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nue

Data structures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principles in c thomas a. standish pdf
Theme Colors Layout Styles Top reviews Most recent Top reviews Using C, this book develops the concepts and theory of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 analysis in a gradual, step-by-step manner, proceeding from concrete examples to abstract principles. Standish covers a wide range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software engineering topics.
The text also includes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using C++. By introducing recurring themes such as levels of abstraction, recursion, efficiency, representation and trade-offs, the author unifies the material throughout.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can be incorporated at a variety of depths, allowing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math
for each user. Table of Contents (All chapters, except Chapter 1, beg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Motivation.)1. Preparing for the Journey. Where Are We Going?Blending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he Search for Enduring Principles in Computer Science.Principles of Software System Structure.Efficiency and Tradeoffs.Software
Engineering Principles.Our Approach to Mathematics.Some Notes on Programming Notation.Preview of Coming Attractions.2. Linked Data Representations. What are Pointers? The Basic Intuition.Pointers in C-The Rudiments.Pointer Diagramming Notation.Linear Linked Lists.Other Linked Data Structures.3. Introduction to Recursion. Thinking
Recursively.Common Pitfall-Infinite Regresses.Quantitative Aspects of Recursive Algorithms.4. Modularity and Data Abstraction. The Structure of C Modules.Priority Queues-An Abstract Data Type.A Pocket Calculator Interface.How to Hide Data Representations.Modularity and Information Hiding in Program Design.5. Introduction to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cepts. Top-Down Programming By Stepwise Refinement.Proving Programs Correct.Transforming and Optimizing Programs.Testing Programs.The Philosophy of Measurement and Tuning.Software Reuse and Bottom-up Programming.Program Structuring and Documentation.6.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Algorithms. What Do We Use
for a Yardstick?The Intuition Behind O-Notation.O-Notation-Definition and Manipulation.Analyzing Simple Algorithms.What O-Notation Doesn't Tell You.7. Linear Data Structures-Stacks and Queues. Some Background on Stacks.ADTs for Stacks and Queues.Using the Stack ADT to Check for Balanced Parentheses.Using the Stack ADT to Evaluate
Postfix Expressions.Implementing the Stack ADT.How C Implements Recursive Function Calls Using Stacks.Implementations of the Queue ADT.More Queue Applications.8. Lists, Strings, and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 Lists.Generalized Lists.Ap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Lists.Strings.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9. Trees. Basic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Binary Trees.A Sequential Binary Tree Representation.An Application-Heaps and Priority Queues.Traversing Binary Trees.Binary Search Trees.AVL Trees and Their Performance.Two-Three Trees.Tries.An Application-Huffman Codes.10. Graphs. Basic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Graph Representations.Graph Searching.Topological
Ordering.Shortest Paths.Task Networks.Useful Background on Graphs.11. Hashing and the Table ADT. The Table ADT.Introduction to Hashing by Simple Examples.Collisions, Load Factors, and Clusters.Algorithms for Hashing by Open Addressing.Choosing a Hash Function.Comparison of Searching Methods Using the Table ADT.12. External
Collections of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 Storage Devices.Techniques That Don't Work Well.Techniques That Work Well.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Databases.13. Sorting. Laying Some Groundwork.Priority Queue Sorting Methods.Divide-and-Conquer Methods.Methods That Insert Keys and Keep Them Sorted.O(n) Methods-Address Calculation
Sorting.Other Methods.Comparison and Perspective.14. Advanced Recursion. Recursion as a Descriptive Method.Using Recursion to Build a Parser.Translating from Infix to Postfix.Recursion and Program Verification.15.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Exploring OOP Through Progressive Examples.Building Systems Using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16. Advanced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cepts. The Software Lifecycle.Software Productivity.Software Process Models.Appendix Math Reference and Tutorial. 0201591189T04062001 Back Cover Using C, this book develops the concepts and theory of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 analysis step-by-step. It gradually proceeds from concrete examples to abstract principles. The presentation stresses motivation, intuition, and utility before giving technical details. Recurring themes, such as recursion, levels of abstraction, efficiency, representation, and trade-offs, unify the material completely. Important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software engineering principles are also covered, including modularity, abstract data types and information hiding, as well as new developments, such as risk-based software life cycle models and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0201591189B04062001 Author Thomas A. Standish is the chairman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n 1990-91, he became the fourth winne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s Distinguished Faculty Lectureship for Teaching, the campus' highest distinction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He has also been a co-winner of his department's best-teacher award, chosen by the popular vo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ndergraduate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0201591189AB04062001 Text develops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 analysis in a gradual, step-by-step fashion, proceeding from concrete examples to abstract principles. The author discusses many contemporary programming topics in the C language, including risk-based software life cycle
models, rapid prototyping, and reusable software components. Also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using C++. Annotation copyright Book News, Inc. Portland, Or. Thomas A. Standish is the chairman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n 1990-91, he became the fourth winne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s Distinguished Faculty Lectureship for Teaching, the campus' highest distinction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He has also been a co-winner of his department's best-teacher award, chosen by the popular vo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ndergraduate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0201591189AB04062001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
「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外文書商品之書封，為出版社提供之樣本。實際出貨商品，以出版社所提供之現有版本為主。部份書籍，因出版社供應狀況特殊，匯率將依實際狀況做調整。無庫存之商品，在您完成訂單程序之後，將以空運的方
式為你下單調貨。為了縮短等待的時間，建議您將外文書與其他商品分開下單，以獲得最快的取貨速度，平均調貨時間為1~2個月。 Page 2 一、本書根據108年課綱以及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公布的「測驗目標」、「命題方向」精心編寫而成。二、目次之後附有「搶救國文大作戰學習索引」，這個索引是以108課綱部定古文十五篇為主軸，歸納出可與本書搭配的學習內容。學子於課堂學習一課之後，透過
學習索引即可查到該課相關之基本國語文(字音、字形、字義'詞語、成語、文法修辭)、文學知識、國學知識、作者生平文學風格地位等內容。三、第貳篇第五章將108課綱部定古文十五篇獨立成一個子單元，進行單篇分析，並以文章結構表方式呈現，幫助學子深入掌握重要選篇。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
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Page 3 關於「學英文」 這件事，在台灣，或許還不能說是全民運動，但卻是大家都會認為很重要的事情。常聽到有人會問我：「英文到底要怎麼學？」或者，「我覺得英文很重要，但是要從哪裡開始學起？」
坊間教材令人看得眼花撩亂吧！少則可以花個幾百塊買一本附光碟的書，多則要砸下幾萬塊買
一套影音教材，搭配真人線上學習。可是，難道錢花比較多就可以學得比較快、比較多、比較扎實嗎？也許一開始會被教材有趣的動畫或內容設計所吸引，但往往很多人經過一段時間，當你需要記憶的東西越還越多，還要花時間閱讀、寫作訓練，加上生活中有太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影響著，而開始對於英文的學習感到挫折及厭倦…說到各位心坎裡去了吧？那更別說有些學習上比較被動人，選擇去上補習班，
同樣也會遇到類似的困境。
其實對於英文，在我多年的教材的教學與製作中，得到一個很關鍵的結論，那就是「心態」——你用什麼心態對待英文呢？你認為它是一門學科——為了考試，還是工具——為了升遷、跟老外溝通、出國旅遊？既然它是一種語言，那它就在我們的生活中。都聽過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吧？甚至你可以朗朗上口，但是你知道這句話跟「假設語氣」有關嗎？電視上的
廣告、路上的招牌、賣座電影主題曲、捷運車廂內、火車站四周圍都看得到英文，也都是學好英文的素材。只是……你缺乏一種對英文的「敏感度」，你視而見、聽而不聞。
沒錯！學英文本來就不需要花大錢，但是要有耐心，不怕麻煩。單字本來就是要背，背了本來就會忘掉，忘了之後再背就好了，但是要掌握住正確、有效率的記憶方式。既然中文我們天天在講，那麼英文當然是要天天學——即使一
點一滴也沒關係，就是不要中斷。然而，能讓初學者與自學者無師自通的英文教材不多，而這本書不但很適合用來教學，更適合用來自學。全書分為字母篇、發音篇、基本五大句型、單元會話、文法、關鍵句型、延伸學習及附錄等部分，搭配可愛的插圖，道地的美式發音，讓讀者快速融入各種情境，在適當的場合脫口說出正確道地的英文。
本書從英語的字母及發音開始進行基礎教學，無論是 K.K. 音
標或是自然發音，這本書都會教你如何搭配學習，奠定「看字辨音」的基礎。接著，在進入單元內容之前，一定要先熟悉五大基本句型，因為，只要你學會如何「拆解」句子，層層抽絲剝繭，不管你未來遇到多麼長、多麼複雜的句子，即使無法看懂每一個字，只要再搭配上下文的理解，你也大概可以掌握句意八、九成。這是讓你第一次學英文就能穩固基礎的大好機會！另外，本書包含 20 個單元會話，每
篇單元有兩個情境對話，都是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內容，另外，針對每一則對話，都有搭配基礎的文法、句型講解與字彙、片語的補充，以及特殊字詞用法補充解說，讓你自然融入單字、片語、句型及文法概念！
最後，嚴選資深美籍教師錄製MP3光碟，發出最道地標準的美語，建議讀者邊聽邊跟著讀，如此絕對能練出「讓英美人士都驚訝的」漂亮發音。希望這本《我的第一本英文課本》能夠作為初
學者接觸英文的重要基礎。在此特別感謝國際學村編輯團隊對於本書出版過程中的協助，也感謝購買本書的各位。作者 彭彥哲（Jerry Peng） Page 4 作者序陳昭蓉 醫師／林宗慶 醫師 ／許碧惠 營養師 第一章 知識篇－認識肌少症（肌肉的重要）Q1 我比較胖，身上肉比較多，所以不會有肌少症的問題？Q2 瘦的人比較容易有肌少症的問題嗎？Q3 平時容易腿軟、腳無力，甚至久站就腿痠、走路時間長
一點雙腳就發抖，這
也是肌少症的現象嗎？Q4 肌少症是老人家的專利，年輕人根本不用擔心，這是正確的嗎？Q5 有沒有簡單的方法觀察家中長輩（自己）有沒有肌少症的問題？Q6 家中長輩如果得了肌少症，我是不是也會遺傳？Q7 肌少症除了年紀因素，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導致肌少症？哪些人是高危險群？Q8 肌少症的症狀只會顯現在四肢嗎？Q9 肌少症對健康會造成什麼影響或後果？嚴重可能會
致死嗎？Q10 肌肉量少代表骨頭也不好嗎？Q11 肌肉量要多少才夠？Q12 肌少症會造成失能嗎？第二章 疾病篇－如何發現及診斷肌少症Q1 減重要怎麼吃，才能減脂不肌少?Q2 年紀大的人要清淡飲食、控制體重，瘦一點比較健康？Q3 為了增肌，只要多吃肉就可以了嗎？會不會造成肥胖呢？Q4 我慢跑、騎車、走路、跳舞，這些運動能夠幫助強化肌肉嗎？Q5 我平日都有持續運動，所以不用擔心有肌肉
流失的問題？Q6 如何存肌肉本？Q7 肌肉少的人容易跌倒，容易骨折，所以，平時是否也該相對多補充鈣質以及
多留意關節健康？Q8 我吃素，肌肉量一定會不夠嗎？我不吃肉／蛋怎麼辦？Q9 若懷疑有肌少症，要看哪一科？Q10 痛風、尿酸高，該如何吃才能預防肌少症？Q11 生酮飲食可以預防肌少症嗎？Q12 低升糖指數飲食可以預防肌少症嗎？Q13 何謂地中海飲食？可以預防肌少症嗎？Q14 何
謂得舒飲食？可以預防肌少症嗎？第三章預防篇－運動／飲食／生活習慣Q1 做重量訓練就能長肌肉，年紀大的人也可以進行重量訓練嗎？Q2 肌少症要吃什麼藥？有辦法治癒嗎？真的不可逆嗎？Q3 大家都說肌少症早期預防很重要，到底要多早開始呢？Q4 肌肉若不鍛鍊，多久會流失？Q5 預防肌少症，平日的營養調理應注意哪些事情？Q6 每個年紀的熱量及蛋白質需求量都一樣嗎?Q7 年紀大或牙口不好
的人，咬不動肉，怎麼補充蛋白質？Q8 年紀大了，吃什麼都沒滋味，加上慢性病飲食又諸多限制，要怎麼增加肌肉
量？Q9 增肌為什麼要補充高蛋白粉？年紀大的長者也可以吃嗎？Q10 預防肌少症，除了蛋白質外，還需要補充其他的維生素嗎？Q11 為了預防肌少症，需要特別補充營養食品嗎？Q12 我的三餐該怎麼吃，才能兼顧均衡營養，又可預防肌少症呢？Q13 慢性腎臟病如何預防肌少症？Q14
糖尿病人如何預防肌少症？Q15 有心臟血管疾病如何預防肌少症？第四章 治療篇－體適能觀念及實用肌力訓練Q1 膝蓋不好，能做什麼運動增強肌力？Q2 做肌力訓練一定要去運動中心或健身房嗎？Q3 預防肌少症，要做什麼運動才有幫助呢？Q4 醫師說我已經是肌少症，做運動有效嗎？要做多久？Q5 肌肉的鍛鍊一定要做運動嗎？如果不喜歡運動，在平時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預防肌少症？Q6 如何知
道自己的肌肉量或肌力增加了？Q7 肌肉量等於肌力嗎？Q8 除了運動、按摩的方式之外，用「電療」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肌力嗎？Q9 想運動，但又擔心運動傷害，到底要怎麼做？Q10 防肌少，多運動就好嗎？怎麼知道有沒有運動過量呢？第五章鍛鍊篇－強化四肢及軀幹肌力運動˙健身輔助器具介紹 1. 上肢肌力部分：◆ 大手臂訓練 徒手 彈力帶◆ 胸部肌群訓練 徒手 小抗力球 啞鈴◆ 肩關節肌群訓
練 徒手 彈力帶◆ 背部肌群訓練 徒手 彈力帶 YWT訓練（徒手） YWT訓練（沙包）◆ 拳擊運動訓練（綜合運動） 徒手 小抗力球2. 軀幹部分：◆ 側腹肌訓練 微笑曲線 左右側彎—初級版：徒手 左右側彎—進階版：以彈力帶輔助 哈囉！你好，側彎運動◆ 腹直肌訓練 雙腳交替點地 上下傳接球◆ 腹斜肌訓練 軀幹旋轉合併抬腿 砍柴旋轉運動◆ 背肌訓練 肩胛內夾身體下蹲 弓箭步之雙
臂後舉◆平衡與協調整合訓練 蹬腳立定動作 側移芭蕾動作3. 下肢肌力部分：◆ 股四頭肌訓練 沙包負重◆ 腿部肌群訓練 深蹲 深蹲左右側走 弓箭步蹲姿運動◆骨盆肌群訓練 橋式運動 硬舉運動 Page 5 ★ 世界知名繪本大師阿克賽爾．薛弗勒(Axel Scheffler)繼暢銷名作《古飛樂》(Gruffalo) 後最新力作。 ★ 讓超人氣部落客酪梨壽司也忍不住獻出翻譯處女秀的系列繪本。 ★ 全球譯作目前已達
十餘種，包括法、德、希、葡、荷、俄、西班牙、芬蘭、匈牙利、挪威、瑞典、希伯來、加泰隆尼亞語……等，深獲各地讀者好評與喜愛。 \\ 超人氣搭檔皮皮與波西回來了 // 性格迥異、一動一靜的皮皮與波西 究竟如何和平共處？ 一場驚險的意外， 波西吵鬧的遊戲聲嚇到了皮皮的小蝸牛， 讓皮皮對波西非常生氣！ 就在這時候，一隻貪吃的鳥卻想要偷走小蝸牛…… 皮皮和波西如何面對眼前驚險的意外？
小蝸牛能成功脫困嗎？ ★有注音/中英雙語/2~6歲親子共讀，7歲以上可自行閱讀。 本書特色： 【雙語最超值】中英雙語童書，以輕鬆逗趣的內容開啟幼兒外語的大門。單本價錢，雙倍價值，CP值超高！ 【內容最有感】內容貼近幼兒真實生活樣態，直擊孩子的內心世界，易於引發共鳴，增加更豐富的延伸討論。 【共讀最溫馨】總是能夠破涕為笑的兩小無猜，是親子共讀的最佳題材，加溫親子間專屬的
親密感。一百種理想（親子網紅） 楊俐容（情緒教育專家） （按姓氏筆畫排序） Page 6 一、本書蒐錄現行法規中常用且適用者；並區分為憲法及關係法規、民法及關係法規、商事法及關係法規、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刑法及關係法規、刑事訴訟法及關係法規、智慧財產權法規、行政法規等八大類。 二、本書之編列說明如下： (一)法規名稱及立法沿革、條文內容，悉以總統府公報為依據。 (二)法規
名稱後加註該法規歷次公發布之時間及公發布機關。 (三)法條條號之下附註「法規要旨」，以（
）表示之，便利讀者瞭解法條規範重心。 (四)條文內容之呈現區分為項、款、目三種，標示如下： 1.項：各項首行前空一字起排列，同一條文若具二項或二項以上時，各項首字前以?、?、?標示之，以便讀者快速搜尋項別。 2.款：各款首行前空四字起排列，並於首字前以一、二、三標示之，標示符號低二字
起排列，以便讀者迅速搜尋款別。 3.目：各目首行前空五字起排列，並於首字前以(一)、(二)、(三)標示之，標示符號與文字間不留字距。 4.條文內容之解析另可參照後頁之「本書使用圖解」。 (五)凡例之後並臚列本書收錄法規之綜覽，詳加分類並加註頁碼，鳥瞰全文，綱要體系一覽無遺。 (六)書末輯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文，便於讀者研析參酌。 (七)內頁兩側於法規名稱下加註條序邊款及法規分類標
幟，便利迅速搜尋法條內容。 三、本書為「經典小六法」系列之首部，與另二本簡易型法典併為敝局重要法律出版品之一，本書之編印，雖詳加校對，然仍恐疏漏，若有誤植之處，尚祈讀者不吝指正，俾使完善。 Page 7 每個華人的心中都印著一位諸葛亮。忠貞、信義、寬厚、仁愛、足智多謀、瀟灑淡泊……諸葛亮是中華核心精神的典範。他在二十七歲提出《隆中對》策略，奠定了蜀漢未來十年的軍政方
針；在赤壁之戰中，有他草船借箭出奇招，以及借東風的幻術演出；他在蜀地輔政，對外嚴陣與吳、魏相抗，對內戮力整建秩序、安民強兵。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個軍事家、政治家、演說家，甚至是發明家，他是臥龍，卻絕不是完人。章映閣筆下的諸葛亮不是神話，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本書以歷史事實為依歸，加之對情節的細膩描述，剖析孔明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天賦卓越以外，與劉備知遇、事態
人情、天命機運等複雜外因環環相扣。諸葛亮的一生因成就他人而躍升頂尖，周旋於險惡情勢間，他的故事不只照應出眾多三國豪傑的英勇才智，也折射出每個讀者的超我理想，供我們學習審事、攻心的思維技巧。 章映閣一九三七年出生，四川金堂縣人。曾任成都市博物館館長。中學讀書時就喜讀歷史書，尤愛讀三國歷史。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和有關研究工作。曾於一九
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間，在成都武侯祠潛心探研諸葛亮與三國史及其有關文物勝蹟。先後撰寫並出版了《諸葛亮》《孫權》（知書房出版）等專著。 序之章 丞相祠堂諸葛大名垂宇宙 06別具一格的成都古祠 14第一章 隆中十年離開山東老家 26結廬隆中 34隱居待時 48第二章 三顧茅廬劉備到荊州 54三請諸葛亮 62隆中對 70第三章 赤壁大戰曹操南下荊州 82出使東吳 88赤壁鏖兵 97第四章 開創基業借荊
州，進益州 108諸葛亮入川 116奪取漢中與劉備稱王 125跨有荊、益 134第五章 永安託孤關羽失荊州 140伐東吳 149託孤 160第六章 識治良才重修盟好 166閉關息民 172科教嚴明 180治軍 191第七章 五月渡瀘南中叛亂的由來 200攻心為上 206夷、漢粗安 210第八章 北伐中原上表出師 218五次伐魏 225北伐何以未能成功 250第九章 鞠躬盡瘁思想與作風 262半生操勞 268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
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Page 8 ◎字詞收錄，多元實用！ 收錄六千餘字，七千餘條詞彙，內容豐富，涵蓋中文常用字詞。 ◎詞彙補充，觸類旁通！ 補充例詞例句、近反義詞與衍生詞，並有辨析釐清易混淆字詞、說明詞源，幫助延伸
學習，拓展知識應用範圍。 ◎注音最準確，考試高分真容易！ 依教育部《一字多音審訂表》標示，由審音委員張孝裕教授親自校閱。單字附注漢語拼音，外語學習也可用。 ◎字該怎麼寫，看我最正確！ 依據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冊》，一筆一畫雙色呈現。 ◎檢索簡易，輕鬆上手！ 三種檢索方式，包含《部首索引》、《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對照檢字索引》、《難檢
字總筆畫索引》，查找字詞無往不利。 ◎附錄資料最實用！ 附《國語詞類表》、《標點符號用法表》、《國語注音、漢語拼音對照表與書寫說明》、《101一字多音審訂初稿、現行音對照表》，擴大學習視野。 ◎插圖生動，精巧美觀；圖示說明，一看就懂！
◎開本適中，攜帶方便；雙色印刷，版面舒適！ 本書增訂四版，是以三版的《小學生國語辭典》為基礎做大幅度的內容更新，
有四大特色： 1.本次新增近30個單字，100餘條詞彙，生活知識面面俱到。 2.注音和漢語拼音位置移到單字下方，版面清晰，一目了然。 3.異體字下方新增注音和漢語拼音，檢索讀音更便利。 4.增補例句，貼合生活，靈活運用，提升語文能力。 Page 9 獲文化部第39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第一本針對初學者打造的雙解辭典 用英文學英文，擺脫 Chinglish （中式英文） 獨創的百寶箱設計，趣
味、知識、學習兼顧 適用對象 各英語檢定考試初級考生／雙解辭典入門者 中小學生／英語初學者 英語教師／補教機構 本書特色 ⊙ 隨書附贈真人發音MP3音檔：全書2,300餘詞條、拼法與中文解釋，由專業外籍配音員獻上道地母語發音。 ⊙ 選字涵蓋教育部公布之國中小2,000單字、全民英檢初級詞彙。 ⊙ 全文採中英雙解 ，以英語解釋深入字詞意涵，再配合中文迅速掌握詞義。 ⊙ 精選基礎、常見釋義
，並以淺顯易懂的字句解釋，為讀者奠定良好基礎。 ⊙ 各獨立釋義皆附有用例 ，並以粗體標示重要用法。 ⊙ 五大百寶箱：相關字、比較、會話、短文、諺語，提供多元的進階內容。 ⊙ 版面清爽、字體加大， 雙套色設計 。 商品除瑕疵品外，恕不接受退換貨 因拍攝略有色差，圖片僅供參考，顏色請以實際收到商品為準 Page 10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
到商品為起始日)。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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