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Project Success 3 文鶴 612
國文Ⅰ(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5069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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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Project Success 3 文鶴 612
國文Ⅰ(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5069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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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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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經手人：                           

護理科一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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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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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in Action 2 海學 520
國文Ⅰ(含習作) 三民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77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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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nglish in Action 2 海學 520
國文Ⅰ(含習作) 三民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77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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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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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一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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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nglish in Action 2 海學 520
國文Ⅰ(含習作) 三民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77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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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nglish in Action 2 海學 520
國文Ⅰ(含習作) 三民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77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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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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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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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一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nglish in Action 2 海學 520
國文Ⅰ(含習作) 三民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77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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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nglish in Action 2 海學 520
國文Ⅰ(含習作) 三民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77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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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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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一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一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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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Look 3 東華 477
國文Ⅰ(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34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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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Look 3 東華 477
國文Ⅰ(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人類發展學 巨流 760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心理學（二版）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56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基礎物理 新文京 351

總金額 4934 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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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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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一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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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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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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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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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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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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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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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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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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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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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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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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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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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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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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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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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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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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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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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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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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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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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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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法律與生活(含習作) 三民 378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東大 594
Core 1 文鶴 48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68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68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生命教育(3本) 泰宇 310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11

總金額 4768 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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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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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二年己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護理科二年己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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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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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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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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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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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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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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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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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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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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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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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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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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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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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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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 華杏 450

總金額 6479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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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 華杏 450

總金額 6479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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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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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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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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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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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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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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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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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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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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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己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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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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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己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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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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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身體檢查與評估 永大 712

兒科護理學 永大 882

病歷閱讀 永大 428

產科護理學 永大 801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上) 永大 1024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下) 永大 1024

護理倫理學 永大 356

Password 3 東華 450

情緒管理 揚智 405

總金額 6434 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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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三年庚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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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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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三年庚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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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華杏 405

總金額 4863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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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華杏 405

總金額 4863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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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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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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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四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八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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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總金額 4458 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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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總金額 4458 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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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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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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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總金額 4458 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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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總金額 4458 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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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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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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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臨終與生死關懷 華都 360

總金額 4818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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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68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手術室護理 華杏 450

健康管理 華杏 360

護理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臨床應用華都 495

臨終與生死關懷 華都 360

總金額 4818 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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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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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庚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庚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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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

應用

華都
360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2547 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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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

應用

華都
360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2547 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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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護理科五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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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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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

應用

華都
360

生涯規劃 華杏 315

總金額 2322 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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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

應用

華都
360

生涯規劃 華杏 315

總金額 2322 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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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護理科五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護理科五年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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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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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總金額 2007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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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總金額 2007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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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護理科五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護理科五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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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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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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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

應用

華都
360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2547 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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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

應用

華都
360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2547 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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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護理科五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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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丁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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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總金額 2007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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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總金額 2007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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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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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護理科五年戊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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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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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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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總金額 2007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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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總金額 2007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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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護理科五年己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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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己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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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1924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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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1924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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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護理科五年庚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護理科五年庚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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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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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生涯規劃 華杏 315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2862 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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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長期照顧實務 永大 534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應用華都 360

生涯規劃 華杏 315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總金額 2862 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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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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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辛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2.退書作業於9月4日～9月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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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辛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無法補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