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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312
索 書 號：177.2/857
書名：哥教的不是歷史，是人性：呂捷親授，
如何做一隻成功的魯蛇
作者：呂捷
岀版者：圓神出版
岀版年：2015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呂捷的「講古式教學」
，開創了歷史學習的新
典範。他在網路上的教學影片已成為學生的
救贖，讓無數考生直呼一看就忘不了。教學
之餘，他更以貼近年輕人的語言及犀利的觀
點，對各種青春困惑提出一針見血的建言。
本書中，他以最擅長的歷史故事告訴你，幾
乎所有英雄偉人都有魯蛇的過往。而年少時
的呂捷也不是一路平順，父親生意失敗跑
路，母親是水泥工，他更是個曾被退學的問
題學生。畢業後從事過水泥工、殯葬業、討
債公司，終日菸酒，沒有未來。一直到母親
的一滴眼淚打醒了他，才痛定思痛改變自
己，成為全台最知名的歷史老師，跳脫魯蛇
人生。
條 碼 號：344311
索 書 號：177.3/8662
書名：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
勒」的教導
作者：岸見一郎
岀版者：究竟
岀版年：2014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所謂的自由，就是被別人討厭。
有人討厭你，正是你行使自由、依照自己的
生活方針過日子的標記。
為什麼人們一直無法改變？
為什麼自卑感總是揮之不去？
為什麼我們總是活在別人的期待之下？
為什麼現在無法真實感受到幸福？
或許是因為，我們缺少了被別人討厭的勇
氣！



















2

條 碼 號：344200
索 書 號：192.1/8667
書名：我決定簡單的生活：從斷捨離到極簡
主義，丟東西後改變我的 12 件事！
作者：佐佐木典士
岀版者：三采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極簡主義，物欲減至最少的生活形態。年輕
世代間的強烈共鳴，一種無關景氣、無關貧
富的普世價值。減少後，才能看得見的「重
要」。不被常識束縛的富足人生。
我 36 歲，單身。在出版社擔任編輯，明明沒
結婚，卻也沒存下什麼錢。以前那一點也不
值錢的自尊，現在也沒了。對工作失去熱情、
連女友也跑了。大概就是世人說的人生失敗
組吧！我沒有豐功偉業，也沒什麼值得炫
耀，但接觸「極簡主義」後的我可以大聲地
說：「我的東西少，但每天都很幸福。」
條 碼 號：344319
索 書 號：410.7/8456
書名：翻轉醫療：一間偏鄉醫院為台灣醫療
帶來觀念革命的翻轉故事
作者：王明鉅
岀版者：商周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本書內容從王醫師調至台大竹東分院，擔任
院長的七百多個日子開始。
「院長，你能不能
想辦法募一台（醫療）車？」司機大哥的一
個問題改變了一切，由此王醫師肩負起「不
可能的任務」
，四處演講、傳達理念、積極募
款……，他不斷思索與調整方向，通過一關
關的考驗，擘劃出一條經營之道。他在短短
兩年之內完成醫院大改造，同時建置「東健
康中心」
，大力推動聚焦於預防中風、心肌梗
塞以及早期發現癌症的平價高階健檢，大幅
提升竹東分院的醫療技術與服務品質，凸顯
地區醫院的高度價值。他充滿創意的作為凝
聚了全院醫護人員的向心力，讓大家以在竹
東分院服務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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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252
索 書 號：411.18/8796
書名：做對 3 件事，年輕 20 歲：陳俊旭博
士的完全逆老聖經
作者：陳俊旭
岀版者：天下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自然醫學博士陳俊旭指出，身體就如同一間
隨時在「破壞」與「建設」的房子，所謂老
化，就是人體裡的破壞大於建設，若能用對
方法，讓體內的建設大於破壞，自然能減緩
老化，甚至變得更年輕！
●力行抗老化飲食四大招
●針對體質補充特殊營養素
●監測睡眠、克制打鼾，每天熟睡四小時
●每天交叉訓練一小時，強化大腿肌肉
●80%體表曬太陽，提升免疫力
貫徹以上計畫，遠離自由基、毒素、死亡荷
爾蒙、醣化蛋白的危害，落實正確的排毒、
營養、放鬆、睡眠、運動原則，你將經歷身
心狀況大幅改善、年輕 20 歲的逆齡奇蹟！
條 碼 號：344320
索 書 號：415.939/8362
書名：耳鳴,是救命的警鈴：耳科權威教你不
吃藥破解耳鳴的迷思!
作者：賴仁淙
岀版者：平安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耳鳴會傷害聽力，而且久了會變耳聾？耳鳴
代表耳中風，甚至會導致腦中風？只要多吃
維他命 B 和銀杏就可以治好耳鳴？……耳朵
裡有個聲音嗡嗡響不停，是很多人都有過的
困擾，也因此坊間出現許多以訛傳訛的錯誤
觀念。其實耳鳴不是病因，絕大多數的耳鳴
是身體發出的警訊，表示有地方出現異常，
提醒我們該好好檢視自己的健康狀況，找出
引起耳鳴的真正原因。










條 碼 號：344287
索 書 號：528.2/8666
書名：教室外的視野：小學六年的母親札記
作者：番紅花
岀版者：圓神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小學時期是人生成長最快速的六年，孩子從
圓滾的童稚體型，漸漸拉成頎長的少年。從
事事仰望依賴，變成偶爾青澀彆扭，但也時
有成熟發言的矛盾小大人。他們日日轉變，
幾乎是一眨眼，就是另一個模樣。
他們即將脫離父母羽翼，未來飛得多高，天
空有多廣闊，都決定在這六年的基礎。該教
給他們什麼樣的飛行技巧，帶給他們什麼樣
的視野，又該以什麼樣的姿態陪著他們前
進，是身為父母的我們最艱辛的功課。





條 碼 號：344285
索 書 號：544.8931/8454
書名：下流老人：即使月薪五萬，我們仍將
又老又窮又孤獨
作者：藤田孝典
岀版者：如果出版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如果你沒有五萬月薪，如果你對自己的健康
沒有充分的把握， 如果你沒有長期良好的社
交關係， 那麼，無論你現在幾歲，你未來注
定會變成「下流老人」
。如果有一天，我們因
此無法自食其力，能做些什麼扭轉局勢？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好的願景可能只是願
景，背後的真相讓人意想不到。當社會上的
貧窮老人愈來愈多，社會負擔就會愈來愈
大，只有及早預防貧窮老人出現，才不致於
整個社會一起向下沉淪。身為中產階級只是
我們的幻想，在高齡者的照護和貧窮問題再
也無法分割的往後，如何防止老後貧窮，是
我們人人都該思考的問題。本書層層剝繭，
從實際的老年生活面貌、應採取的對應政
策，到個人如何自救，提出完整且實際的思
索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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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317
索 書 號：563/8632
書名：不窮忙，年輕夫妻的五堂千萬致富課
作者：周怡潔
岀版者：大立文創企業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當多數年輕人初入社會後，立志 30 歲前存下
「第一個 100 萬」時，周怡潔與老公郭益宏
才 30 出頭，就累積數千萬元身價，過著自己
想要的生活。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2012 年，美國景氣逐步翻揚之際，作者與朋
友合資在加州買了第一間房，租金報酬率
8%。之後又趁市場低迷期間，陸續購置其他
房產與商辦，短短四年間躍登贏者圈的一
員。
「看懂景氣循環，抓到起漲點時投資，並
找到自己的潛能順流致富，是我們的獲利祕
訣。」
為了幫助更多人用最低阻力的方式致富，作
者成立「輕易豐盛學苑」。










條 碼 號：344324
索 書 號：848.6/8777
書名：鄉狼金桃
作者：張天捷
岀版者：啟動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鄉狼金桃就是雙人枕頭的意思，也是人類學
上一個始終讓人無法解釋的迷離現象。這個
行為模式，超越了生理上我們被創造只有一
顆頭的設計。這個設計，拯救了人類。
為什麼地球不再毀滅？因為有了人類，然後
有了愛情，本來要擊中我們的流星，一被看
見，就被摘下來，送給她了。二年前寧靜的
一個夜，他前女友帶他回到紐約，天上的星
星不說話，脫離台北的現實成了時差不懂夜
的黑，
人海裡只有她的一舉一動。他要
活下去，他洗碗，他很會，他的對話是臉書
的深夜療癒，
他的愛情是男人在港邊的
逆襲，他想要一台大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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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64847
索 書 號：855/836
書名：黃阿瑪的後宮生活：阿瑪建國史
作者：志銘, 狸貓
岀版者：世茂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皇～上～駕～到～」
貓界的皇上，黃阿瑪來囉！子民們還不趕快
跪下！
有家教又霸氣的阿瑪、不會呼嚕的招弟、愛
管秩序的三腳、神經質又多愁善感的
Socles、單純傻氣又健忘樂觀的嚕嚕、精力
旺盛的柚子、有點鬥雞眼的浣腸……
讓黃阿瑪帶領後宮貓咪們，訴說背後笑淚交
雜的流浪故事！










條 碼 號：344294
索 書 號：881.357/8443
書名：蜘蛛網中的女孩
作者：大衛．拉格朗茲
岀版者：寂寞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六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某天深夜，
《千禧年》記者布隆維斯特接到詭
異來電，對方聲稱握有人工智慧科技的爆炸
性消息，至於是否屬實，可以找他倆共同認
識的一名女駭客求證。這正是《千禧年》雜
誌需要的大獨家。布隆維斯特立刻趕去，碰
上的卻是槍擊、屍體，以及一個不能說話、
不會書寫的目擊證人──自閉卻擁有「照相
記憶」的美麗男孩。此刻，他只能求助於莎
蘭德。
一如往常，莎蘭德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尤其
她才闖入層層保護的美國國安局拿下加密檔
案。誰也沒想到，兩人竟是殊途同歸。不過，
一切的線頭與節點，都落在不能說話的男孩
身上。問題是，誰能接近他那深沉無言卻滿
載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