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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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27

痌瘝在抱 光啟 120

餐旅概論II 啟英 360

飲料管理與實務 華格那 360

生命教育 謳馨 225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總金額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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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27

痌瘝在抱 光啟 120

餐旅概論II 啟英 360

飲料管理與實務 華格那 360

生命教育 謳馨 225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總金額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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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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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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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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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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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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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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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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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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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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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27

痌瘝在抱 光啟 120

餐旅概論II 啟英 360

飲料管理與實務 華格那 360

生命教育 謳馨 225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總金額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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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27

痌瘝在抱 光啟 120

餐旅概論II 啟英 360

飲料管理與實務 華格那 360

生命教育 謳馨 225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總金額 2636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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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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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一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4本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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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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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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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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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一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4本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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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廚的義式料理全教本 台灣東販 630

會計概論 全華 405

基礎物理 新文

京

324

團體膳食管理 新文

京

558

總金額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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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東大 340

數學BⅣ 東大 340

名廚的義式料理全教本 台灣東販 630

會計概論 全華 405

基礎物理 新文

京

324

團體膳食管理 新文

京

558

總金額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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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管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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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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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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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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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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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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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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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廚的義式料理全教本 台灣東販 630

會計概論 全華 405

基礎物理 新文

京

324

旅館管理 I 全華 339

總金額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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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東大 340

數學BⅣ 東大 340

名廚的義式料理全教本 台灣東販 630

會計概論 全華 405

基礎物理 新文

京

324

旅館管理 I 全華 339

總金額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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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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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二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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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經手人：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二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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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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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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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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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統計學概論 前程 432

總金額 766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統計學概論 前程 432

總金額 766

注意事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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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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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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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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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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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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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統計學概論 前程 432

旅館客房管理實務 華立 523

消費者行為 全華 495

總金額 1784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統計學概論 前程 432

旅館客房管理實務 華立 523

消費者行為 全華 495

總金額 1784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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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管科三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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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三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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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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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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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華立 475

宴會管理：全方位的新視野 華立 570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總金額 1360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華立 475

宴會管理：全方位的新視野 華立 570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總金額 1360

注意事項：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五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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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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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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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管科五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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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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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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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華立 475

宴會管理：全方位的新視野 華立 570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總金額 1360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華立 475

宴會管理：全方位的新視野 華立 570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總金額 1360

注意事項：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五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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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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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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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管科五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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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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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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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