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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57 紅皇后.序曲:血王冠 維多利亞-愛芙亞 皇冠文化 語文書庫

1101158 雙星之陰陽師: 天緣若虎 助野嘉昭,田中創作 東立 語文書庫

1101159 雙星之陰陽師: 士牙繭闢 助野嘉昭,田中創作 東立 語文書庫

1101160 我媽媽做小姐的時陣是文藝少女 謝凱特 九歌出版社 語文書庫

1101161 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 方惠閔 游擊 綜合書庫

1101162 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金知慧 臺灣東販發行 綜合書庫

1101163 氣球人 陳浩基 奇幻基地,城邦文化 語文書庫

1101164 罪人 泰絲.格里森 春天出版國際 語文書庫

1101165 財務自由.實踐版 羅傑.馬, 珍.羅伯茲.馬 新樂園, 遠足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66 愛,上了癮:撫平因愛受傷的心靈 伊東明 心靈工坊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67 檢方的罪人 雫井脩介 春天出版國際 語文書庫

1101168 黑日 韓麗珠 衛城, 遠足文化 語文書庫

1101169 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 陳培豐 衛城,遠足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70 銀娜的旅程 洪素珊 左岸出版 語文書庫

1101171 英格的孤島 洪素珊 左岸文化 語文書庫

1101172 木蘭的外婆 洪素珊 左岸文化 語文書庫

1101173 沉月之鑰卷末:擁願 水泉 天使 語文書庫

1101174 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 張嘉真 三采發行 語文書庫

1101175 甜蜜與卑微:40年的守候, 換得一個回眸 郭強生 木馬出版 語文書庫

1101176 高敏感是種天賦 2:與眾不同的內在力量.實踐篇 伊麗絲．桑德 三采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77 厭世國文教室:古文青生涯檔案 厭世國文老師 究竟 綜合書庫

1101178 人生賽局:我如何學習專注.掌握先機.贏得勝利 瑪莉亞．柯妮可娃 究竟 綜合書庫

1101179 恐懼的力量:因為恐懼而無所畏懼，無私、利他，在於同理他人恐懼！一位心理學家探索大腦、神經和行為科學，實證揭露人性善惡真相之旅艾比蓋爾‧馬許 奇光出版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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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80 跨能致勝:一萬小時的刻意練習無法打造天才,反而埋沒真正的天賦才華 大衛．艾波斯坦 采實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81 僧人心態:從道場到職場, 訓練你的心, 過著平靜而有目標的每一天 傑‧謝帝 方智 綜合書庫

1101182 人脈變現 :21世紀超效率,掌握職場,家庭與人際的弱連結法則 理查.柯克,葛雷格.洛克伍德 八旗 綜合書庫

1101183 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漢斯.羅斯林的人生思辨 漢斯羅斯林,芬妮.哈耶斯坦 先覺 綜合書庫

1101184 建構視覺文化的13人 idea編集部 臉譜 綜合書庫

1101185 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糕 2 白洗嬉 野人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186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李貞德 三民 綜合書庫

1101187 不一樣的中國史 1:從聚落到國家,鬼氣森森的時代 夏、商 楊照 遠流 綜合書庫

1101188 心念自癒力 :突破中醫.西醫的心療法 許瑞云 遠見天下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189 習慣力:打破意志力的迷思, 不知不覺改變人生的超凡力量 溫蒂.伍德 天下雜誌 綜合書庫

1101190 完成:把不了了之的待辦目標變成已實現的有效練習 喬恩‧阿考夫 天下雜誌 綜合書庫

1101191 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從舊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如何改寫人類萬年的歷史  傑佛瑞．薩克斯 大塊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92 我和我的四個影子:邊緣性病例的診斷及治療 平井孝男 心靈工坊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93 異見的力量:心理學家的7堂決策思考課 查蘭‧內米斯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101194 人工智慧在台灣 :產業轉型的契機與挑戰 陳昇瑋 天下雜誌 綜合書庫

1101195 莫守成規:哈佛教授教你跳出框架、避開慣性陷阱,工作與生活都更出色 法蘭西絲卡．吉諾 天下雜誌 自然應用書庫

1101196 從解題著手懂普通化學 洪豐裕 興大 自然應用書庫

1101197 科學實驗王 47:傳染病與病原體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198 科學實驗王 48:放射性物質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199 安達與島村 5 入間人間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200 安達與島村 6 入間人間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201 安達與島村 7 入間人間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202 安達與島村 8 入間人間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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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03 裏世界遠足 1:兩人的怪異探險檔案 宮澤伊織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204 裏世界遠足 2:邊境海灘的狂歡夜 宮澤伊織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205 魔女之旅 4 白石定規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206 魔女之旅 5 白石定規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207 魔女之旅 6 白石定規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208 邏輯學原來這麼有趣:顛覆傳統的18堂邏輯課 董桂萍 五南 綜合書庫

1101209 就是要親手做卡片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 藝風堂 綜合書庫

1101210 工程之書 馬歇爾.布雷恩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211 太空之書 金貝爾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212 薩琪想要一個小寶寶 提利.勒南 米奇巴克 期刊室

1101213 暴風雨過後:用愛拂去心中的恐懼 愛蓮.羅曼諾 字畝文化創意 期刊室

1101214 一家三口 賈斯汀.理查森, 彼得.帕內爾 小魯文化 期刊室

1101215 候鳥:季節性移工家庭的故事 梅芯.托提耶, 伊莎貝爾.阿瑟諾 字畝文化創意 期刊室

1101216 國王與國王 琳達.德韓, 斯特恩.奈蘭德 青林國際 期刊室

G2021205 雨聲咖啡屋 張明仁 水西樓文學網 語文書庫

G2021206 墮落的信徒 班傑明.布萊克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207 銀天鵝 班傑明.布萊克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208 愛波的輓歌 班傑明.布萊克 書林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209 葉榮鐘選集,晚年書信卷 葉榮鐘 人間出版社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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