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3D列印－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全華 450

用機器學習掌握人工智慧 全華 450

企業倫理 全華 414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應用 全華 441

網路行銷 全華 450

最新醫學影像技術學 合記 903

攝影師的好朋友!Lightroom ＆

Photoshop の數位修圖與印前活用
博碩 441

生物醫學工程導論 滄海 684

Python初學特訓班(第四版) 碁峰 432

總金額 4665 9本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3D列印－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全華 450

用機器學習掌握人工智慧 全華 450

企業倫理 全華 414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應用 全華 441

網路行銷 全華 450

最新醫學影像技術學 合記 903

攝影師的好朋友!Lightroom ＆

Photoshop の數位修圖與印前活用
博碩 441

生物醫學工程導論 滄海 684

Python初學特訓班(第四版) 碁峰 432

總金額 4665 9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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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委請同學代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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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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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資管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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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購書作業於2月24下午1:30～3: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委請同學代購。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3.購書作業於2月24下午1:30～3: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二專資管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3D列印－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全華 450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應用 全華 441

網路行銷 全華 450

醫學影像物理學 合記 1140

超強Google雲端應用：贏家必勝

技能與行銷方程式
博碩 324

生物醫學工程導論 滄海 684

Python初學特訓班(第四版) 碁峰 432

跟我學Excel VBA從入門變高手 碁峰 405

總金額 4326 8本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3D列印－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全華 450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應用 全華 441

網路行銷 全華 450

醫學影像物理學 合記 1140

超強Google雲端應用：贏家必勝

技能與行銷方程式
博碩 324

生物醫學工程導論 滄海 684

Python初學特訓班(第四版) 碁峰 432

跟我學Excel VBA從入門變高手 碁峰 405

總金額 4326 8本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進二專資管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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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購書作業於2月24晚上7:30～9: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3.購書作業於2月24晚上7:30～9: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委請同學代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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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請同學代購。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進二專資管一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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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sports全攻略(I)：電子競技面面 全華 342

網路概論的16堂精選課程 博碩 468

我也要當 YouTuber！百萬粉絲網

紅不能說的秘密 - 拍片、剪輯、

直播與宣傳實戰大揭密

碁峰 324

創新與創業管理: 結合創業經營

核心能力指標國際認證
碁峰 360

2017管理資訊系統 碁峰 378

工廠管理(第六版) 全華 378

從0開始跨境電商實訓教程 前程 475

總金額 2725 7本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sports全攻略(I)：電子競技面面 全華 342

網路概論的16堂精選課程 博碩 468

我也要當 YouTuber！百萬粉絲網

紅不能說的秘密 - 拍片、剪輯、

直播與宣傳實戰大揭密

碁峰 324

創新與創業管理: 結合創業經營

核心能力指標國際認證
碁峰 360

2017管理資訊系統 碁峰 378

工廠管理(第六版) 全華 378

從0開始跨境電商實訓教程 前程 475

總金額 2725 7本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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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3.購書作業於2月24下午1:30～3: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委請同學代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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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二專資管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二專資管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3.購書作業於2月24下午1:30～3: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委請同學代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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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sports全攻略(I)：電子競技面面 全華 342

網路概論的16堂精選課程 博碩 468

我也要當 YouTuber！百萬粉絲網

紅不能說的秘密 - 拍片、剪輯、

直播與宣傳實戰大揭密

碁峰 324

創新與創業管理: 結合創業經營

核心能力指標國際認證
碁峰 360

流通管理（五版）：迎戰新零售

時代
全華 495

人工智慧 全華 468

總金額 2457 6本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Esports全攻略(I)：電子競技面面 全華 342

網路概論的16堂精選課程 博碩 468

我也要當 YouTuber！百萬粉絲網

紅不能說的秘密 - 拍片、剪輯、

直播與宣傳實戰大揭密

碁峰 324

創新與創業管理: 結合創業經營

核心能力指標國際認證
碁峰 360

流通管理（五版）：迎戰新零售

時代
全華 495

人工智慧 全華 468

總金額 2457 6本

                    2.書本請當面點清，離開後恕無法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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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請同學代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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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進二專資管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3.購書作業於2月24晚上7:30～9: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委請同學代購。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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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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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購書作業於2月24晚上7:30～9:00受理，逾期恕不受理。若當日無法前來購書務必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進二專資管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故訂購後即不提供退書服務(除缺頁破損外)，非常抱歉，敬請體諒。

注意事項：1.請同學仔細傳閱所附樣書，審慎考慮後再訂購，因人手不足無法多次往返城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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