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東大 329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題範

本

上奇 342

痌瘝在抱 光啟 120

會計學I(乙版) 啟芳 333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24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解題實作(2017版)
碁峰 360

生命教育 謳馨 225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總金額 284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東大 329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題範

本

上奇 342

痌瘝在抱 光啟 120

會計學I(乙版) 啟芳 333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24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解題實作(2017版)
碁峰 360

生命教育 謳馨 225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總金額 284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15本

經手人：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資管科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資管科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5本

經手人：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 ……... .   ..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Ⅳ 東大 340

數學BⅣ 東大 340

達標! Illustrator CS6 上奇 468

一步一腳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上奇 360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27

資料庫系統 全華 378

行銷管理：實務與應用 新文京 441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

科-第二版
碁峰 288

總金額 3042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Ⅳ 東大 340

數學BⅣ 東大 340

達標! Illustrator CS6 上奇 468

一步一腳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上奇 360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27

資料庫系統 全華 378

行銷管理：實務與應用 新文京 441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

科-第二版
碁峰 288

總金額 3042

注意事項：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資管科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10本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經手人：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經手人：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資管科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0本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 ……... .   ..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Flash CS6動畫設計應用集 博碩 468

影音剪輯創作其實很簡單！

威力導演 13輕鬆就學會
博碩 342

系統分析與設計：理論與實

務應用
智勝 585

醫院組織功能與管理(三版) 華杏 54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

解題實作
碁峰 360

總金額 2629

注意事項：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Flash CS6動畫設計應用集 博碩 468

影音剪輯創作其實很簡單！

威力導演 13輕鬆就學會
博碩 342

系統分析與設計：理論與實

務應用
智勝 585

醫院組織功能與管理(三版) 華杏 54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

解題實作
碁峰 360

總金額 2629

注意事項：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6本

經手人：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 ……... .   ..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經手人：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資管科三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6本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資管科三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品質管理：現代化觀念

與實務應用(第五版)
全華 558

創意潛能開發 全華 370

創業管理-微型創業與營

運實務
全華 531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博碩 504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環境解說實務指南 華都 450

環境教育最佳實務準則 環境教育學會 250

總金額 2978

注意事項：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品質管理：現代化觀念

與實務應用(第五版)
全華 558

創意潛能開發 全華 370

創業管理-微型創業與營

運實務
全華 531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博碩 504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環境解說實務指南 華都 450

環境教育最佳實務準則 環境教育學會 250

總金額 2978

注意事項：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資管科五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7本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經手人：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3.領到書後請先檢查並不要寫上名字，待上課後確認書籍無誤後再將名字寫上，否則一但寫上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資管科五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7本

1.請務必填妥購書單之上下聯的座號(非學號)、姓名、電話及購書欄(要買的請打)，以加快購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3月8日下午及9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