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101001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編 麥田出版, 語文書庫

1101002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 王德威主編 麥田 語文書庫

1101003 七等生全集2:我愛黑眼珠 七等生著 INK印刻文學 語文書庫

1101004 七等生全集4:削廋的靈魂 七等生著 INK印刻文學 語文書庫

1101005 巷仔口社會學3:如果贏者全拿,我們還剩下什麼? : 潘美玲 大家出版 綜合書庫

1101049 少年廚俠1:兩王的心結 鄭宗弦 親子天下 語文書庫

1101050 少年廚俠2:西湖鳴冤記 鄭宗弦 親子天下 語文書庫

1101051 少年廚俠3:消失的魔石 鄭宗弦文唐唐圖 親子天下 語文書庫

1101052 給不小心就會太在意的你:停止腦中小劇場,輕鬆卸下內心的重擔! 水島廣子 日月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53 然後,沒有你的九月來臨了 天澤夏月 台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054 前略.初戀的女孩,死而復生了 天澤夏月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055 十種寂寞 簡媜 INK印刻文學 語文書庫

1101056 未來世代必備的哲學思維:美國總統.迪士尼總裁.NBA球星都搶著修的博雅教育 小川仁志 臺灣東販發行 綜合書庫

1101057 不一樣的中國史2:從文字到思想,文明躍進的時代-周 楊照 作 遠流 綜合書庫

1101058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為什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薪水越來越低?因為從政客、銀行、會計師與律師,都只服務有錢人! 奧立佛.布洛著 黃亦安譯 大塊文化 綜合書庫

1101059 最後抱他的人 許慧貞著 寶瓶文化 綜合書庫

1101061 三體Ⅲ:死神永生 劉慈欣 貓頭鷹出版 語文書庫

1101062 萬物的價值 馬祖卡托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1101063 這一生的幸福計劃 柳波莫斯基 久石 綜合書庫

1101064 西游八十一案:(一)大唐泥犁獄 陳漸 高寶 語文書庫

1101065 西游八十一案^:(二)西域列王紀f陳漸 著 陳漸 高寶國際 語文書庫

1101066 重生的女巫 艾登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101067 裡面的裡面 朱嘉漢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101068 圖解醫療<<更新版>> 楊朝傑 作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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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69 我們為什麼還沒有死掉?:史上最有趣的免疫系統科學漫談(原來, 你能活著還真是奇蹟!) 班-巴拉克 麥田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70 計程人生:23段用愛跳表的旅程 李瓊淑 商周,城邦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101071 中產悲歌:面對薪資停滯.金融危機.稅賦不公, 中產階級如何改寫未來? 韋斯 時報 綜合書庫

1101072 雙城記 狄更斯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101073 逆轉恨意:洞察仇恨的源頭, 讓善意與惡念開始對話 凱因 時報 綜合書庫

1101074 擅長專弄人的高木同學1 山本崇一郎著汨紫音譯 城邦 期刊室

1101075 擅長專弄人的高木同學2 山本崇一郎著汨紫音譯 城邦 期刊室

1101076 擅長專弄人的高木同學3 山本崇一郎著汨紫音譯 城邦 期刊室

1101077 擅長專弄人的高木同學4 山本崇一郎著汨紫音譯 城邦 期刊室

1101078 擅長專弄人的高木同學5 山本崇一郎著汨紫音譯 城邦 期刊室

1101079 最高學習法 :12個改變你如何思考.學習與記憶的核心關鍵 霍維斯 大田出版 綜合書庫

1101080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班納吉 春山 綜合書庫

1101081 魔女之旅1 白石定規作李殷廷譯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082 四方形大叔的超能力紙飛機 :飛遠、飛久、飛快與花式特技飛行摺紙飛機大集合! 四方形大叔 碁峰資訊 綜合書庫

1101083 魔女之旅2 白石定規作李殷廷譯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084 魔女之旅3 白石定規作李殷廷譯 青文 語文書庫

1101085 亞洲男人的美國生存紀事:普立茲獎得主的自我追尋與美國亞裔文化觀察 泰森 時報 綜合書庫

1101086 漫畫-天橋上的魔術師:阮光民卷 吳明益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期刊室

1101087 漫畫-天橋上的魔術師:小莊卷 吳明益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期刊室

1101088 上手零技巧!手作木工好家具 DIY女子部 臺灣東販發行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89 社會心理學 卡辛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公司台灣分公司

綜合書庫

1101090 愛心樹 西爾弗斯坦因 水滴 期刊室

1101091 月球之書 翁弗拉許 時報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92 老殘遊記 劉鶚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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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93 我在動物孤兒院, 看見愛:犀牛.樹懶.棕熊.亞洲象.台灣黑熊.石虎, 愛的庇護所紀實 白心儀 有方 綜合書庫

1101094 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教你擺脫六大錯覺得操縱
克里斯.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丹尼爾.西蒙斯(Daniel Simons)著楊玉齡譯

遠見天下 綜合書庫

1101095 第二座山 布魯克斯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101096 午夜圖書館 赫格 漫遊者文化 語文書庫

1101097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戴蒙 時報 綜合書庫

1101098 冰凍地球 瑞得爾 奇幻基地,城邦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101099 網內人 陳浩基 皇冠文化 語文書庫

G2021166 危險的友誼 :超譯海明威 & 費玆傑羅 陳榮彬 南方家園 語文書庫

G2021167 Unlikely friendships :47 remarkable stories from the animal kingdom HollandJennifer S Workman Pub. 西文書庫

G2021180 框架三部曲:Ⅰ證詞 班維爾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181 框架三部曲:Ⅱ幽靈 班維爾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182 框架三部曲:Ⅲ雅典娜 班維爾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184 你不可不知的另類健康法=Alternative health care eng 劉大元 書泉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G2021185 找對醫師吃對藥=Find the right way for health 劉大元 書泉 自然應用書庫

G2021186 如何避免氣候災難 :結合科技與商業的奇蹟, 全面啟動淨零碳新經濟 蓋茲 天下雜誌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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