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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60 人型護衛機.I,系統異常自救指南 瑪莎.威爾斯著 翁雅如翻譯 高寶國際 語文書庫

1092161 一個人開書店:那霸市場裡的烏拉拉 宇田智子 聯經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62 宅男宅女症候群:與社交焦慮症共處 林朝誠 心靈工坊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63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醫學篇 張文亮 校園書房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64 那條時光流轉的小巷 劉墉 九歌 語文書庫

1092165 大指揮家與古典音樂:當代指揮大師工作技藝、曲目觀點與後台故事
約翰.莫塞里(John Mauceri)原著竇永華譯

大寫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66 誇大自體症候群 :現代人體內暴君的真面目=誇大自己症候群:あなたを脅かす暴君の正体 岡田尊司 聯合文學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67 圖解心理學:正面迎戰人生難題!讀懂自己.看穿他人,從0到99歲都適用的生涯處方 澀谷昌三 漫遊者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68 廖輝英老台灣四部曲:負君千行淚 廖輝英 九歌 語文書庫

1092169 正念減壓自學全書:臺灣首位美國麻大正念中心認證導師、華人正念減壓中心創始人不藏私解惑書 胡君梅著 野人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70 圖解自我心理學:認識自我,活出人生高新度!心理學家助你突破個性盲點,發掘天生優勢,戰勝生活與職涯難題 澀谷昌三 漫遊者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71 機器人會變成人嗎?:33則最令現代人最焦慮的邏輯議題 喀扶 日月文化 綜合書庫

1092172 草泥馬也會談戀愛?:33篇療癒系哲學難題與解答
彼得.凱夫(Peter Cave)著丁宥榆譯

日月文化 綜合書庫

1092173 馬克思:愛情與資本論=Karl Marx, die Liebe und das Kapital 克勞斯‧吉廷格 南方家園文化 語文書庫

1092174 幸福童年的祕密 米勒 心靈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75 練習的心境 :學習.職場.人際.秿養全適用的刻意練習心法 史坦納 方智 綜合書庫

1092176 掌數據分析的力量:Google、Uber都在用的因果關係思考法 伊藤公一朗 臺灣東販 綜合書庫

1092177 解愛:重返莊子與經典詩歌，在愛裡獲得重生 蔡璧名 天下 綜合書庫

G2021016 奈米科技交響曲:化學篇 黃光照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自然應用書庫

G2021026 慈悲心的種子:達賴喇嘛人生指導課 達賴喇嘛 聯經 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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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21027 害怕沒什麼大不了
柏納 韋伯(Bernard Waber)著.繪; 汪培珽譯

愛孩子愛自己 期刊室

G2021029 Clever Bill Nicholson, William Egmont Books 期刊室

G2021032 最早的記憶 柳田邦男 遠流 語文書庫

G2021033 最後一個祕密 梅鐸 尖端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034 臺灣豪雨 郭鴻基主編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自然應用書庫

G2021035 幕末暗殺 黑鐵弘 遠流 期刊室

G2021036 坂本龍馬 黑鐵弘 遠流出版 期刊室

G2021037 至高之處:義大利教堂藝術的千年光輝 戴佳茹著 宇宙光全人關懷 綜合書庫

G2021038 從天堂到人間 :文藝復興到巴洛克的藝術史 & 名畫故事 陳韻琳 宇宙光 綜合書庫

G2021039 林榮三文學獎作品集:第十六屆得獎作品集 李進文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 語文書庫

G2021040 林榮三文學獎作品集:第十六屆得獎作品集 李進文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 語文書庫

G2021042 The 20th-Century Children's Book Treasury SchulmanJanet Alfred A. Knopf 西文書庫

G2021043 Time For A Story Walker Books 期刊室

G2021044 Gervais, Bernadette； Pittau, Francesco/ Ross, Laura Gervais, Bernadette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 期刊室

G2021045 不要小看我!:33本給大人的療癒暖心英文繪本 李貞慧 聯經出版 綜合書庫

G2021046 小熊媽的經典英語繪本101+ :這樣挑、線上聽, 自學英語很簡單 張美蘭 天下雜誌出版 綜合書庫

G2021047 用英文繪本提升孩子的人文素養:老師培養孩子英語好感度書單 李貞慧 小樹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2021048 2020後生文學獎得獎作品集=Hakka Forever 江馥如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語文書庫

G2021049 重返神性:作為一個無神論的有神論者 朱峰誼編 朱峯誼 綜合書庫

G2021050 臺灣廟宇建築與裝飾:神農大帝.保生大帝.文昌帝君.清水祖師篇 張志源 揚智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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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21051 減壓,從心開始:紓解壓力的15種喜樂途徑
諾曼.萊特(H. NormanWright)著王宇薇譯

宇宙光全人關懷 綜合書庫

G2021052 高處眼亮:林懷民舞蹈歲月告白 林懷民 遠流 綜合書庫

G2021070 漢寶德亞洲建築散步 漢寶德 九歌 綜合書庫

G2021072 品香靜心:療癒、修復、靜心、回歸、內在的自我練習，找回最佳的自己 覺隱 著 幸福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2021074 當王國逐漸天亮 徐立真, 許博凱, 簡逸君撰文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綜合書庫

G2021075 當王國逐漸天亮 徐立真, 許博凱, 簡逸君撰文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綜合書庫

G2021080 你在想什麼? 莫侯 步步出版 期刊室

G2021087 給米連娜的信:卡夫卡愛情書簡 卡夫卡 書林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088 愛爾蘭之旅 磐爾 書林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089 倫敦的叫賣聲:英國散文精選 AddisonJoseph 書林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090 禪修的療癒力量:達賴喇嘛與西方科學大師的對話 卡巴金 晨星出版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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