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092091 親情, 也需要界限 :認清10種家庭問題 × 8種告別傷害的方法, 找回圓滿的自己 梅西爾 日月文化 綜合書庫

1092092 暗夜星光 :告別躁鬱的十年 思瑀 心靈工坊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93 各種考試一次合格!東大律師教你輕鬆高效記憶術 鬼頭政人 臺灣東販發行 綜合書庫

1092094 別輸在只知道努力 :任職三星.LINE.阿里巴巴頂尖公司, 90後外商副總教你打破年薪天花板 許詮 高寶國際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95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禮物 沈雅琪 皇冠 綜合書庫

1092096 活著覺得麻煩的人 :日本精神科名醫教你走出迴避型人格困境,活得更輕鬆自在! 岡田尊司 平安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097 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山德士 貓頭鷹 綜合書庫

1092098 失控的心靈:那些讓我們焦慮.恐慌.憂鬱.自戀.上癮.偏執.過勞.依賴症.強迫症.社交恐懼.歇斯底里的運作機制與應對策略 封李蒙 商周 綜合書庫

1092099 邏輯謬誤鑑識班:訓練偵錯神經的24堂邏輯課 冀劍制著 漫遊者文化出
版

綜合書庫

1092100 靈性的呼喚:十位心理治療師的追尋之路 呂旭亞 心靈工坊文化 綜合書庫

1092102 湖邊兇殺案 東野圭吾
著張秋明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092111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超自然:你不信上帝, 為何相信人有靈魂或外星人來過? 勞特雷吉 本事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12 元素週期表 丁格 大石國際文化
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13 老師, 你也可以這樣做:校園法律實務與理念 民間司法
與法治教

五南 綜合書庫

1092114 親愛的小孩 劉梓潔 皇冠 語文書庫

1092115 肌力訓練聖經:基礎槓鈴教程 馬克.銳
普托作何

楓書坊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16 複變函數導論與物理學 林清凉著 五南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17 從物理學切入的-線性代數導論 林清凉 五南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18 九歌一0八年小說選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2019 張惠菁 九歌 語文書庫

1092119 九歌一0八年散文選 =Collected essays 凌性傑 九歌 語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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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20 學習如何學習 奧克萊 木馬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21 你這個娘炮 帕斯科 野人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22 台灣異聞錄=Tales of Taiwan 二師兄 有方 語文書庫

1092123 藥王簡史 :奇蹟之藥、最賣之藥、威力最強之藥、人類最愛之藥、救活最多人命的11種藥,怎麼改寫人類命運? 佐藤健太
郎

大是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24 和好: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一行禪師
著汪橋 

自由之丘文
創, 遠足文化

綜合書庫

1092125 瀕窮女子:正在家庭.職場.社會窮忙的女性 飯島裕子 大塊 綜合書庫

1092127 金錢:左拉重現十九世紀法國金融風暴的古典經濟小說 左拉 野人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1092128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尼采 大家出版 綜合書庫

1092129 當洗腦統治了我們:思想控制的技術=Mind control eng 岡田尊司 遠流 綜合書庫

1092130 打架天后莉莉 蔻杭布莉 親子天下出版 圖書館

1092131 這樣開會最聰明 :有效聆聽、溝通升級、超強讀心,史上最不心累的開會神通100招! 古柏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2132 洞悉市場的人:量化交易之父吉姆.西蒙斯與文藝復興公司的故事 朱克曼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092133 祭念品 格里森 春天出版國際 語文書庫

1092134 廖輝英老臺灣四部曲 :映現臺灣百年女性剪影:相逢一笑宮前町 廖輝英 九歌 語文書庫

1092135 打火哥的30堂烈焰求生課:第一線熱血消防員親授關鍵保命絕招, 破解火場迷思 蔡宗翰 遠流 綜合書庫

G1090267 百年浪漫:漫畫與台灣美術的相遇 龍捷娣總
編輯五0

國立台灣美術
館

期刊室

G1090279 死亡的渴望=Hope to Die 卜拉克 臉譜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280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J.K. 
Rowling

西文書庫

G1090281 The American Henry 
James(亨

西文書庫

G1090282 The Tenth Circle Picoult, 
Jodi

Atria Books 西文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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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90283 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 Kinsella
, Sophie

Random House 西文書庫

G1090284 英雄故事:勇敢 無懼 韌性，這一刻 成為自己的英雄 台北市政
府勞動局

台北市政府勞
動局

綜合書庫

G2021001 The Memory keeper's daughter EdwardsK
im

Penguin 
Books

西文書庫

G2021002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 ThoreauH
enry 

Signet 
Classics

西文書庫

G2021003 Bleak House;With A New Afterword By Elizabeth McCracken DickensC
harles

Signet 
Classic

西文書庫

G2021004 幸福力=The power of happiness eng 李偉麟 天下遠見出版 綜合書庫

G2021006 壯遊 微光島嶼 :30個温暖臺灣靑春記事 呂依臻 教育部靑年發
展署

綜合書庫

G2021008 翡翠眼 江岱恩 無限可能創意 語文書庫

G2021011 都什麼時候了 林夕 遠流 語文書庫

G2021013 人間花草太匆匆:卅年代女作家美麗的愛情故事 蔡登山 里仁 綜合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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