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閩南語文1 真平 198 欠

總金額 4637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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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閩南語文1 真平 198 欠

總金額 4637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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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底的書籍為不可退書，請確定後繳費登記，不接受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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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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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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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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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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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醫護客語 客委會 190 欠

總金額 462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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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醫護客語 客委會 190 欠

總金額 462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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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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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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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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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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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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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閩南語文1 真平 198 欠

總金額 4637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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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閩南語文1 真平 198 欠

總金額 4637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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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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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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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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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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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一年丙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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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醫護客語 客委會 190 欠

總金額 462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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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 高立 351

化學 新文京 446

全民國防教育(附學習單) 幼獅 114

英文B版2(附隨身讀及單字手冊) 翰林 343

健康與護理(附學習手冊) 育達 450

國文Ⅱ(附習作) 東大 378

新編微生物學 永大 801

新編解剖學 永大 846

資訊科技概論 全華 332

數學BⅡ(附習作) 東大 378

醫護客語 客委會 190 欠

總金額 462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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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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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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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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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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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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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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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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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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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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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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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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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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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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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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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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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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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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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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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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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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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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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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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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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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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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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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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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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附 Life心動力) 泰宇 324

英文A版4(附單字片語及隨身讀) 東大 324

病理學 永大 793

最新實用藥理學 永大 757

營養學 永大 445

總金額 26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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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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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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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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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最新傷口護理學（4版） 華杏 540

總金額 288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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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最新傷口護理學（4版） 華杏 540

總金額 288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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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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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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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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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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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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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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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最新傷口護理學（4版） 華杏 540

總金額 288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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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最新傷口護理學（4版） 華杏 540

總金額 288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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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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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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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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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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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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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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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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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永大 561

教學原理與方法 華杏 360

兒科實習手冊 華杏 315

產科實習手冊 華杏 270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 315

臨床檢驗判讀 新文京 522

中醫護理學 永大 463

總金額 280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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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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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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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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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

之應用
華杏 360

總金額 36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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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

之應用
華杏 360

總金額 36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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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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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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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

之應用
華杏 360

看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

台灣醫

界聯盟
270 欠

總金額 63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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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

之應用
華杏 360

看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

台灣醫

界聯盟
270 欠

總金額 63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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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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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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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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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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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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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

之應用
華杏 360

總金額 36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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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

之應用
華杏 360

總金額 36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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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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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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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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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書局 書價 購買() 缺書 退書 收款記錄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華杏 360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總金額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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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華杏 360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總金額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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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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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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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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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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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華杏 360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總金額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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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華杏 360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總金額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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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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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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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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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科五年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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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華杏 360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給沒有夢想的人！邊走

邊想職涯探險指南
方智 280 欠

總金額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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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OSCE之華杏 360

重症護理學 永大 623

安寧緩和療護 華杏 540

給沒有夢想的人！邊走

邊想職涯探險指南
方智 280 欠

總金額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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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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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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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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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聖母專校教科書購書單 
護理科五年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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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