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072051 刑警教父 林慶祥 鏡文學 語文書庫

1072088 惡血:矽谷獨角獸的醫療騙局! 深藏血液裡的祕密.謊言與金錢 凱瑞魯 商業周刊 自然應用書

1072136 必然:掌握形塑未來30年的12科技大趨力 凱文．凱利 貓頭鷹出版 綜合書庫

1072137 21世紀的21堂課 赫拉利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72138 山與食欲與我1=Enjoy your mountain life! eng 信濃川日出雄 青文 期刊室

1072139 山與食欲與我 2=Enjoy your mountain life! 信濃川日出雄 青文 期刊室

1072140 山與食欲與我 3 =Enjoy your mountain life! 信濃川日出雄 青文 期刊室

1072141 山與食欲與我4 =Enjoy your mountain life! 信濃川日出雄 青文 期刊室

1072142 山與食欲與我5 =Enjoy your mountain life! 信濃川日出雄 青文 期刊室

1072143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

1072144 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穆克紀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
庫1072145 第二性:第一卷 波娃 貓頭鷹出版 綜合書庫

1072146 第二性:第二卷(上) 波娃 貓頭鷹出版 綜合書庫

1072147 第二性:第二卷(下) 波娃 貓頭鷹出版 綜合書庫

1072148 重要的小事 安.艾珀作劉孟穎翻譯 小熊 期刊室

1072149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 綜合書庫

1072150 龍貓 宮崎駿 臺灣東販發行 期刊室

1072151 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選譯今釋 孫震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072152 小王子的領悟 周保松 大家出版 語文書庫

1072153 玻璃王座3:火心傳人=Heir of Fire 瑪斯 尖端出版 語文書庫

1072154 玻璃王座4:熾影女王=Queen of Shadows 馬亞斯 尖端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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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病之王:一部癌症的傳記,以及我們與它搏鬥的故事 辛達塔.穆克吉
(Siddhartha Mukherjee)
著莊安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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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159 字母會F:虛構 胡淑雯 衛城出版 語文書庫

1072160 字母會D:差異 胡淑雯 衛城出版 語文書庫

1072161 字母會E:事件 胡淑雯 衛城出版 語文書庫

107216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1特攻強襲 時雨沢惠一 台灣角川 語文書庫

1072163 你以為你,是幸福的 尚.皮耶威爾作洪瓊芬譯 天下雜誌 綜合書庫

1072164 蒼藍鴿醫師告訴你:90%攸關性命的醫學常識,沒有人教! 吳其穎著 原水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

G000378 鑄字欲:第二十一屆臺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封德屏主編王麗雯等作 北市文化局 語文書庫

G000379 持志以恆:唐獎第三屆得主的故事 梁玉芳著 聯經 綜合書庫

G000380 你會上學校的廁所嗎? 村上八千世 小魯文化 期刊室

G000383 親愛的我 蔡嘉佳著 語文書庫

G000386 金庸作品集5:射鵰英雄傳(一)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G000387 金庸作品集6:射鵰英雄傳(二)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G000388 金庸作品集7:射鵰英雄傳(三)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G000389 金庸作品集8:射鵰英雄傳(四)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G000390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ChristieAgatha Harper Collins Publisers 西文書庫

G000391 Behind the Canvas Alexander Vance square fish 西文書庫

G000392 When You Reach Me SteadRebecca Yearling 西文書庫

G000393 Under the Egg Laura Marx Fitzgerald Puffin 西文書庫

G000394 Stargirl SpinelliJerry Alfred A. Knopf 西文書庫

G000396 One of Us is Lying McManusKaren M. 西文書庫

G000397 El Deafo BellCece Amulet Books 西文書庫

G000400 我的雜種人生:林保華回憶錄 林保華作 前衛 綜合書庫

G000401 人間社會學 :24則關於溫拿.魯蛇.大小確幸的生命故事 陳宗延 群學出版 綜合書庫

G000402 同在一個屋簷下:同志詩選 利文祺, 神神, 黃岡編選 黑眼睛文化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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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0403 暗室裡的光:勵馨走過三十年 趙慧琳 圓神 綜合書庫

G000404 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 傅大為 群學 自然應用書

SP061060 立體書不可思議 楊清貴 時報文化 圖書館

SP061077 古代天文學中的幾何方法 張海潮 三民 自然應用書
庫SP061078 按圖索驥:無字的證明 蔡宗佑 三民 綜合書庫

SP061080 按圖索驥:無字的證明2 蔡宗佑 三民書局 綜合書庫

SP061083 永野裕之 自然應用書

SP061086 設計幾何學: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 伊拉姆 積木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087 10種物質改變世界 米奧多尼克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
庫SP061088 多肉植物.仙人掌圖鑑800 羽兼直行 麥浩斯出版 自然應用書
庫SP061089 最強嚴選!Google超級密技活用攻略^:2017年度練功板 PCuSER研究室 電腦人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

SP061090 電腦人 綜合書庫

SP061091 電腦人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第一次玩空拍機全攻略:飛行.攝影.場地.挑選, 一入門馬上變玩
家

CoolFly酷飛多軸聯盟

飛吧!空拍機100問:從飛行到攝影,這樣開始我的空拍練習 林承志著薪創飛行團隊 
協助

喚醒你與生俱來的數學力 :重整邏輯思考系統,激發數理分析潛
能的七個關鍵概念

臉譜, 城邦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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