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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88 逆轉騙數 莊惟棟 墨刻 綜合書庫

1092001 STEAM小翻頁:元素週期表大發現 愛麗絲.詹姆斯

(Alice James), 蕭.

水滴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02 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 宮能安 綜合書庫

1092005 電視低能我們損失什麼?:日本電視也是從低能走出TV 陳弘美 遠足 綜合書庫

1092006 解憂電影院:那些電影教我的事:用一場電影的時間, 改寫你我的人生劇本 水ㄤ 遠流 綜合書庫

1092007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跨物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接觸 逵曼 漫遊者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08 她的名字是 趙南柱 遠流 語文書庫

1092009 當你愛的人有成人過動症 巴克雷 遠流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10 原子有話要說!元素週期表 元素週期表研究會 漫遊者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11 盜墓筆記9:蛇沼鬼域Ⅳ 南派三叔 普天出版 語文書庫

1092012 盜墓筆記10:謎海歸巢=The Secret of Grave Robber.10,謎海歸巢 南派三叔 普天出版 語文書庫

1092013 保健教師安恩英 鄭世朗 臺灣商務 語文書庫

1092014 親愛的我,你好嗎:十九歲少女的躁鬱日記 思瑀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15 青春微素養 :36個通往更理想自己的基本功 蔡淇華 親子天下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16 向霸凌Say NO!:認識-對付-走出霸凌的校園暴力防治三部曲 南琦 著 遠流 綜合書庫

1092017 不需要電腦的程式設計課 克里斯辛 積木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18 薩提爾的親子對話:每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 李儀婷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19 閱讀素養:黃國珍的閱讀理解課,從訊息到意義，帶你讀出深度思考力 黃國珍作 親子天下 綜合書庫

1092020 絲綢之路.續篇,霸權移轉的動盪時代, 當今的世界與未來文明新史 梵科潘 聯經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21 我們都是有歌的人:回不去的那些年，回的去的這些歌 姚謙 聯合文學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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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023 圖解犯罪心理學 內山絢子 漫遊者 綜合書庫

1092024 圖解人際關係心理學 澀谷昌三著李健銓

譯

漫遊者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25 STEAM小翻頁:原子與分子大發現 蘿西.狄金斯(Rosie 

Dickins), 蕭.尼爾森

水滴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26 腹肌訓練解剖聖經:解析腹部肌群感受肌肉徵召 增進運動表現練出健美腰

身

Frede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作

旗標 綜合書庫

1092027 優秀老師大不同:課堂上17件最重要的事 威塔克 木馬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28 優秀老師這樣做 :輕鬆應付課堂挑戰50招 威塔克 木馬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29 我們都是時間旅人 葛雷易克 時報文化 圖書館

1092030 說謊心理學 Yuuki Yuu 晨星 綜合書庫

1092031 為失竊少女祈禱 柯雷孟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092032 原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克利爾 方智 綜合書庫

1092033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1=Magical Super Asia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2034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2=Magical Super Asia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2035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3=Magical Super Asia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2036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4=Magical Super Asia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2037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5=Magical Super Asia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2038 魔術小子2:貪心的三角形:多邊形的秘密 瑪瑞琳.伯恩斯文; 

戈登.西佛里雅圖; 

遠流 期刊室

1092039 活了100萬次的貓 佐野洋子 步步出版 期刊室

1092040 圖解樂風編曲入門:從10大樂風最基礎學起，自由風格隨意變身 藤谷一郎著黃大旺

譯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041 街屋台灣:100間街屋, 100種看見台灣的方式!=Taiwan Street House eng 鄭開翔 遠流 綜合書庫

1092042 穿越撒哈拉:流浪,走向風沙未竟之地 謝哲青 皇冠文化 語文書庫

1092043 二十一 陶晶瑩 圓神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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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044 該隱與亞伯=Kane and Abel 亞契 春天出版國際 語文書庫

1092045 挑日子 :結婚.搬家.開市.生小孩 你應該懂的農民曆常識 柿子文化事業公司

編輯部

綜合書庫

G109194 小說家的讀書密碼 王安憶 麥田出版 語文書庫

G109197 清邁.沉醉 永田玄 人人出版 綜合書庫

G109198 芥菜籽故事集 林文婷, 張以牧採

訪.撰寫

宇宙光全人關懷
綜合書庫

G109199 歐洲瘋:6種上癮歐洲的方法=Europe fun eng 陳彬彬 東觀國際文化 綜合書庫

G109200 人生第二曲線 :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創新學 郭瑞祥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G109201 名畫紀行 :回到1929的公會堂 林皎碧 允晨文化 綜合書庫

G109202 戰火下的中國 陳森甫 陳履安 綜合書庫

G109203 減壓生活禪 陳武雄著
日日學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G109205 走自己的路,做有故事的人:從生活脈絡尋找改變的力量 洪震宇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G109207 陪你讀下去=Reading with Patrick 郭怡慧(Kuo 

Michelle)著徐麗松

網路與書出版 綜合書庫

G109208 跨界:翱翔天際:38個舞動世界 青春記事 杜炳麟主編卓意紋

等撰文

教育部青發會 綜合書庫

G109214 國學潮人誌, 古人超有料 宋怡慧 麥田 綜合書庫

G109215 漫步生態秘徑:探索生物多樣性的奧妙 邱志郁主編趙淑妙

等著

中研院生多中心 自然應用書庫

G109216 我的老闆是總統:817萬票的幕後小英雄 陳冠穎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第3業/共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