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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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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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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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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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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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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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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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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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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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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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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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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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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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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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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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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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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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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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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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國文Ⅰ(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 (附習作) 東大 354

英文B版 1(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298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護理學導論 永大 374

醫護英文 永大 42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物理學 新文京 315

健康心理學 洪葉 675

人類發展學(第七版) 巨流 760

美術(附美感體驗+設計思考玩貼圖) 翔宇 446

音樂 (附享樂青春) 翔宇 446

總金額 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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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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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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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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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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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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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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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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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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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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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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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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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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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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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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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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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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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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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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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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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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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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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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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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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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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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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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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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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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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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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Ⅲ (附習作) 東大 372

數學B III (附習作) 東大 349

English 3 (附隨身讀) 東大 318

地理(三) 三民 331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三民 585

法律與生活—教 (附習作) 東大 396

基本護理學(上冊) 永大 686

基本護理學(下冊) 永大 686

微生物學實驗 永大 267

人體生理學 新文京 738

總金額 472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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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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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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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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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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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 新文京 432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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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99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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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 新文京 432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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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99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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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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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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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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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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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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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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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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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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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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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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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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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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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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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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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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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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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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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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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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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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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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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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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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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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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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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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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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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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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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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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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管理 揚智 360

國文Ⅳ (附習作) 東大 372

English Reader5(附習作+單字手冊) 翰林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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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永大 105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永大 1050

總金額 602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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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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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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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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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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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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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總金額 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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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總金額 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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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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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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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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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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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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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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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總金額 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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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總金額 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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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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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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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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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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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四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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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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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總金額 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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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總金額 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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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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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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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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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飲食文化概論 揚智 378

總金額 539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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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飲食文化概論 揚智 378

總金額 539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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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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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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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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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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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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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臺灣民俗與文化 新文京 306

總金額 532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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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衛生護理學 永大 695

長期照護 永大 534

急症護理學 永大 668

復健護理學 永大 579

新編老人護理學 永大 534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永大 704

護理行政學 永大 490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華杏 315

護理學報告之課室教學與

臨床應用
華杏 495

臺灣民俗與文化 新文京 306

總金額 532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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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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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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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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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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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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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