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物理學 新文京315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飲料管理與實務(二版) 華格那450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觀光餐旅業導論(下) 翰英 360

總金額 2783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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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物理學 新文京315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飲料管理與實務(二版) 華格那450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簡明生物學 永大 445

觀光餐旅業導論(下) 翰英 360

總金額 2783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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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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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經手人：                           

                    2.退書作業於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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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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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一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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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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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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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三) 三民  331

會計概論 全華 522

法律與生活(附習作) 東大 498

餐飲管理實務 華立 523

國際禮儀：含商業禮儀及領隊導

遊禮儀
華立 570

總金額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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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地理(三) 三民  331

會計概論 全華 522

法律與生活(附習作) 東大 498

餐飲管理實務 華立 523

國際禮儀：含商業禮儀及領隊導

遊禮儀
華立 570

總金額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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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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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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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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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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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二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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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2.退書作業於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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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學 全華 441

旅館房務管理實務 華立 475

觀光休閒心理與行為：消費者

行為觀點導向
華立 504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

題精析
新文京 432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2冊 翰英 338

Reasing Pass1:Third Edition 文鶴 360

總金額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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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統計學 全華 441

旅館房務管理實務 華立 475

觀光休閒心理與行為：消費者

行為觀點導向
華立 504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

題精析
新文京 432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2冊 翰英 338

Reasing Pass1:Third Edition 文鶴 360

總金額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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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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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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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三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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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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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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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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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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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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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創業管理：從創意到創業 全華 378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華格那 383

臺灣民俗與文化 新文京 306

總金額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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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創業管理：從創意到創業 全華 378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華格那 383

臺灣民俗與文化 新文京 306

總金額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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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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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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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2月17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五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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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管科五年甲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經手人：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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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後無法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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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書作業於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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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創業管理：從創意到創業 全華 378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以系統化

經營臺灣美食，征服全世界的

胃

華立 494

葡萄酒賞析 華立 551

餐旅財務管理 全華 405

總金額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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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創新與創業管理：從創意到創業 全華 378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以系統化

經營臺灣美食，征服全世界的

胃

華立 494

葡萄酒賞析 華立 551

餐旅財務管理 全華 405

總金額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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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退書作業於2月15日～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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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五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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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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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餐管科五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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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2月17日上午受理，逾期不受理。加退書請持本單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