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Ⅰ(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色彩計劃與實作(附北星167

色實用色票)
北星 585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健康與護理(3本) 育達 435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English in Action 1 海學 520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化學 新文京 446

歷史(含習作) 謳馨 282
總金額 4622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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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含習作) 東大 339

色彩計劃與實作(附北星167

色實用色票)
北星 585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含習作) 幼獅 114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健康與護理(3本) 育達 435

美術(4本) 翔宇 442

音樂(3本) 翔宇 442
English in Action 1 海學 520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33
化學 新文京 446
歷史(含習作) 謳馨 282
總金額 4622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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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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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管科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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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經手人：                           

妝管科一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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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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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3 三民 304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美髮1 台科大 307

新編生理學 永大 801

Password 1 東華 450

新編化妝品概論  華格那 315

總金額 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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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3 三民 304

國文Ⅲ(含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Ⅲ(含習作) 東大 334

美髮1 台科大 307

新編生理學 永大 801

Password 1 東華 450

新編化妝品概論  華格那 315

總金額 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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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妝管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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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管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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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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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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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Style 文鶴 342

美髮 III 台科大 307

乙級美容臉部化妝設計圖練習

繪本
全華

270

管理學-引導卓越 華立 495

化妝品化學 華杏 315

美容醫學 華杏 360

美容藥物學  新文京 392

總金額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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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V(含習作) 東大 352

Business Style 文鶴 342

美髮 III 台科大 307

乙級美容臉部化妝設計圖練習

繪本
全華

270

管理學-引導卓越 華立 495

化妝品化學 華杏 315

美容醫學 華杏 360

美容藥物學  新文京 392

總金額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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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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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管科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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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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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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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管科三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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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無限髮無限
連士

良
1620

化妝品調製實驗 華杏 405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華杏 405

營養學 新文 387

總金額 281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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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髮無限
連士

良
1620

化妝品調製實驗 華杏 405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華杏 405

營養學 新文 387

總金額 281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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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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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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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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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妝管科四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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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妝管科四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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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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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