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101006 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艾塞默魯 衛城出版 綜合書庫

1101007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Ⅴ:人認識到的實在是否受限於自身?:探索真實的哲學之路 侯貝 大家出版 綜合書庫

1101008 安達與島村1 入間人間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009 安達與島村2 入間人間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010 安達與島村3 入間人間著蒼貓 譯 台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011 安達與島村4 入間人間作蒼貓 譯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101012 課綱中的臺灣史:跟著專家學者探索歷史新視野 陳芳明等著陳鴻圖編 臺灣商務 綜合書庫

1101013 大英博物館裡的伊斯蘭史 阿卡巴尼亞 聯經 綜合書庫

1101014 圖解詩經 高儕鶴著 聯經 語文書庫

1101015 蘇東坡新傳:上冊 李一冰著 聯經 綜合書庫

1101016 蘇東坡新傳:下冊 李一冰著 聯經 綜合書庫

1101017 我不敢說,我怕被罵 凡赫斯特(Van Hest, Pimm)著 大穎文化 期刊室

1101018 我們的孩子在呼救:一個兒少精神科醫師, 與傷痕累累的孩子們 謝依婷 寶瓶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19 極簡閱讀 趙周 今周刊 綜合書庫

1101020 洗車人家 敷米漿 寶瓶 綜合書庫

1101021 兒童床邊的經濟學家:父母最關鍵的教養決策 奧斯特 天下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22 人情 :正是時候讀莊子二 蔡璧名 天下雜誌 綜合書庫

1101023 愛你,想你,恨你:走進邊緣人格的世界 柯雷斯曼 心靈工坊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24 零規則
瑞德.哈斯汀(Reed Hastings), 艾琳.梅爾(Erin Meyer)著韓絜光譯

天下雜誌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25 自主學習成就解鎖 :帶你找到最想學 打造獨有學習歷程 葉士昇 親子天下 綜合書庫

1101026 我要和你在一起 雷雅 大塊文化 語文書庫

1101027 情批=Love letter eng 阿尼默 大塊 語文書庫

1101028 精準寫作:寫作力就是思考力! 洪震宇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29 氣候賭局 諾德豪斯 日月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30 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 方德萬 聯經 綜合書庫

1101031 美麗蒼茫 王定國著 聯合文學 語文書庫

1101032 溫德斯談電影:觀看的行為Ⅲ 溫德斯 原點出版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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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33 我們必須去:駕駛艙視角的飛行故事 王立楨 遠流 綜合書庫

1101034 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邁向現代的歷程 林桶法編葛兆光等著 臺灣商務 綜合書庫

1101035 深度學習的技術:2週掌握高效學習,立即應用 楊大輝 遠流 綜合書庫

1101036 葉子圖鑑 林將之 晨星 自然應用書庫

1101037 圖解戀愛心理學 澀谷昌三著蕭雲菁譯 漫遊者 綜合書庫

1101038 變態心理學 克寧 雙葉書廊 綜合書庫

1101039 昨日的美食1 吉永史著王詩怡譯 尖端 期刊室

1101040 昨日的美食2 吉永史著王詩怡譯 尖端 期刊室

1101041 昨日的美食3 吉永史著尤楷茵譯 尖端 期刊室

1101042 昨日的美食4 吉永史著尤楷茵譯 尖端 期刊室

1101043 昨日的美食5 吉永史著尤楷茵譯 尖端 期刊室

1101044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10 渡航 作涂祐庭譯 尖端 語文書庫

1101045 山羊獰笑的剎那 陳浩基 皇冠 語文書庫

1101046 被害人 塔米.霍格(Tami Hoag)著蕭季瑄譯 高寶 語文書庫

1101047 十字屋的小丑 東野圭吾 皇冠 語文書庫

1101048 三體Ⅱ:黑暗森林 劉慈欣 貓頭鷹 語文書庫

G2021081 紅外套少女偵探團Ⅰ:羅卡曼多的指環 貝爾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082 紅外套少女偵探團Ⅱ:消失的小提琴 貝爾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083 紅外套少女偵探團 Ⅲ:名畫真假之謎 貝爾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084 泰姬三部曲之一:第二十個妻子 丘淑芳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085 泰姬三部曲之二:玫瑰盛宴 孫達瑞山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086 泰姬三部曲 之三:影子公主 丘淑芳 書林 語文書庫

G2021093 鹽田.新美.葫蘆巷:台南作家追想曲 顧蕙倩著 博揚文化 語文書庫

G2021094 盤根之森 諾維克 臉譜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095 大競走 史蒂芬.金著 皇冠 語文書庫

G2021096 三千分之一的森林:微觀苔蘚, 找回我們曾與自然共享的語言 基默爾 漫遊者 自然應用書庫

G2021097 上昇星座:生命地圖的起點=The ascendant eng 韓良露 南瓜國際 綜合書庫

G2021107 Wake Me Up At HappyLand Josef Lee作 飛柏創意 西文書庫

G2021108 29 Myths on The Swinster Pharmacy SnicketLemony
Mcsweeney's McMullens

期刊室

G2021109 藏在誰那兒呢? 五味太郎 上誼 期刊室

第2頁/共3頁



G2021110 誰吃掉了? 五味太郎 上誼 期刊室

G2021111 小金魚逃走了=Where's the fish? 五味太郎 信誼基金 期刊室

G2021112 Matilda DahlRoald, Puffin Books 西文書庫

G2021114 喝出健康:纖果汁+藥草茶+湯品+雞尾酒 赫屈 新女性 綜合書庫

G2021120 誰偷走了他們的青春:必備法稅常識保命密笈 趙凱昕, 張美盈, 于毅聖合著 正大 綜合書庫

G2021121 礦工歲月一甲子 周朝南, 李依倪作 周朝南 自然應用書庫

G2021122 附中野史2:非杜撰的城堡 馬培治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G2021123 凝視 齊柏林:台灣的四維空間=In focus:Chi Po Lin and Taiwan's four dimensional spacetime eng 齊柏林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綜合書庫

G2021124 玩真的!朱宗慶的文化藝術必修課 朱宗慶口述;盧家珍, 林冠婷整理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G2021126 夢的實踐:MAPS種子教師教學現場紀實 洪婉真 方寸文創 綜合書庫

G2021127 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15位跨虹者勇敢與您分享真實生命故事 風向新聞編輯群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綜合書庫

G2021128 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15位跨虹者勇敢與您分享真實生命故事 風向新聞編輯群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綜合書庫

G2021144 忠實的劊子手 哈靈頓 大塊出版 語文書庫

G2021145 弱 空.間:從<<道德經>>看臺灣當代建築 阮慶岳 田園城市文化 綜合書庫

G2021151 The Unfinished Angel CreechSharon
Joanna Cotler Books 西文書庫

G2021152 Waiting JinHa Pantheon Books 西文書庫

G2021153 Mr. Penumbra's 24-Hour Bookstore SloanRobin 西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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