 2007

9712 林明良著 978-986-01-6672-9 懶人書法家

9712 王士樵著 978-986-01-6673-6 視不識: 視覺文化教與學

9712 周一彤著 978-986-01-6674-3 南海劇場復刻版. 1957-2007

總計: 11種 22冊

麗文文化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2236780e 傳真:(07)2249298

郵遞區號:8025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

一路57號2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鄭彩鳳著 978-957-748-317-1 學校行政研究: 理論與實務

9710 丁碧玉(小野純子)著 978-957-748-320-1 日語使役態詳解

9709 蔡培村, 武文瑛著 978-957-748-321-8 生命教育: 探索與修鍊

9709 鄒嘉彥, 游汝傑編著 978-957-748-323-2 21世紀華語新詞語辭典

9801 黃世孟等聯合編著 978-957-748-324-9 物業管理名詞彙編

9710 謝金美編著 978-957-748-325-6 閱讀與寫作

總計: 6種 6冊

羅慧夫基金會 連絡人:蔡世欣 電話:(02)27190408 傳真:(02)27128002

郵遞區號:10574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生

東路四段54號708室
 E-mail:ncf@nncf.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陳懷安著 978-986-83950-4-6 麻吉阿公



9712 郭展佑著 978-986-83950-5-3 阿嬤遊樂場

總計: 2種 2冊

關稅總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508043

郵遞區號:103 地址:臺北市塔城街1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

專案工作小組編譯
978-986-01-6358-2

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註解

9712
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

專案工作小組編譯
978-986-01-6357-5

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註解

總計: 2種 4冊

關懷腦瘤兒童協會 連絡人:杜秀秀 電話:(02)28739186 傳真:(02)28739185

郵遞區號:11217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石牌

路二段2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中華民國關懷腦瘤兒童

協會編輯群作
978-986-82906-1-7

腦瘤兒童就學適應手冊: 寫給一同努力的家長們

總計: 1種 2冊

競進 連絡人:鄭家昌 電話:0938226694 傳真:(03)3180463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山

里環中東路241號14樓之
 E-mail:slowslow1@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9 侯碧燕撰 978-986-81764-2-3 柔道專項能力檢測之研究

9601 劉雅甄著 978-986-81764-9-2 動體視力之理論與實務操作

9609 侯碧燕著 978-986-83725-1-1 現代實用柔道訓練法

9702 陳光輝著 978-986-83725-2-8 兩種單槓後擺脫手騰越轉體180[]接槓動作之技術分析

9708 蔣明雄著 978-986-83725-4-2 臺灣優秀舉重選手動作分析之研究

9709
吳芳瑤撰

978-986-83725-5-9
優秀職業男子高爾夫選手技巧表現因素與運動成績之

相關分析: 以美國高爾夫名人賽為例

9709 白慧嬰著 978-986-83725-6-6 屏東縣原住民地區國民小學桌球設施及教學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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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種 7冊

寶瓶文化 連絡人:張純玲 電話:(02)27634300 傳真:(02)27495072

郵遞區號:11006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

路一段180號8樓
 E-mail:muse.chang@udngroup.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黃信恩著 978-986-6745-49-2 游牧醫師

9712
吉姆.班頓(Jim Benton)著;

殷麗君譯
978-986-6745-51-5

呆呆日記. 5, 大人會變成人類嗎?: 柯潔美的日記

9712 洪茲盈著 978-986-6745-52-2 無愛練習

9712 吳美君著 978-986-6745-53-9 像我一樣勇敢: 被Fired也是一種祝福

9801
英國衛報策劃撰文; 王

建鎧譯
978-986-6745-54-6

在街上遇到老虎怎麼辦?: 以及你想像不到,或從來不知

道的大問題

9801 盧蘇偉著 978-986-6745-55-3 相信自己,你最棒!

9801 蘇明進著 978-986-6745-56-0 希望教室: 教孩子一生最受用的36種能力

9801
亞托.帕西里納(Arto

Paasilinna)作; 武忠森譯
978-986-6745-57-7

遇見野兔的那一年

9802
讓-諾埃勒.龐格哈齊

(Jean-Noel Pancrazi)著
978-986-6745-58-4

巴黎.愛情.匆匆

9802 丘引著 978-986-6745-59-1 我的肯定句媽媽

9803 聯合報教育版策劃撰文 978-986-6745-61-4 新聞中的科學. 4: 指考完全滿分

9803
塔克.麥克斯(Tucker

Max)作; 李建興譯
978-986-6745-62-1

塔克,嘿咻嘿咻嘿咻!

總計: 12種 12冊

警專 連絡人:楊栗娟 電話:(02)22309827 傳真:(02)22307515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興隆路三段

153號
 E-mail:a44182@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仕銓, 吳水賓編著 978-986-01-5418-4 學員生基本教練教學講義

9709 李清安, 張裕忠編著 978-986-01-5670-6 危險物品管理

總計: 2種 4冊



釋法勁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897774

郵遞區號:55544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其和

村長興巷4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宗喀巴大師著; 法尊法

師譯; 益西彭措講授
978-957-41-5958-1

菩提道次第廣論講記

總計: 1種 1冊

釋體方 連絡人:釋貫雨 電話:(03)4819173 傳真:(03)4819173

郵遞區號:32666
地址:桃園縣楊梅鎮光裕

南街173號
 E-mail:putiguang@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釋體方主編 978-957-41-6052-5 般若波羅蜜多心經講記

總計: 1種 2冊

覺風佛藝基金會 連絡人:黃錦珍 電話:(02)29321306 傳真:(03)5233314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境福街141

巷10號
 E-mail:malee@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978-986-82638-7-1 郭峰油畫

總計: 1種 2冊

魔力書屋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000390

郵遞區號:243
地址:臺北縣泰山鄉民生

路139號
 E-mail:a66888@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11 岑建強作; 費嘉繪 978-986-7331-00-7 我的知識繪本系列

9311 岑建強文; 費嘉圖 978-986-7331-01-4 跟我上太空

9311
岑建強文; 陳大元, 張蔚

昕圖
978-986-7331-02-1

明天天氣會怎樣

9311 唐文驛文; 張蔚昕圖 978-986-7331-03-8 生命的泉源: 水



9311
岑建強文; 陳大元, 張蔚

昕圖
978-986-7331-04-5

米從哪裡來

9311 岑建強文; 張蔚昕圖 978-986-7331-09-0 奇特的動物老師

9311 岑建強文; 張軍圖 978-986-7331-10-6 能量的獲得

9311 岑建強文; 唐云輝圖 978-986-7331-11-3 尺的作用

9311 岑建強文; 張蔚昕圖 978-986-7331-12-0 動物的色彩

總計: 9種 9冊

攝影家手札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11198

郵遞區號:1004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延平

南路31號2樓
 E-mail:service@photoshar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陳漢榮, 龍信安主編 978-986-84595-0-2 Nikon聖經3: D3XD700XD90徹底攻略.交換鏡頭全集

9711 龍信安總編輯 978-986-84595-2-6 PENTAX鏡頭聖經

9711 陳玉鳳作 978-986-84595-3-3 數位單眼達人速成: DSLR快樂學習手冊

9801 張正杰, 陳漢榮主編 978-986-84595-4-0 Nikon D90 PRO技法完全攻略

9801 張正杰主編 978-986-84595-5-7 Canon 5D Mark. II, EOS 50D完全攻略

總計: 5種 6冊

蘭臺 連絡人:張加君 電話:(02)23311675 傳真:(02)23826225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懷寧

街74號4樓
 E-mail:lt5w.lu@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1 楊士賢著 978-986-7626-40-0 臺灣的喪葬法事: 以花蓮縣閩南釋教系統之冥路法事

9605 陳瑤蒨作 978-986-7626-42-4 臺灣的地獄司法神: 清中葉以來十王信仰與玉歷寶鈔

9612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

員會編輯
978-986-7626-56-1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七期

9706 雷家驥著 978-986-7626-65-3 <孔雀東南飛>箋證

9706 游建興著 978-986-7626-66-0 清代噶瑪蘭文學發展史

9709 卓克華著 978-986-7626-68-4 臺北古蹟探源

9710 葉倫會著 978-986-7626-70-7 臺北市客家義民祭

9710 卓克華著 978-986-7626-71-4 古蹟.歷史.金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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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
張家麟著

978-986-7626-73-8
國家與宗教政策: 論述兩岸政治體制、宗教政策與宗

教交流

9711 李■欣著 978-986-7626-74-5 佛門密宗黑教禁言閉關灌頂提氣入定七日禪

9711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編委

會編輯
978-986-7626-75-2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 第五號

9712 卓克華著 978-986-7626-76-9 臺灣舊慣生活與飲食文化

9802 陳添壽, 蔡泰山著 978-986-7626-78-3 臺灣經濟發展史

總計: 13種 13冊

躍昇文化 連絡人:林欣蓉 電話:(02)82213733 傳真:(02)82213731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仁愛路四段

122巷63號9樓
 E-mail:business@hanhow.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少年天人菊寫作班創作;

阿哲執筆
978-957-630-735-5

一隻青蛙跳進教室裡

總計: 1種 1冊

龔顯宗榮退紀念論文集編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161742

郵遞區號:81143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軍校

路66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龔顯宗教授榮退紀念論

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41-6064-8

龔顯宗教授榮退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讀品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

路三段194號9樓之1
 E-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方軍編著 978-986-6906-16-9 你是賣力還是賣命工作

9710 凡禹編著 978-986-6906-38-1 高效率學習強化術: 記憶體不足

9710 興盛東編著 978-986-6906-39-8 領導處方箋



9712 牧之, 張震編著 978-986-6906-42-8 管理心理學

9801
(五代)馮道原著; 馬樹全

注釋
978-986-6906-44-2

解讀權經: 中國古代最成功的權力大師

9801
(五代)馮道原著; 馬樹全

注釋
978-986-6906-43-5

解讀權經: 中國古代最成功的權力大師

9802
(唐)狄仁杰原著; 馬樹全

注釋
978-986-6906-46-6

解讀宦經: 破解中國古代官場文化神秘和玄機的集大

成之作

9802
(唐)狄仁杰原著; 馬樹全

注釋
978-986-6906-45-9

解讀宦經: 破解中國古代官場文化神秘和玄機的集大

成之作

總計: 8種 11冊

霽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5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新坡

一街1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Mark Caltonhill

978-986-84868-0-5
Malarkey's amusement park: poems,verses,moments,genre

stories and photos

總計: 1種 1冊

驛站文化 連絡人:陳素華 電話:(02)28136081 傳真:(02)28122674

郵遞區號:1116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社中

街346巷1-1號1樓
 E-mail:post58@ms6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歐陽靜雯編著 978-986-6838-56-9 勇者無敵: 羅斯福

9711 鴻葉編著 978-986-6838-57-6 跟孔子學處世: 人際管理的必修課

9711 張楚宇編著 978-986-6838-58-3 行動,不要躁動: 激勵業績的必修課

9712 楊明華編著 978-986-6838-59-0 活學活用<<菜根譚>>: 生活智慧的必修課

9712 曾春著 978-986-6838-60-6 訓練孩子技巧寫出好作文

9712 曾春著 978-986-6838-61-3 中學生基測作文高分的10個秘訣

9801 海燕編著 978-986-6838-62-0 活學活用<<塔木德>>: 猶太人的幸福秘方

9801 徐琰編著 978-986-6838-63-7 傳奇英雄: 邱吉爾

9801 曾春著 978-986-6838-64-4 訓練孩子描寫理出好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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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曾春著 978-986-6838-65-1 中學生基測作文必學的10種新題型

9802 徐琰編著 978-986-6838-66-8 汽車大王: 亨利.福特

9802 陳渠蘭編著 978-986-6838-67-5 活學活用佛學智慧: 充實生命的能量處方

總計: 12種 12冊

體面文化 連絡人:李美雲 電話:(02)27889616 傳真:(02)27885563

郵遞區號:11577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南港

路三段270號7樓
 E-mail:body@bodynew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獨孤求敗作 978-986-84090-2-6 臺灣麻將必勝戰法

總計: 1種 1冊

靈活文化 連絡人:李錫華 電話:(02)23086323 傳真:(02)23085617

郵遞區號:1085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和平

西路三段382巷2弄19號1

樓

 E-mail:quick999@ms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黃陸明編著 978-986-7027-44-3 非常手段: 突破困境的另類法門

9801 徐紅進作 978-986-7027-46-7 最新兩岸用詞差異對照手冊

總計: 2種 2冊

靈鷲山般若出版 連絡人:李筱喻 電話:(02)82316789 傳真:(02)22321010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保生

路2號17樓
 E-mail:joycelee@ljm.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釋了意, 賴皆興主編 978-986-84129-9-6 靈.鷲.山.誌. 國際發展卷

9711 釋法昂, 陳坤煌主編 978-986-84796-0-9 靈.鷲.山.誌. 弘化紀實卷

總計: 2種 2冊

鱷魚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819039

郵遞區號:70446
地址:臺南市北區大武街

37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貴芳圖.文 978-986-84849-0-0 溫蒂的星星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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