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II(附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I(附習作) 東大 334

全民國防教育(下)(附學習單) 幼獅 114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生物學實驗 永大 356

痌瘝在抱 光啟 135

English Reader 2 翰林 288

總金額 2024 10本(含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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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II(附習作) 東大 352

數學BII(附習作) 東大 334

全民國防教育(下)(附學習單) 幼獅 114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生物學實驗 永大 356

痌瘝在抱 光啟 135

English Reader 2 翰林 288

總金額 2024 10本(含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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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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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下午～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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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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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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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下午～2月26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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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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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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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否則一但寫上名字則不接受退換。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地理 三民 318

法律與生活—教(附習作) 東大 378

數學BIV(附習作) 東大 334

實用皮膚生理學 華格那 342

實用有機化學 新文京 329

物理 新文京 324

總金額 2025 8本(含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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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地理 三民 318

法律與生活—教(附習作) 東大 378

數學BIV(附習作) 東大 334

實用皮膚生理學 華格那 342

實用有機化學 新文京 329

物理 新文京 324

總金額 2025 8本(含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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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退書作業於2月23下午～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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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妝管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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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管科二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2.退書作業於2月23下午～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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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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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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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經手人：                           

                       以加快購書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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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化學Ⅰ 全華 347

解析行銷管理 前程 475

Reading Source  3 敦煌 423

總金額 124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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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分析化學Ⅰ 全華 347

解析行銷管理 前程 475

Reading Source  3 敦煌 423

總金額 124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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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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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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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下午～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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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妝管科三年甲班     座號(非學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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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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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下午～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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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妝管科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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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化妝品檢驗分析 華杏 360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化妝品檢驗(二版) 華格那 405

總金額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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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化妝品檢驗分析 華杏 360

生涯規劃 華都 315

化妝品檢驗(二版) 華格那 405

總金額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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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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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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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2月23下午～2月26日上午受理，逾期恕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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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2月23下午～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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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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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防疫，購書時請戴口罩，建議可3-5好友推派一位前來購書，以縮減排隊時間

一○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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