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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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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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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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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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12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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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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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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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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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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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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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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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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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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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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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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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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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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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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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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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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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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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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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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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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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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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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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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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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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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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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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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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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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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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Ⅱ 東大 340

數學BII 東大 340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01

PowerPoint 2013實力養成暨評量（附練習光碟）全華 351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普通化學 華格那 342

全民國防教育(下) 謳馨 135

歷史B(附學習手冊) 謳馨 225

總金額 3668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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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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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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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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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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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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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東大 340

數學BⅣ 東大 340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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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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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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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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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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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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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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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9本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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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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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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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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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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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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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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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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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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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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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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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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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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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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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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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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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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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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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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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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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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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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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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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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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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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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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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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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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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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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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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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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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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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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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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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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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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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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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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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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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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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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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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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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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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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 永大 757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12

營養學 永大 401

地理3(附世界地圖) 龍騰 290

總金額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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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辛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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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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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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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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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二年辛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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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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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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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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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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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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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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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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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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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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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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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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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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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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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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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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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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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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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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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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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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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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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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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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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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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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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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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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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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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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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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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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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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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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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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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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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3032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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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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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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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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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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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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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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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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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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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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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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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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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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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 Ⅵ 東大 33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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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52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華杏 342

醫護檢驗手冊 華杏 49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二版) 華格那 315

傷口護理學 華杏 540

總金額 3109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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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辛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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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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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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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辛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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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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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

床應用
華杏 405

健康管理 華都 360

總金額 4722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

床應用
華杏 405

健康管理 華都 360

總金額 4722

注意事項：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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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

   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經手人：                           

9本

經手人：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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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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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四年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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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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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華杏 405

流行病學(三版) 華格那 315

總金額 4677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華杏 405

流行病學(三版) 華格那 315

總金額 4677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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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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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四年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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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四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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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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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華杏 405

健康管理 華都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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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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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華杏 405

健康管理 華都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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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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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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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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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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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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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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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四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1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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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華杏 405

健康管理 華都 360

總金額 4722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23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病歷閱讀 永大 427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676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華杏 405

健康管理 華都 360

總金額 4722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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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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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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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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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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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四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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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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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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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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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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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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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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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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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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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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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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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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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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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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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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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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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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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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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丙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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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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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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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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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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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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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丁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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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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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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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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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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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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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戊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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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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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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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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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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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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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己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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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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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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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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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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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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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庚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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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實證護理的臨床運用 五南 378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永大 427

總金額 805

注意事項：

   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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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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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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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辛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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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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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