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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9 希望之線 東野圭吾 春天出版 語文書庫

1090147 達克比辦案:尋找海洋怪聲:用聲音幫助捕食的動物 胡妙芬 親子天下出版 期刊室

1090148 達比克辦案5:救救昏倒羊:動物的假死和擬傷 胡妙芬 親子天下出版 期刊室

1090149 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霍夫斯塔特 八旗出版 綜合書庫

109015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 尖端出版 : 語文書庫

1090151 閣樓小壁虎 鄭栗兒 好讀發行 語文書庫

1090152 再見小壁虎 鄭栗兒 好讀發行 語文書庫

1090153 愛的小壁虎 鄭栗兒 好讀 語文書庫

1090155 紅皇后Ⅲ:籠中鳥 愛芙雅 皇冠 語文書庫

1090156 紅皇后Ⅳ:熾風暴 愛芙雅 皇冠 語文書庫

1090157 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 張夏準 雅言文化 綜合書庫

1090158 侯文詠 短篇小說集:30周年紀念完全珍藏版 侯文詠 皇冠文化 語文書庫

1090159 身體不說謊:再接幸福童年的秘密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著林硯芬譯

心靈工坊文化 綜合書庫

1090160 吸睛文案鍊金術:打造業績狂飆的神級爆文 陳凡 今周刊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61 不大好笑的人生:伊莉莎白.華倫卯上華爾街的真實故事 華倫 早安財經 綜合書庫

1090162 愛你,想你,恨你:走進邊緣人格的世界 柯雷斯曼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63 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 顧燕翎著 貓頭鷹出版 綜合書庫

1090165 沒有退路, 才有出路 李尚龍 今周刊 綜合書庫

1090166 OKR做最重要的事 :Google、U2波諾、蓋茲基金會,都採用的團隊激勵與管理法 杜爾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67 鋼索上的管理課:駭客.災變與多變動時代的韌性管理學=Resilience management eng 吳明璋 大寫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68 霍金大見解:留給世人的十個大哉問與解答 霍金 遠見天下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70 手工琴製作全事典:選料、工序、琴漆、鑑賞，跟著製琴師做一把傳家的小提琴 林殿崴著 創意市集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71 我的世界都是你 幾米 大塊文化 期刊室

1090173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薩孟武 三民 綜合書庫

1090174 性別作為動詞:巷仔口社會學22 戴伯芬 大家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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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75 讓我照顧你:一位長照服務員的30則感動記事 老么 釀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76 免疫解碼 :免疫科學的最新發現,未來醫療的生死關鍵 瑞克托 奇光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77 部屬比你聰明怎麼帶?:向愛因斯坦的老闆學領導 赫羅馬斯 時報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78 神來的時候 王定國 INK印刻文學 語文書庫

1090179 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從社會邊緣到劍橋博士的震撼教育
泰拉.維斯托弗(Tara Westover)著林師祺譯

愛米粒 綜合書庫

1090180 女子人際學:受男性欣賞, 女性喜愛, 人際關係瞬間提升的100個教戰守則 有川真由美 時報 圖書館

1090181 數據.謊言與真相 :Google資料分析師用大數據揭露人們的洛面目 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 商周 綜合書庫

1090182 失樂園 密爾頓 桂冠 語文書庫

1090183 超展開數學教室 :數學宅 × 5個問題學生, 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BUG 賴以威 臉譜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84 三體 劉慈欣 貓頭鷹出版 語文書庫

1090185 是湊巧還是機率?:巧合背後的數學與迷思 馬祖 臉譜 自然應用書庫

1090186 用一天說歷史 eng: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你的一天是人類累積的百萬年 詹納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0187 台北家族, 違章女生 李屏瑤 麥田 語文書庫

1090189 無聲證人:血腥迷人的近代法醫史 麥奎里 臉譜 綜合書庫

1090190 有一天=One day 郝廣才 格林文化 語文書庫

1090191 他人 姜禾吉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090192 后宮:甄嬛傳:卷四 流瀲紫 希代多媒體 語文書庫

1090194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王溢嘉出版 語文書庫

1090204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葛兆光著 三民 綜合書庫

1090207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48:釜山尋寶記 Popcorn story文姜境孝圖 三采文化 綜合書庫

1090208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38:大阪尋寶記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0209 科學實驗王43:火山地形 Story a.文Hong Jong-Hyun圖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0210 科學實驗王44:火箭與核能 Story a.文Hong Jong-Hyun圖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0211 圖解編曲入門 熊川浩孝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0212 圖解作曲.配樂 梅垣ルナ 易博士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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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1168 世上最快樂的工作 :神經顯微重建手術權威杜元坤的行醫哲學 杜元坤 好人出版 綜合書庫

G109143 螢火蟲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G109148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一生必遊的500美食之旅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 大石國際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G109149 一生一定要去的100個國家公園 國家地理系列編輯委員會 漢宇國際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109150 神奇的天然靈藥:阿司匹林的故事 伍焜玉 天下遠見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G109151 癡迷 杜非 寶瓶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109152 好黑 謝曉虹 寶瓶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G109153 理想的讀本:國文2 何淑貞等撰述 一爐香文化, 漢光教育基金會 綜合書庫

G109154 Wonder PalacioR. J. 西文書庫

G109164 戲夢時光:侯孝賢電影的城市、歷史、美學 林文淇 國家電影中心 綜合書庫

G109174 細說廿四經9:細說春秋暨三傳4 徐芹庭著徐耀環編 聖環圖書 綜合書庫

G109183 A Passage to India SwatridgeColin 西文書庫

G109184 The Clockwork Three Matthew J. Kirby 西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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