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贈書日期 捐贈者 捐贈方式 書名 冊數

20201005 未提供 現場捐贈 寫作這回事 1

20201005 未提共 郵寄 京都職人 12

20201005 誠品 郵寄
奇幻遊樂園八字批命實戰開竅
(一匹) 67

20201006 蘇荻靜 郵寄 撤退到台灣 1

20201006 未提供 郵寄 翻轉司法 3

20201006 海洋委員會 郵寄 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3

20201006 考試院 郵寄 憲政體制與文官制度 1

20201006 武廟委員會 郵寄 道教文疏應用解析 1

20201006 未提共 郵寄 筆墨神韻 1

20201006 keep walking 郵寄 夢想向前行 1

20201006 國防部 郵寄 五角大廈之腦 1

20201006
普立爾文教基金
會 郵寄 i do 1

20201006 台灣期貨交易所 郵寄 期貨與選擇權學刊 1

20201006 未提共 郵寄 生命大畫布 1

20201007 康寧大學 郵寄 康大學報 1

20201007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 郵寄 語文集刊 2

20201007 台中教育大學 郵寄 台中教育大學學報 3

20201007 蘇㛊英 現場捐贈 不花錢學西文 22

20201013 誠品 郵寄 大家的日本語.結愛 42

20201013 黃伯周 現場捐贈 浮生四夢 1

20201016
台灣財務金融學
會 郵寄 財務金融學刊 1

20201016 南應大 現場捐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55周年校慶
成果專輯 1

20201016 陳秋瑾 郵寄 台灣名家美術 1

20201016 國家圖書館 郵寄 圖書館年鑑 1

20201016
佛光山人間佛教
研究院 郵寄 人向佛教學報 1

20201016 嘉義大學 郵寄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 1

20201016 長庚大學 郵寄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1

20201019 林子偉 現場捐贈 最受歡迎的古典名曲 4

20201019 未提供 現場捐贈 行銷管理 9

20201021
養生休閒管理學
程 現場捐贈

膳食計畫實用營養學歐式麵包
的下個世代 156

20201022 未提供 現場捐贈 ㄕㄥ日快樂 兒童聖經 21

20201023 誠品 郵寄 初級日語 蹭進你懷里 綠了香蕉 127

20201104 游淑華 現場捐贈 遇見豐盛的自己 1

20201109 台灣美術館 郵寄
光之書寫版印潮 109年全國美
術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年報2019 6

20201109 台南市美術館 郵寄 南美館學報 1

20201109 中央大學 郵寄 中大戲曲學刊 1

20201109
世界自由民主聯
盟中華民國總會 郵寄

新冠肺炎疫情對自由.民主及人
權之影響 1

20201109
社團法人中華公
司治理協會 郵寄 台灣公司治理雙年報 1



20201109 文化資產局 郵寄 打錫.陳萬能 1

20201109
普陀山國清教育
基金會 郵寄

慈憶妙大雲般若禪，如來使弘
願身如海 3

20201112 未提供 現場捐贈
投資理財實務期貨與選擇權原
理 2

20201112 董峯政 郵寄 台灣俗語(上艹下敢)仔店 1

20201116 室設系 現場捐贈 臺灣室內設計50年 1

20201125
台中市政府文化
局 郵寄 陳景容86回顧展 1

20201125

臺北市立大學教
育行政與評鑑研
究所 郵寄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1

20201125 玉山社 郵寄 親佛小記 1

20201115 體育署 郵寄 運動統計 1

20201125 于曉非 郵寄 金剛經導讀 2

20201125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畫廊協會 郵寄 台灣畫廊 1

20201125
國立台北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 郵寄 企業管理學報 1

20201126 台南市美術學會 現場捐贈 2020藝韻風華美術作品專輯 2

20201126 未提共 現場捐贈 信用狀 1

20201126 未提共 郵寄 海穹英雌傳 6

20201126 生科院 現場捐贈
心理與教育研究法生活應用科
學論壇論文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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