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081054 台灣野外救命術手冊:台灣第一本野外醫學指南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主編 金名圖書 自然應用書

1081055 醫生好忙!:看診.巡房.開刀之外, 詼諧又真實的醫界人生 蓋瑞醫師 四塊玉文創 自然應用書

1081056 鳶人:第四屆金車奇幻小說獎決選入圍作品 李偉涵 釀出版 語文書庫

1081057 我是兒子, 我來照顧:28位兒子照顧者的真實案例, 長照路上最深刻的故事 平山亮 臺灣商務 綜合書庫

1081058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著徐宇甄譯 笛藤 語文書庫

1081059 鑿刻家貌=Family Rules 鄭如晴 時報 語文書庫

1081060 從悲劇中開出幸福花朵的人生智慧:叔本華 叔本華 方舟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61 她與他與祂的召靈大逃殺 散狐 POPO出版 語文書庫

1081062 機器人崛起:AI人工智慧理財新標竿=Robo advisor 劉宗聖 經濟日報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63  安藤忠雄 聯經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64 好設計の配色圖鑑:即翻即用,色彩搭配靈感本帳 Power Design Inc.著伍言莞翻譯 睿其書房 綜合書庫

1081065 地圖會說話[10周年增訂版]:從GPS衛星定位到智慧手機地圖，不可不知的地理資訊應用 李文堯, 林心雅著 奇光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66 巫王志:卷一 鄭丰 奇幻基地 語文書庫

1081067 巫王志:卷二 鄭丰 奇幻基地,城 語文書庫

1081068 巫王志:卷三 鄭丰 奇幻基地,城 語文書庫

1081069 巫王志:卷四 鄭丰 奇幻基地 語文書庫

1081070 巫王志:卷五 鄭丰 奇幻基地 語文書庫

1081071 慢宿,在旅館中發現祕境 丁一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73 中國后妃全傳:從先秦到清末,探看歷代位后妃傳奇 張宏偉 西北國際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74 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時光(上) 任海燕 野人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081075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中) 桐華 野人出版 語文書庫

1081076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下) 桐華 野人出版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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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78 奧馬哈眾王國記:王國落日=OMAHA 大帝 著 釀出版 語文書庫

1081079 愛的百種名字:一段關於婚姻與療癒的愛之旅 艾克曼 時報 自然應用書

1081080 異人茶跡Ⅲ:艋舺租屋騷動 張季雅作 蓋亞文化 期刊室

1081081 少爺的時代:第四卷明治流星雨 :在凜冽的近代中, 活得多采多姿的明治人 關川 夏央 衛城出版 期刊室

1081082 複利效應:6步驟引爆收入、生活賀各項成就倍數成長 戴倫.哈迪(Darren Hardy)著李芳齡譯 星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83 何苦去旅行:我們出發,然後帶著故事歸來 Matt Gross著朱道凱譯 早安財經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84 陪伴, 是世上最奢侈的禮物 蘇 時報 語文書庫

1081085 一次做六便當 :菜單研究所的省時省力.低醣備.餐.課 張凱程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

1081086 跑步肌耐力訓練解剖全書:強化腿部每一塊肌肉,跑得更快更久更輕鬆 史泰諾 木馬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87 傑琪的聖誕節=The bears' school eng 相原博之 愛米粒出版 期刊室

1081094 配色設計學:從理論到應用,零基礎的入門指南 紅糖美學著 睿其書房 綜合書庫

1081095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4:什麼是難民,族群融合,庇護政策或仇外心理?:看見他人困境的理解能力 舒茲-萊斯 麥田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96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5:是誰決定我們的薪水?為什麼不可能人人均富? 馮.彼特爾斯多夫 麥田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97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宗教怎麼來的?為什麼人會相信看不見的神? 魏茲 麥田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98 「少爺」的時代:第五卷::悶悶不樂的漱石.第五卷 關川夏央 衛城 期刊室

1081108 吳曉樂 語文書庫可是我偏偏不喜歡=But It's Really Not for Me chi 英屬蓋曼群島
商網路與書公
司臺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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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1076 The Hate U Give Angie Thomas Balzer + 
Bray

西文書庫

G001077 Fish in A Tree Hunt, Lynda Mullaly 西文書庫

G001078 A Monster Calls NessPatrick Walker Books 西文書庫

G001085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抗NMDA受體腦炎倖存者自傳 卡哈蘭 行路出版 自然應用書

G001089 爛漫書:世新大學第16~17屆舍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張雪媃總編輯徐郁婷主編 學生書局 語文書庫

G001090 稻香:稻作改良、志業飄香 楊遜謙 臺大磯永吉學
會

自然應用書
庫G001091 稻香:稻作改良、志業飄香 楊遜謙 臺大磯永吉學

會
自然應用書
庫G001092 理想的讀本:國文1 綜合書庫

G001094 心動的瞬間:愛情微小說集 孫恩立著 天地圖書 語文書庫

G001095 生物與非生物之間:所謂生命,究竟是什麼? 一位生物科學家對生命之美的15個追問與思索 福岡伸一著劉滌昭譯 有方文化 自然應用書

G001096 巴山夜雨:每一滴都落在詩中:和權詩集 和權 著 釀出版 語文書庫

G001097 巴山夜雨.讓回憶有了聲音:和權詩集 和權 著 釀出版 語文書庫

G001098 愛, 髓時都在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自然應用書

G001099 證明自己:彭政閔 彭政閔 聯經 綜合書庫

G001100 2019後生文學獎:轉來.來轉 王翊宏 語文書庫

G001101 感恩的故事:許水德八十八歲憶往 許水德口述魏柔宜撰文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141 拓樸學奇趣 葉弗來莫維契 亞東出版 自然應用書
庫SP061142 用手指思考!幾何摺紙摺出數學力×想像力×記憶力 衫之原真貴 三采文化 綜合書庫

SP061145 植物博物館 威利斯 大家出版 自然應用書
庫SP061146 動物博物館 史考特 大家出版 自然應用書
庫SP061148 江尻憲泰 易博士 綜合書庫建築結構入門:一氣呵成習得結構整體概念x融會貫通核心專業知識

羅智成總編輯 何淑貞等編輯撰述 一爐香文化, 
漢光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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