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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英語教室影⾳典藏學習系統」 本週將抽出兩台Apple IPad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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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英語教室影⾳典藏學習系統」有獎徵答活動
 

利用「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學英文，即可參加 《學英文送Apple iPad mini》的抽獎活動。所有答案都
可在《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出題之影片中找到。完全答對者並填寫完整資料，將可參加抽獎。本週
(第三週12/24-12/30)  將抽出兩台Apple IPad Mini，每日皆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參加次數愈多得獎機會愈多
哦！

參加對象：限本校全體師生及研究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101年12月10日起至101年12月30日止。 
活動網址：http://tccs1.webenglish.tv/act

活動方式﹕
1.連線至活動網址
2.點選Let’s Go系統會自動產生兩個題目
3.答題時間10分鐘，作答完畢後按確定鍵送出
4.具抽獎資格者: 完全答對者並填寫完整資料後，將可參加每週抽獎活動 (每天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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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連續假期 開閉館異動公告

 

  書庫 閱覽室
12月29、30日(週六、日) 08：30 - 17：00 08：30 - 21：30
12月31日 (週一) 不開放 08：30 -17：00
102年 元月1日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0-tccs1.webenglish.tv.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tccs1.webenglish.tv/act


全館閉館   開國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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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_Library電⼦雜誌台

期刊文章選介

“《少年Pi 》 觸動我的五堂⼈⽣課” :  Pi 奇蹟的⼼靈密碼 / 黃亞琪, 
出處：商業周刊, 第1309期,  第152⾴-   , 2012.12.24

摘要: 少年Pi 在海上漂流⼆百⼆⼗七天，⼀開始是災難，但是從局來看，卻是老天爺給他的賞賜。有多少⼈能夠
有這樣與⾃⼰博鬥的機會，⽽且還會活下來，成為⼀⽣中最珍貴的禮物？ 
甚⾄有⼈在看完電影，回味起劇情，還會假想⾃⼰如果有⼀次這樣的的「旅⾏」，該有多好？….

 

 



 

建議您使用 「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馬上可以線上看到全文喔!

Walking Library簡介： 
除了像紙本刊物可呈現靜態圖文，它還可呈現多媒體格式並兼具影音功能。目前本館提供此平台9種電子雜誌，
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刊物

1 常春藤⽣活英語
2 常春藤解析英語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0220640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0220630


3 商業周刊
4 室內interior
5 天下雜誌
6 經理⼈⽉刊
7 數位時代
8 財訊
9 常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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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ing愛‧閱讀

怦然⼼動的⼈⽣整理魔
法

書名：怦然⼼動的⼈⽣整理魔法
館藏索書號：422.5 / 946
內容簡介由 博客來 所提供

為什麼一本整理書，會讓無數人邊讀邊落淚？一個5歲開始愛上收納整理，
15歲已讀遍所有相關書籍，
18歲開始擔任整理專門顧問的女孩，
用她全部的熱情與無人能及的專業，
告訴你如何透過整理你的環境，
整理你的過去、找到你的夢想、改變你的人生！

書名：頂尖設計師的⾃我經營學
館藏索書號：964/ 523 / 2012
內容簡介由 博客來 所提供

首度披露設計師的後台人生。設計師如何解決問題而達到今天的成就？設計師是個當紅
的行業，我們知道設計師光鮮亮麗的一面、他們秀異的作品、他們完美的理念，但他們
如何去調適生涯中的挫折？如何面對現實？

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設計師將告訴你：
．該怎麼平衡理想與商業？如何經營獨立工作室？ 
．沒有案子時，怎麼撐下去？
．當天災人禍毀滅了你辛苦建立的事業，如何東山再起？
．為了確保品質，你如何敢於不收新客戶？

書名：只剩⼀個⾓落的繁華
館藏索書號：078/ 765.2-3
內容簡介由 博客來 所提供

二○○八年，金融海嘯襲捲全球，世人從迷夢中驚醒。如今，另一波崩壞正在發生，這
個崩壞隱發自美麗的歐陸。地中海的藍天白雲，依舊一派悠閒，但光天化日之下，恐怖
劇碼正在上演。希臘、法國、德國，無一倖免，歐洲經濟體此刻正在崩壞，並且禍及全
世界！

且看陳文茜抽絲剝繭，大膽揭露看似繁榮的歐陸經濟體質是如何虛幻的一場假象；細密
檢視每場經濟會議所帶來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每位當權人物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決策
是如何平息災難或是挑起禍端；世界每個角落的人民，是如何無法逃避這場正在上演的
恐怖災難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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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0219536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027-6130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0152784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8132391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5631222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7293758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detail.jsp?id=10177576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844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844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844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982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982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982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363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363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36317~S1*cht


印度寶萊塢電影系列

影片名稱：史丹利的便當盒 = Stanley's Tiffin Box
館藏索書號：DVD /PN /12561

八歲的史丹利是個古靈精怪的幻想家，他能將八股的作文，寫成⼀篇英雄救美的爆笑故
事；⽽枯燥無味的化學理論，則能讓他蓋出⼀座美輪美奐的⽔族箱。同學將史坦利視為
班上的風雲⼈物，⼤家都喜歡圍繞在他⾝邊、聽著各種有趣的故事。然⽽，天不怕地不
怕的史丹利，每天卻最擔⼼午飯時間的到來，史丹利的便當盒，有種無法⾔明的⼼酸，
但他的笑容滿是勇敢與堅毅。觀賞本片可感受到愛與分享的滋味。

影片名稱：我的名字叫可汗 = My Name is Khan
館藏索書號：DVD /PN /10305

可汗，因為不擅表達⾔⾏舉⽌也異於常⼈，從⼩就遭到歧視並遭受同學的霸凌，幸好他
有個堅強且滿腹愛⼼的媽媽，不僅教導他要做⾃⼰還要找到屬於⾃⼰的幸福。由於911悲
劇的發⽣，讓冠有「可汗」這個穆斯林姓⽒的⼈遭受到誤解，讓他們從此背上了恐怖份
⼦的罪名，可汗為了想告訴美國總統「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份⼦」，他開始了
⼀段漫⻑的救贖旅途………。

影片名稱：三個傻瓜 = 3 Idiots
館藏索書號：DVD /PN/ 10131

法罕與拉加進入印度理工名校就讀，進而認識了一心享受電機工程樂趣的富家子弟藍
丘。 藍丘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與想法，帶給好友法罕及拉加諸多的省思與啟發，卻惹毛
了專斷獨行的院長，看他們三人起身反抗校內填鴨式的教育方針，調皮捉弄頑固冷酷的
院長，進而引發了一連串妙趣橫生的爆笑事件。

影片名稱：印度恆河上的⼩船伕
館藏索書號：DVD /DS/ 8218

山迪普．沙哈妮是恆河上的一個小船伕，在印度語裡，他的名字"山迪普"就是船伕的意
思。印度的世襲制度，在人們出生命名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這個人的社會階級。然
而，山迪普則夢想有一天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船。

 

 

影片名稱：⼼中的⼩星星
館藏索書號：DVD /PN/ 6077

金馬影展觀眾笑淚交織、口碑沸騰，YAHOO奇摩電影院獲得評價4.5高分並高達85%觀眾
想看的超人氣電影。 
八歲的伊翔有一個很不一樣的童年，他的世界充滿了鮮豔色彩和奇妙幻想，有可愛小狗
會跟他追逐嘻戲，也有太空船會載他遨遊壯麗天際；豐沛不絕的想像力總是引領他振翅
高飛，卻也使他飽受他人的異樣眼光。原來作業、成績、秩序才是學校老師關心的重
點，伊翔因此成了問題學生，每每動輒得咎…。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81064~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8106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81064~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822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822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822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9125~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9125~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9125~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351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351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351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7817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7817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78171~S1*cht


影片名稱：帝國玫瑰 = Jodhaa Akbar
館藏索書號：DVD/ PN / 6884

是寶萊塢2011年最賣座的史詩愛情鉅片，十六世紀時，印度最強盛的統治者－「蒙兀兒
王朝」阿克巴大帝為了一統江山，力排眾議娶了異族公主珠妲為妻。這雖是一場毫無愛
情的政治聯姻，卻因為珠妲公主美若天仙、聰慧善良而改變。

影片名稱：貧⺠百萬富翁
館藏索書號：DVD /PN/ 6552

用巨額獎金炒熱話題的益智問答節目『百萬大富翁』在印度受到廣大的歡迎！參加節目
的人只要答對12道題目，就能獲得百萬獎金！不過12道題目可是五花八門，題題難上
天，就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士級人物也無法完全答對。不料今天來參加錄影的參
賽者，傑默馬利克，一個在孟買貧民窟長大的孤兒，既年輕又青澀、也沒上過大學，竟
然一連答對11個問題！只差最後那麼一題，就要捧回2000萬美金……觀眾、所有人，內
心不禁都悄悄起了疑心：「難道是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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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12 臺灣科技⼤學圖書館 10607 臺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最佳解析度1024*768

No.43, Sec. 4, Keelung Rd., Da'an Dist., Taipei 10607, Taiwan (R.O.C.) Tel: 886-2-27376195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937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93710~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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