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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書 號 書        名 著             者 出版社  出版年

857.7/2668 單車失竊記 吳明益 麥田出版 2015

857.7/6017.1-6. 紙星星 晨羽著 城邦出版 2014

857.7/8490-2. 秋的貓 Misa著 城邦原創出版 2014

921.2/873 建築模型製作

沃爾夫岡.科諾(Wolfgang Knoll),

馬丁.黑辛格爾(Martin

Hechninger)原著

龍辰出版 2006

426.4. 開始玩花樣!鉤針編織進階聖典 日本Vogue社著 新手作出版 2015

303.4/4926. WOW!不作手會癢35個有趣的科學實驗 左卷健男著 新手作出版 2015

303.4/4440. 全世界都在做的兩百個科學實驗
(義大利)保拉.考克(Paola Cocco)

著
禾風車書版 2010

783.3886/3412-

0443.
星星女孩遇見MIT 謝其濬著 遠見天下出版 2014

303.4/4431. 動手玩科學 蕭次融等著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2002

312.86/3952. 可愛手作素材集+DVD tsuchinoko, Qoonana著 教育之友文化出版 2012

733.6/7552 單車.部落.縱貫線 陳忠利著 墨刻 2015

855/2668-2 浮光 吳明益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2014

857.7/0400 特殊傳說1 護玄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2

857.7/0400 特殊傳說2 護玄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2

857.7/862. 特殊傳說3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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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7/862. 特殊傳說4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2

857.7/862. 特殊傳說5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2

857.7/862. 特殊傳說6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3

857.7/862. 特殊傳說7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3

857.7/862. 特殊傳說8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3

857.7/862. 特殊傳說9 護玄著 蓋亞出版 2013

857.7/0400 特殊傳說10 護玄著 蓋亞文化出版 2013

992.72/8453 -2 最危險的廁所與最美的星空 石田裕輔作 大家 2011

861.57. 轉學生的惡作劇 喜多川泰著 野人文化出版 2015

889/5046. 生命清單
羅莉.奈爾森.史皮曼(Lori Nelson

Spielman)著
精誠資訊 2015

731.9/1635 日本.一路騎下去 石田裕輔著 大家出版 2010

426.78/0774. 可愛&軟Q毛茸茸襪娃娃 郭雅華(包子咩)著 雅書堂出版 2011

999/1034 一張紙做立體書 王淑芬著 親子天下 2015

177.3/2613 被討厭的勇氣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著 ; 葉小燕譯 究竟 2014

783.18. 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 小津安二郎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 2013

303.4/2673. 有趣的科學實驗100 牧野賢治著 世茂 2015

427.1/4023 400道電鍋聖經 李信宜主編 楊桃文化出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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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1/2916 愛料理 網友熱搜TOP 100電鍋菜 愛料理團隊作 三采文化 2015

309.9/8863. 引領世界前進的科學巨人 莫道爾編著 婦女與生活社 2012

177.2/6146.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秘訣
史威加.貝爾格曼(Zvika Bergman)

著
遠流 2015

192.1/8775. 最會賺錢的窮人 張辰瑜著 趨勢文化 2015

307.9/4442.2. 科靑的趕時間科學教室
米契.莫菲(Mitchell Moffit), 葛

瑞格.布朗(Greg Brown)著
究竟 2015

413.92/8435 穴位按摩圖典 石玉鳳執行主編 三采文化 2014

312.866/8497-4. 北歐設計紋樣1003+DVD 三采文化編著 三采文化 2009

301.3/2737 科學實驗王27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2015

301.3/2737 科學實驗王28 Story a. 三采文化 2015

301.3/2737 科學實驗王29 Story a 三采文化 2015

301.3/2737 科學實驗王30 Story a 三采文化 2015

301.3/2737 科學實驗王31 Story a 三采文化 2015

861.6/0441-19 一個人好想吃 高木直子圖文 大田 2015

947.41/0441-4. 一個人出國到處跑 高木直子著 大田 2014

426/0441. 一個人搞東搞西 高木直子圖文 大田 2014

855. 請問侯文詠 侯文詠著 皇冠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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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4. 中小學生必讀中國歷史轉捩點 曹若梅著 聯經 2015

523.34. 中小學生必讀西洋歷史轉捩點 曹若梅著 聯經 2015

719/4012 世界城市地圖

喬治亞.雪莉(Georgia Cherry)文;

馬丁.海克(Martin Hakke)圖; 吳琪

仁譯

遠流 2015

466.4. 手工皂實驗室 娜娜媽作 貝果文化 2015

583.33/101 臺北市常用法規彙編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輯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2014

583.33/101 臺北市常用法規彙編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2014

307.9/6341 國家地理生活科學大揭密 國家地理學會 大石國際文化 2014

719/4429 林獻堂環球遊記 林獻堂作 天下雜誌 2015

782.1/7581 爆古人的料 陳智弘 幼獅文化 2011

298.6/8831 中國妖怪故事. 動物篇 管家琪 幼獅文化 2015

298.6/8831 中國妖怪故事. 植物與器物篇 管家琪 幼獅文化 2015

298.6/8831 中國妖怪故事. 雜怪篇 管家琪 幼獅文化 2015

876.57/4330 暗店街
派屈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著 ; 王文融譯
時報文化 2014

320.58/4100 天文年鑑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

育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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