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092047 廚師都在做什麼?=De Kok
莉斯貝特.史列格斯(文.圖; 謝維玲翻譯

水滴文化 期刊室

1092048 芭蕾舞者都在做什麼?=De Ballerina 史列荷斯 水滴文化 期刊室

1092049 醫生都在做什麼?=De Dokter
莉斯貝特.史列格斯文.圖; 謝維玲翻譯

水滴文化 期刊室

1092050 「情緒」の解剖圖鑑 :第一個被情緒勒索的對象, 不是別人, 正是你自己! 苫米地英人 楓書坊 綜合書庫

1092051 小窗幽記:共食拂過大明宮闕的文青風, 且餐人生的十二道風味 陳繼儒 好優 綜合書庫

1092052 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 明鳳英 釀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53 每種情緒都是天賦 :讓悲傷保護你、恐懼提醒你、欲望推動你……如何善用情緒與生俱來的好處與優勢? 塔蘭 采實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54 依戀效應:為什麼我們總在愛中受傷,在人際關係中受挫? 盧雯海 三采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55 我還是會繼續釀梅子酒 張西 三采發行 語文書庫

1092056 只是開玩笑, 竟然變成被告? :中小學生最需要的24堂法律自保課 吉靜如 三采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57 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為了多數人幸福而犧牲少數人的權益是對的嗎?我們今日該如何看待道德哲學的經典難題 愛德蒙茲 漫遊者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58 間歇高效率的番茄工作法:25分鐘,打造成功的最小單位!創始人親授一心一用、高效達標的時間規劃術 法蘭西斯科.西里洛著，林力敏譯 采實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59 因死而生 :一位安寧緩和照護醫師的善終思索 謝宛婷 寶瓶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60 颶光典籍三部曲:引誓之劍(上) 山德森 奇幻基地 語文書庫

1092061 颶光典籍三部曲:引誓之劍(下) 山德森 奇幻基地 語文書庫

1092062 碳變 理查.摩根(Richard Morgan)著李函譯 避風港文化 語文書庫

1092063 臺中歷史地圖散步 溫淳雅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64 臺南歷史地圖散步 吳建昇等撰稿李佳卉主編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65 真希望國中數學這樣教 西成活裕 台灣廣廈 綜合書庫

1092066 Big History大歷史:跨越130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 大衛.克里斯欽著、拾已安, 王若馨譯 聯經 綜合書庫

1092067 魔藥學:魔法.草藥與巫術的神奇秘密 康寧漢 柿子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68 學校,請你這樣保護我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暨應對指南 鍾宛蓉 五南圖書 綜合書庫

1092069 蕨類觀察圖鑑.1,基礎常見篇 郭城孟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70 外鄉女 楊青矗 水靈文創 語文書庫

1092071 工廠女兒圈 楊青矗 水靈文創 語文書庫

1092072 你可不可以培養一點不良的嗜好 林佳穎作 松鼠文化 語文書庫

1092073 簡報女王的故事力:矽谷最有說服力的不敗簡報聖經 杜亞特 商業周刊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74 高敏感者愛自己的19個練習 長沼睦雄 如何 綜合書庫

1092075 金庸作品集9:神鵰俠侶(一)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1092076 金庸作品集10:神鵰俠侶(二)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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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077 金庸作品集11:神鵰俠侶(三)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1092078 金庸作品集12:神鵰俠侶(四) 金庸 遠流 語文書庫

1092079 廖輝英老臺灣四部曲 :映現臺灣百年女性剪影 :輾轉紅蓮 廖輝英 九歌 語文書庫

1092080 廖輝英老臺灣四部曲 :映現臺灣百年女性剪影 :月影 廖輝英 九歌 語文書庫

1092081 暗夜倖存者 徐璐 平安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82 來自天堂的微光:我在史瓦濟蘭行醫 阿布 遠流 語文書庫

1092083 生存的十二條法則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混亂生活開出的解方 PetersonJordan B. 綜合書庫

1092084 懸吊健身訓練圖解全書 卜瑞蒂 遠足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85 肌筋膜徒手按摩解剖書 艾斯帕夏 采實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86 修練:前傳:未知樹的預言 陳郁如 小兵 語文書庫

1092087 修煉Ⅰ:動物精的秘密 陳郁如 小兵 語文書庫

1092088 修練Ⅱ:千年之約 陳郁如作 小兵 語文書庫

1092089 手起刀落:外科手術史 阿諾德.范德拉爾著、謝慈 譯 大是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9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9 渡航 尖端 語文書庫

G1090219 土地公 土地婆 七星潭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期刊室

G1090220 抱抱! 阿波羅 上誼文化 期刊室

G1090221 快樂的貓頭鷹 皮亞迪 上誼 期刊室

G1090222 跳ㄅㄚ˙!梭德:幫青蛙過馬路:守護梭德氏赤蛙的集團婚禮 劉月梅總編輯 荒野保護協會 期刊室

G1090223 藍眼珠呼叫小耳朵:美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貝 黃郁昕
鳴嵐國際智識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224 神奇變身水 甘特 上誼 語文書庫

G1090225 小熊可可 佛利曼 上誼文化 期刊室

G1090226 老鼠牙醫:地嗖頭 史塔克 上誼 期刊室

G1090227 艾瑪畫畫 凱瑟曼 三之三文化 期刊室

G1090228 大貓來了 艾許 上誼 期刊室

G1090229 阿利的紅斗篷 狄波拉 上誼 期刊室

G1090230 彼得的口哨 季茲 上誼 期刊室

G1090231 玳瑁髮夾 潘希真 格林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232 話圖:兒童圖畫書的敘事藝術 NodelmanPerry
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

語文書庫

G109217 藍色小洋裝 張又然 青林國際 期刊室

G109218 OH NO!:Or How My Science Project Destroyed the World
Mac Barnettillustrated by Dan Santat Disney-Hyperion 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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