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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Library Hours (2019/01/14-2019/02/17)
 

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Library Hours (2019/01/14-2019/02/17)
時間 書庫 閱覽室 討論小間及視聽區

週一到週五 08：10 - 20：00 08：10 - 20：00 08：30 - 20：00

週六、日 08：30 - 17：00 08：30 - 17：00 10：00 - 17：0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The Library Closed Date are as follows：

01/18 ~ 01/19停電

02/01 ~ 02/10農曆春節  

http://library.ntust.edu.tw/


圖片來源: Julie anne Johnson
》回⽬錄

2018各類借閱率最⾼的中文書

2018各類借閱率最⾼的中文書
 

總類（000）

雪球速讀法 累積雜學資料庫,達到看書
十倍速,大考小考通通難不倒 

哲學類（100）

被討厭的勇氣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
勒」的教導

宗教類（200）

圖解人類圖 認識70張圖,看懂你的人生
使用說明書

自然科學類（300）

TensorFlow+Keras深度學習人工智慧實
務應用

應用科學類（400） 社會科學類（500）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795762~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76504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1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41525~S1*cht


近代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實務 做工的人
史地類：中國史地（600）

秦始皇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史地類：世界史地（700）

為了活下去 脫北女孩朴研美
語言文學類（800）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藝術類　（900）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回⽬錄

2018借閱率最⾼的視聽資料_前⼗名

2018借閱率最高的視聽資料_前十名
借閱次數：41

神力女超人
 

借閱次數：36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借閱次數：30 借閱次數：30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642296~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15~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73533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85347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28291~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51525~S2*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46284~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52762~S4*cht


敦克爾克大行動 蜘蛛人返校日
借閱次數：30

佈局
 

借閱次數：30

海灘救護隊
 

借閱次數：30

名偵探柯南劇場版 唐紅的戀歌
 

借閱次數：29

逃出絕命鎮
 

借閱次數：29

可可夜總會

借閱次數：29　

奇異博士
 

》回⽬錄

新增考試⽤書

想借考試⽤書嗎？不⽤⼤本⼩本扛回家-線上就可以K書、借閱囉!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53299~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47605~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51403~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47390~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53327~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46276~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72626~S4*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6~S4*cht


圖書館新增PUBU電子書城，提供68冊考試用書及萬本雜誌、書籍、報紙，100%全文完整內容，書庫每天更新。於IP
範圍內連線點選電子書，即可直接閱讀。欲使用「借閱」功能或在APP上使用，需註冊個人帳號 (需在校園 IP 範圍內
以電腦註冊 ，帳號需為Email形式，詳細說明請見註冊說明)；註冊成功後，可以電腦網頁版或下載 APP 於行動載具上
使用。

快來體驗！
看看有哪些電子書清單！！
要怎麼註冊呢？

》回⽬錄

新進圖書介紹

書名：吃出好體質:甩⾁17公⽄不復胖,臺⼤爆棚營養課教師傳授的聰明挑食新主張

作者：洪泰雄著

館藏索書號：411.3 234-3 2018
 
『營養是健康的根本，食物是營養的來源』； 所以，營養學雖不用全盤了解，但關
鍵重點不能不知！【學會營養學關鍵重點，就能『聰明健康吃』！】 ‧配合食物的
消化時間，調整進食先後順序 ‧步驟吃肉法，膽固存不飆高，杜絕高脂肪 ‧遵循
３５９２１，輕鬆享瘦，不用餓肚子 ‧多多吃魚：補腦、護眼、強心臟、增加抵抗
力 ‧零食改吃堅果類，高纖護腸胃，低GI控血糖……（更多『食』用學分，就在書
本裡）( 博客來 )

書名：永遠的梭⿂
作者：巴斯卡.胡特爾(Pascal Ruter)著; 林⼼如譯
館藏索書號：889 453.2
 

2018法國暢銷溫馨小說，法國亞馬遜讀者4.7顆星超高評價！當人生走向終老時，生
命的意義是什麼？家人又該如何面對？《永遠的梭魚》以十歲小男孩的視角及幽默
風趣的筆調，穿插與奶奶溫馨來往的信件，寫下爺爺罹患失智症後的荒謬事蹟、排
斥搬到安養院、爸爸將爺爺送往安養院時的罪惡感，以及最後終於修復的父子關
係。故事令人捧腹大笑，同時感動淚流。 (Readmoo電子)

書名：波克夏⼤學:巴菲特與窮查理30年的投資備忘錄
作者：丹尼爾.⽪考特(Daniel Pecaut),柯瑞.溫倫(Corey Wrenn)著; 李祐寧譯
館藏索書號：563.5 745.3
 
《風靡全球百萬股東、唯一追蹤波克夏股東會長達三十年的重磅巨作，完整重現當
代最不可思議的投資盛會！影響你一生最棒的致富建議與啟發、令人拍案叫絕的策
略分析，還有震驚的內幕、幽默的省思，皆在其中。本書詳盡記錄了過去三十年
間，巴菲特與蒙格在波克夏股東會上的思維脈絡，內容涵蓋投資心法、市場分析、
產業觀察、公司治理與人生習題等範疇，透過淺白而清晰的紀實方式娓娓道來，無
論你是巴菲特迷、職業股東、專業經理人或價值投資的信徒，都能將能從中咀嚼出
最精彩絕倫的洞見。(博客來)

https://www-pubu-com-tw.ezproxy.lib.ntust.edu.tw/library/ff808081410172a00141164472630002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PUBU.xls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PUBUlogin.pdf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2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2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23~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3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3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3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42~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42~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42~S1*cht


書名：5分鐘商學院.管理篇:⼈⼈都是⾃⼰的CEO
作者：劉潤著
館藏索書號：494 730.6-2
 
由微軟、百度、海爾、中遠等知名企業策略顧問——劉潤老師授課，「得到」App
人氣專欄精華集結。繼經典商業概念，《5分鐘商學院》系列再出擊！高階經理人
必讀首選【管理篇】——從選人到育人，從管理本質到團隊設計，65招實戰管理策
略，管理祕技輕鬆學成。企業怎麼處理與內部的關係，就是如何將各個不同個性的
人一一串聯。管理者的角色，則是與這些獨特的個體，共同達成每項無法獨立作業
的任務。管理方法究竟有無規律可循？《5分鐘商學院・管理篇》從管理本質一路
到目標履行，深入淺出的例證剖析，簡明扼要解說管理理論，掌握實戰兵器，問題
迎刃而解。(博客來)

書名：下個⼗年,你在哪?:時時檢視⽬標,無懼打掉重練,10年10倍薪不是夢
作者：蔡康永著
館藏索書號：177.2 357.10
 
29歲的我，徬徨失措，問自己：十年後，想成為怎麼樣的人？39歲的我，已是跨國
集團總經理，仍在每年生日吹熄蠟燭前問自己：下個十年，我在哪？在做什麼？
「先設定未來十年的理想生活，設定明確目標後，倒推每個階段需要做到什麼，如
何達到期望？在往目標前進卻卡關時，有時候重新來過比再次修改更有效率，所
以，我情願把檢討做足，但不花時間和精力去遺憾。設定目標不是一成不變，中間
得經過調整才能成就。放得下才能再拿得起、蹲低才能跳高，轉職降職不可怕，可
怕的是你不懂得適應與轉變，當我開始懂得放棄，反而離目標更近！」(博客來)

》回⽬錄

i DVD

片名：完美社區謀殺案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914

主演：麥特戴蒙、茱莉安摩爾、奧斯卡伊薩克

歡迎來到「超完美社區」！ 洛基先⽣⼀家⼈居住在每個⼈夢寐以求的理想社區，⽣活看似
完美無缺，底下卻包藏禍⼼。洛基先⽣（麥特戴蒙 飾），公司不但經營不順利，家裡還遭
闖空⾨，老婆（茱莉安摩爾 飾）慘遭殺害，為和睦平和的社區蒙上了陰影，每個⼈都有殺
⼈嫌疑，究竟是誰下的毒⼿？更可怕的是，⼩兒⼦貌似⽬睹了當晚的事發經過，兇⼿隨時
可能再度找上⾨，洛基先⽣該如何破解兇⼿的精⼼佈局，保護家⼈？社區美好光景不再，
腐敗⼈⼼底下的各種勾⼼鬥⾓也將浮上檯⾯！(Yahoo奇摩電影)

片名：享宴Hold不住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899
主演：尚皮爾巴克希、吉爾斯萊勞奇、尚保羅盧弗

★凱薩獎最佳影片10項⼤獎提名他該如何⾒招拆招、保住⾦字招牌的辦趴⼈⽣… 辦趴超過
30年的宴會達⼈麥斯，擅⻑包辦各式婚慶宴會、花藝裝飾及歌⼿演出活動，無論客⼈提出
多麼難搞的要求，他都能使命必達。就在他準備退隱江湖之際，突然接獲⼀場要在17世紀
古堡舉辦的豪華婚宴，決定出⼿接下挑戰，藉此作為⽣涯的告別代表作。誰料⼤喜之⽇狀
況百出，麥斯旗下⼤將紛紛出包：脾氣⼤的經理槓上總監、婚禮歌⼿臨時放鴿⼦、攝影師
老派⼜少根筋，還有⼀⼤票被叫來濫竽充數的服務⽣，連環引爆⼀整晚的意外…。更可怕
的是，這群天兵天將還尬上有強迫症的新郎，火上加油災難頻傳，搞得麥斯⼀個頭兩個
⼤…。 (Yahoo奇摩電影)

片名：跟著IKEA衣櫥去旅⾏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903
主演：艾琳莫莉雅迪、貝芮妮絲貝喬、巴克哈德阿布迪、丹奴什

★全球暢 銷小說「我在衣櫥寫作的日子」感動改編！

★橫跨歐亞非6國實地拍攝，人生最意想不到的驚奇之旅！

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的阿賈(丹奴什飾)是在孟買街頭賣藝的魔術師，母親意外過世後，他
決定帶著母親的骨灰前往巴黎尋找從未謀面的生父。阿賈抵達巴黎後，在IKEA遇見了命中
注定的女孩瑪莉(艾琳莫里亞蒂飾)，身無分文的他躲進IKEA的衣櫥過夜，沒想到卻連人帶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44~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44~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944~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23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23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23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40~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40~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40~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40~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6622~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6622~S1*cht


「衣櫥」被送往了英國，還被警方當成非法移民遣返西班牙。阿賈之後輾轉流浪到了羅
馬，不但跟女明星奈莉(貝芮妮絲貝喬飾)有了難解之緣，更被義大利黑手黨追殺，他甚至
冒險登上熱氣球飛越地中海來到了利比亞，歷經無數冒險後終於回到了法國…而這一段又
一段超展開的意外旅程也讓他明白，只要發揮想像力，就能勇敢讓夢想實現。(Yahoo奇摩
電影)

片名：厭世媽咪⽇記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915
主演：莎莉賽隆、麥坎西黛維斯

⼆⼗歲的時候，覺得世界⼀切美好，三⼗歲的來臨，就像喝掛以後的宿醉⼀樣煩！瑪蘿
（莎莉賽隆 飾）辛苦拉拔兩個孩⼦⻑⼤，每天被家務事逼得喘不過氣來，丈夫總是忙著上
班無⼼幫她料理家事，⽽第三個孩⼦的出⽣成為了壓垮她的最後⼀根稻草，每天晚上不得
好眠，還要⾯對老⼆在學校被老師點名轉學的困境。有⼀天，弟弟向她提出⼀個新穎的提
案：要不要請⼀位「夜間保姆」？即便不喜歡外⼈進來家裡，但⼿⾜無措⼈⽣快要落入⾕
底的瑪蘿，也只能點頭答應，⽽「夜間保姆」塔莉（麥坎⻄黛維斯 飾）的加入，將如何為
這個家帶來嶄新的希望？( Yahoo奇摩電影)

片名：假掰英雄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916
主演：尚杜賈丹、梅蘭妮蘿倫

★轟動美國電影市場展 版權熱賣⼗數國 近年最精彩的法國電影 裝模作樣的紐維爾將軍
（尚杜加丹 飾）遠赴前線作戰後毫無⾳訊，留下未婚妻寶琳⼀⼈傷⼼落淚，她的姐姐伊
莉莎⽩（梅蘭妮蘿倫 飾）認為他凶多吉少，便假冒他的名義寫信安慰寶琳相思之苦，沒
想到她在信中虛構的英勇事蹟，竟讓逃兵歸來的他變成鄉⾥間的「⼤英雄」！眼看他沉醉
在戰爭英雄形象裡，伊莉莎⽩決定要把他拉下神壇！究竟紐維爾將軍的謊⾔⼈⽣能否繼續
下去呢？ ( 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國家圖書館講座

《註東坡先生詩焦尾本》新書發表暨劉少雄教授專題演講：逸趣與靈視——東坡的七言絕句

 
蘇東坡才華洋溢，卻因新舊黨爭，數度被貶官謫居， 在逆境中懂得隨遇⽽安，⼀⽣嬉遊⾃得其樂；就是這種既落拓
⼜富浪漫情懷的獨特魅⼒，讓他成為中國文⼈喜愛與仰慕的名家。 台⼤中文系劉少雄教授將透過宋版景印《註東坡
先⽣詩 焦尾本》的絕代風華，來解讀東坡詩發思古幽情、意在⾔外的微⾔⼤義，折射出那個時代的歷史光影。
報名參加！
圖.文來源：國家圖書館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6622~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36~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36~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36~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38~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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