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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悅讀書訊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圖書館所製作發行，目的是為

提供全校教職員生閱讀相關資訊，定期介紹好書，營造校園之悅讀

氛圍，希冀藉由電子資訊的傳播，拉近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使讀者更親近圖書館。 

本書訊初創刊，若有不足之處請多包涵，也歡迎讀者批評指

教，給予建議，使我們更臻完善，提供良好的服務。 

影像醫學博物館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以影像放射醫學為

發展為主軸，同時肩負推廣之責任，因此，

率先成立影像醫學博物館，並於50週年的校

慶當日(2014年11月8日)正式揭幕啟展，館內

包含放射診斷區、核子醫學區、X光影像區、

暗房區、放射治療區、超音波區、多媒體互

動區等七個區域，展示舊有X光攝

影機、第三代電腦斷層儀及320切

電腦斷層儀……等，極具歷史及

價值意義之醫事儀器，以期透過

多面向的推廣，啟發國人對影像

醫學知識的認知，達到社會教育

的功能。  

想一覽影像醫學博物館之面貌嗎？                

請點選圖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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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書訊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Reader’s Newsletter 

圖書館 

http://youtu.be/NMYkrJ6AWT8


「學習——永遠不晚。 ~~~~高爾基 」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表   

BINUMI影音創作整合平台試用  

元培醫大圖書館  

FB粉絲專頁成立了!! 

歡迎全校師生至臉書專頁

按讚，以獲得相關訊息。 

希望提供更多的好讀資

訊，為校園增添書香氣

息。 

https://
www.facebook.com/
ypu.lib?
no-
tif_t=page_invite_accep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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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育訓練資料庫名

稱 

對象 報名連結   

103/12/03 16:00-

17:00 

圖資大樓  

地下1樓

L204 

電腦教室 

EBSCO(Academic 

Search Com-

plete+Business 

Source Premier) 

全校師

生 

我要 

報名 
  

103/12/17 16:00-

17:00 

 
萬方數據庫 全校師

生 

我要 

報名 
  

103/12/24 16:00-

17:00 

L204  Web of Science

(WOS) 

全校師

生 

我要 

報名 
  

※凡報名並參與全程者，圖書館將核發1小時研習證明。 
  

  

Binumi的應用層面包括：微電影製作、影音教材製作、圖書

館推廣影片製作等等...為慶祝*系統繁體中文介面*與*新功能*

上線，特別延長各單位的試用期限至2014/12/31。 

https://www.binu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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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食譜盡在元培醫大圖書館！^^ 

 食譜也稱為菜譜，中國的古代的菜譜多由仕紳執筆。南北朝時期的《食珍

錄》作者虞宗曾官拜祠部尚書，曾跟皇帝討論烹飪技巧。隋人謝諷所著的《食

經》是較具名氣的食譜，其中有記錄膾、羹、餅、糕、卷、炙、面、寒具等作

法，並記載了「越國公碎金飯」、「虞公斷醒（酒）」、「永加王烙羊」等菜

餚，名目典雅貴重，唐代《燒尾食單》。這類著作類似隨筆，跟現代食譜並不相

同。例如《呂氏春秋·本味篇》記載了煎魚方法，卻隱含「烹小鮮如治天下」的

思想。北宋陶穀《清異錄》散文集，內容記述天文、地理，但是1/3篇幅與菜餚

茗饌有關。直到元明年間，中國菜譜變得更貼近民生。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

集》類似於現代的家居百科，在飲食項中分別介紹不同民族菜色之烹調特點，收

錄四百多種食品榚點的製法，並影響了中國後代不少同類著作。中國食譜亦側重

飲食的食療，如元末明初的《易牙遺意》一書從蜜餞、小炒、榚點、湯、調味用

法、麵食、藥膳均有詳細介紹。 

除此，古代文學作品中也蘊含飲食文化，《紅樓夢》中敘述的精緻菜餚為廚

家發展出一整套紅樓宴，呈現古代貴族家餚與宮廷料理的部分面貌。袁枚的《隨

園食單》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代表了文人的美食品味，而蘇東坡的貶官生

涯、沈復的《浮生六記》敘述隱淡生活中也包含獨特的平民美味。 

 台灣早年家喻戶曉的大廚應屬傅培梅老師，也是電視烹飪節目的始祖，她的食

譜是家中的常備品，其時出版的食譜即是普遍印象中最標

準的形式，篇中分為食材、調味料的計量與作法二個部分，

加上精美圖片，讀者藉由說明即能依照工序完成一道佳

餚。這種形式為這些異鄉人保存家鄉的味道，一直延

續至今，仍是食譜的主流寫法。 

 進入網路時

代後，讀者們

只要GOOGLE需要的菜餚，各式作法、圖

片、甚至影音便應有盡有，食譜便必須

隨著生活需要的改變而變化，加以女人

多從家庭走入職場，廚師作家們必須為

遠庖廚的人們，增加基礎技能（選購、

辨識、肢解食材等能力）的說明，使能

簡易入手，如便當菜、電鍋料理等食譜

即因應此需求。健康概念的提升，也使

食譜內容必須提供知識性（食材質性及

營養成分）的資訊。如圖書館新書區的

《何食能安心: 擁抱當令鮮蔬果!!》、

《素食界廚神傳授天天愛吃健康素》、

《吃出美麗 : 聰明女人必讀的食療美

妍書》……等書皆是針對健康訴求而

來。 

近日在食安風暴的陰霾下，激起對

有機環保的重視，因此，介紹有機農產

品的種植，新農們堅毅的精神，尋找老

滋味，苦茶油、花生油與即將消失的傳

統菜餚，即成為當紅的話題。如：《阿

嬤的廚房》、《跟阿嬤學做菜. 2. 記憶

中的飯菜香&季節手釀》即是因此需求

而有的書籍。圖書館新書區《住在田中

央！農夫、土地與他們的自給自足餐

桌 : 18種從農生活，50種親近自然的

美好實踐》一書的編輯語「我們看到隱

身在常民裡的料理智慧」可說是這類書

籍的最佳註腳。 

除此，有感於味覺能召喚飲食記

憶，用故事包裝食譜的書籍也如雨後春

筍般崛起，蘊含之情感成為此書最重要

的特色，《Life平常味：這道也想吃、

那道也想做的料理》、《大廚在我家》、

《品味傳奇 : 名人與美食的前世今

生》……即是這類的書籍。關於記憶中

品味菜餚的情境、念念不忘的人、情與

滋味，牽動味覺的欲望為自己烹調一道

有故事的美味，是何等的滿足。 

 敘及此，腦海中浮現的是阿嬤的

碗粿，那雪白色澤的粿體，滿鋪的筍塊

蘿蔔乾與焦香味的五花肉刺激著我的

味蕾，令人垂涎的滋味不會再得，於我

是幸福卻感傷的美味。 

 而你記憶中的美味又是哪
一道呢？ 

 

悅讀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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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廚在我家》【索書號

427.1 8022 102】 

 《紅樓夢的飲食文化》

【857.49 7507 84】 

《紅樓美食》【857.49 4421 

93】 

 《隨園食單 : 君子近庖

廚~袁枚的美食地圖》電子

書 ： http://

yp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

id=18615 

《吃出美麗 : 聰明女人必

讀的食療美妍書》【411.3 

4014 103】 

 《何食能安心: 擁抱當令

鮮蔬果!!》【411.3  3131 

103】 

 《素食界廚神傳授天天愛

吃健康素》【427.31 3480 

103】 

《有味道的故事 : 52 道托

斯卡尼的食譜》【538.7845 

2212 94】 

《阿嬤的廚房: 尋找台灣

道地古早味 讓人難忘的 36

種懷念好滋味》【538.78232 

4441 101】 

 《跟阿嬤學做菜. 2. 記

憶中的飯菜香&季節手釀》

【427.07 4625 102 v.2】 

 《住在田中央！農夫、土

地與他們的自給自足餐

桌 : 18 種從農生活,50 種

親近自然的美好實踐》

【431.4 4625 103】 

 《Life 平常味：這道也想

吃、那道也想做的料理》

【427.1 8248 103 v.2】 

 《品味傳奇 : 名人與美

食的前世今生》【538.782 

7744 91】 

………………. 

食譜索書號 

http://2.blog.xuite.net/23/0b/12602185/blog_59683/txt/4260270/0.gif


    TED「呂世浩：學歷史的大用」網頁中作者簡介最後一段

是：「歷史學是一門研究「時」和「變」的學問，讀歷史是為

了以古人的智慧來啟發自己的智慧。所有的知識都將隨時而

變，只有能夠運用知識的智慧，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小時候讀歷史就當故事書讀，喜歡《史記》，但在中文系選修

《史記》一科，卻被當了。因為對其版本學一點都沒有興趣。

後來看《萬曆十五年》提供了不同角度解讀歷史，漸能懂得從

歷史學人事之奧妙。  

     如果不喜正經八百的歷史，可從歷史小說入手，大陸唐

浩明的《曾國藩》銷量達百萬本，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在戲

劇的推波助瀾下造成一股閱讀熱潮。近年日本歷史人物如織田

信長、豐臣秀吉等人也漸為台灣讀者注意，相關傳記譯本出版

紙本與電子書，元培悅讀人可連結圖

書館電子書系統借閱，還可參加借閱

電子者有機會獲7-11禮券的活動。  

圖書館索書號  

二月河／帝王系列：857.7 1073  

唐浩明／《曾國藩》：857.7 0036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654.67 4423  

華藝電子書資源：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

PublicationID=P20100827035&DetailSourceType=0 

TED：呂世浩：學歷史的大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0w3PgSK7g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圖書館 

悅讀書訊編輯信箱：yustyeh@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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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報！ 
 

申請「圖書代借代還」 

送7-11禮券(~12/31)  

 

找不到想看的或已外借

的書，歡迎向北區技專

校院圖書館申請免費借

書！!  

  
活動對象：本校教職員生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累計借

閱冊數前三名者，即可借

書。 

 

借書步驟： 

點我看使用手冊  

1.  至圖書代借代還平台 

http://ctlelib.org.tw/

ctle/hyill/

search_index.jsp。 

2. 登入：校別選「元培醫

事科技大學」，帳號／密碼

＝校務系統帳密。 

3. 找到想借的書後，點選

申請代借即可。  

 

注意事項： 
 

※ 線上申請－本校圖書館1

樓服務台取書&還書。 

※ 活動日期以借閱日(取件

日)為準，取件當日歸還不

列入計算。 

※ 如借閱冊數相同時，以

申請日期較早者為準。 

※ 得獎名單於104/1/6公

告。 

本書訊未來會陸續增加新的單元，例如：意見交流、活動介紹……等，

也歡迎讀者利用元培悅讀人FB及編輯信箱提供建議，感謝您的閱讀！ 

http://lib.ypu.edu.tw/bin/home.php
http://ctlelib.org.tw/ctle/userhelp/ill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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