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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381 少年科學偵探CSI:10午夜的槍聲 高喜貞 臺灣麥克 自然應用書庫

0103595 時光當舖1:思念物的歸處=The time pawnshop eng 千川 尖端 語文書庫

0103597 千川 尖端 語文書庫

0103599 千川 尖端 語文書庫

0103600 千川 尖端 語文書庫

0103602 千川 尖端出版 語文書庫

0103604 I DOLiSH7- 偶像星願1 :向流星許願 種村有菜 長鴻 期刊室

0103606 長鴻 期刊室

0103608 火之鳥1:黎明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0 火之鳥3:大和篇.宇宙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1 火之鳥4:鳳凰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2 火之鳥5:復活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3 火之鳥6:望鄉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5 火之鳥8:亂世篇(下)-羽衣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6 火之鳥9:異形篇.生命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7 火之鳥10:太陽篇(上)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8 火之鳥11:太陽篇(下)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0103619 火之鳥12:希臘篇.羅馬篇 手塚治虫 臺灣東販 期刊室

1072001 臺東製造 四塊玉文創 綜合書庫台東的100件小事 :逛市集、學衝浪、當農夫，一起緩慢過日
子

I DOLiSH7- 偶像星願2:向流星許願 種村有菜作; 都志見
文太小說原著;
BANDAI NAMCO Online
原作; 楊采儒譯

時光當舖4:思念物的酣歌=The time pawnshop eng

時光當舖5:思念物的港灣=The Time Pawnshop

時光當舖2:思念物的繾綣=The time pawnshop eng

時光當舖3:思念物的彩虹=The time pawnshop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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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02 特克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03 李時雍 聯經 語文書庫

1072004 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畫 廖桂賢著 野人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72005 當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 陳文山等作許震唐、 衛城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72006 開路 :社會企業的10堂課 社企流. 聯經 綜合書庫

1072007 吳靜吉著 遠流 綜合書庫

1072009 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 海澤爾頓 八旗文化,遠 綜合書庫

1072010 鋼鐵德魯伊:9天譴 HearneKevin 蓋亞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11 科學大歷史 漫遊者文化出 自然應用書庫

1072012 即使被判出局也要讓夢想回家 阿布(張椀晴)作 方智 綜合書庫

1072013 我袂放你一個人 邱顯智 大塊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14 中島芭旺 三采發行 綜合書庫

1072015 袁越 本事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72016 台北故事 台北人 鏡文學 語文書庫

1072017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Little Beauty & love eng 趙乾乾 聯合文學 語文書庫

1072018 字母會:A未來 胡淑雯 衛城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19 字母會:B巴洛克 胡淑雯 衛城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20 字母會:C獨身 胡淑雯 衛城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21 時光電影院=The Rainbow of Time eng 幾米 大塊出版 期刊室

1072022 從天空看桃太郎 影山徹作; 中川学插 小光點 期刊室

1072023 魔女宅急便 宮崎駿 臺灣東販 語文書庫

生命,八卦一下!:男人為什麼長乳頭?女人為什麼每個月都要
痛?

雷納.曼羅迪諾
(Leonard Mlodinow)
著洪慧芳譯

我看見.我知道.我思考:大人都忘了...那些簡單卻重要的小事

創造力是性感的:吸引個人與領導、創新與創業，還有跨視界

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 =100 Years of Taiwan
literature

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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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24 巴巴洋與魔法星:一段看見思考力的奇幻旅程 阿達托 親子天下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25 特殊傳說Ⅱ:遠恆芝篇5 護玄 蓋亞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26 特殊傳說Ⅱ:恆遠之晝篇6 護玄 著 蓋亞文化 語文書庫

1072027 大塊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28 陳煒翰 綜合書庫

1072029 張曼娟 麥田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30 亂世宏圖:卷六臨江仙 酒徒 時報 語文書庫

1072031 如此人生 林立青 寶瓶 綜合書庫

1072032 未來年表:人口減少的衝擊, 高齡化的寧靜危機 河合雅司 究竟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33 書法情懷 侯吉諒 木馬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34 名古屋 伊勢 人人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35 Learn Better學得更好^ 鮑澤 方智 綜合書庫

1072036 Dolin66 遠足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37 漫畫佛學思想=Buddhism in Comics 蔡志忠 大塊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38 漫畫儒家思想=Confucianism in Comics eng 蔡志忠 大塊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39 漫畫禪宗思想=Zen Buddhism in Comics 蔡志忠 大塊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40 漫畫道家思想=Taoism in Comics eng 蔡志忠 大塊文化 綜合書庫

G000337 孩子與惡 :看見孩子使壞背後的訊息 河合隼雄. 心靈工坊文化 綜合書庫

G000338 轉大人的辛苦 :陪伴孩子走過成長的試煉 河合隼雄. 心靈工坊文化 綜合書庫
G000339 茶堂 王薀老師 商周出版 語文書庫

G000340 力量:重生之後 王薀 拾慧文化創意 綜合書庫

G000344 新時代的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黃昆輝, 鄒景雯著 玉山社 綜合書庫

為什麼GDP成長,我們卻無感?:GDP沒有告訴你的事,拚的是數字
成長,還是人民的幸福？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
編輯部

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從古老地圖與老照片開始! 中研院數位文
化中心出版

人間好時節:古典詩詞的人生啟示=A Great Lifetime eng

圖像語言的世界:圖像的意義是如何產生的? 莫莉卞(Molly Bang)
著宋珮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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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0345 21世紀的21堂課 赫拉利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綜合書庫

G000346 21世紀的21堂課 赫拉利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綜合書庫

G000347 賴樹明 大喜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000348 賴樹明 大喜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001013 李啟龍 自然應用書庫宏碁雲教授 :物聯網應用與設計 宏碁雲端技術
服務公司

當法律無法帶來正義:那些被判無罪的敗類如何得到應有的報
應

當法律無法帶來正義:那些被判無罪的敗類如何得到應有的報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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