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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春節假期(2/14~2/23) 閉館

【試⽤資料庫】2015年技職試⽤資料庫

iReading‧愛閱讀-年假趴趴⾛

iDVD-年假在家看電影

2015台北國際書展期間下載國圖「QRead幸福閱讀APP」，免抽獎送好禮！

圖書館春節假期(2/14~2/23) 閉館
 

104年2⽉14⽇(週六)⾄2⽉23⽇(週⼀)春節假期，全館閉館， 閉館期間，還書請利⽤還書箱。 
 圖書館祝福您    新春佳節愉快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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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資料庫】2015年技職試⽤資料庫

多種技職類試⽤資料庫，包含⼈文藝術8種、商業管理14種、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誌等電⼦書8種、語⾔學習類9種、學
術研究類19種、科技資訊類1種，試⽤⽇期⾃104年2⽉1⽇⾄104年4⽉30⽇，文件僅供學術研究⽤途，不得轉為任何商業⽤
途。亦嚴禁非法⼤量下載。 
歡迎本校師⽣多多試⽤！

試⽤資料庫舉例---⼈文藝術類
No. 電⼦書名稱 內容簡介 試⽤帳密
1 AiritiArt華藝世界美
術資料庫

提供圖片下載、 多種瀏覽模式:選擇依資料庫(臺灣、⼤陸、⻄洋及
兒童美術)、創作類別(油畫、⽔彩、⽔墨、膠彩...等)、藝術年表、
藝術家名錄等⽅式進⾏瀏覽,並提供精確搜尋功能(藝術家姓名、作
品名稱、畫派、媒材...等)。

 

2 Muzik Study 提供古典⾳樂線上⾳樂串流服務與華文古典⾳樂資料檢索,以及樂譜
下載。每季新增⾳檔並且不定期新增各國⾳樂文字資料。

 

3 TPG 達志教育創藝網 創藝網內精選優質向量圖片,以圖片主題內容分類羅列呈現;創作者
可依需求,快速瀏覽或檢索相關設計素材。

帳號: yun2015
密碼: 2015

4 設計⼤師 近25000張⾼品質影像素材、⾼解析合成PSD檔影像及可分層插畫影
像。題材廣泛,可供全校師⽣製作教材和文宣。

帳號: tve_design
密碼: YunDg2015DJ

試⽤資料庫舉例---—語⾔學習類

No. 電⼦書名稱 內容簡介 試⽤帳密
1 Easy test線上學習
測驗平台-⽇語學習
課程暨測驗資料庫

本資料庫提供⽇語線上課程、五⼗⾳練習課程和JLPT模擬測驗試題。
本資料庫⽀援電腦、平板電腦和⼿機,不需安裝任何app軟體即可使
⽤。

帳號: test020101
密碼: easytest001

2 Easy test線上學習
測驗平台-英語線上
學習資料庫

本資料庫包含影⾳互動課程和線上課程。課程內容具有逐字導讀功能,
當聲⾳播到哪個位置,同時字幕上的顏⾊會變⾊到該單字;並具備豐富
的課程練習。

帳號: test020102
密碼: easytest002

3 Easy test線上學習
測驗平台-英語檢定
資料庫(NEW TOEIC
+全⺠英檢)

本資料庫為模擬NEW TOEIC和全⺠英檢新制之測驗標準,測驗完畢即可
看到成績、正解與翻譯。可依每次完整試卷之測驗結果對應CEFR等
級。

帳號: test020103
密碼: easytest003

4 English Central英
語看學說線上學習
平台

使⽤者可使⽤此平台看影片,說英文,學英文。 帳號:
88schools@gmail.com
密碼: 20158888

5 FUNDAY線上外語
學習平台

是國內唯⼀跨產、官、學界肯定的專業英語線上學習系統,於2011年
入圍第5屆數位出版⾦鼎獎,每⽇更新。

 

6 NEW TOEIC應考特
訓課程

課程內容詳盡分析新多益七個單元之解題技巧與⽅法,再搭配與內容相
關之模擬試題練習。

帳號: yun2015
密碼: 2015

7 PELA PELA⽇本語
學習資料庫

提供五⼗⾳入⾨、HiQ圖解會話及⽇檢N1-N5級課程。內容配合與⼤量
語⾳與試題練習,提升聽說、應試能⼒。

帳號: yun2015
密碼: 2015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45719,r195-1.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45719,r195-1.php
http://0-www.airitiar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s://0-www.muzik-onlin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tw/
http://www.tpgimages.com/vector/index.php
http://imagedj.v-library.com/
http://yuntech.hwajiuh.com.tw/
http://yuntech.hwajiuh.com.tw/
http://yuntech.hwajiuh.com.tw/
http://www.lib.yuntech.edu.tw/~shardata/www.englishcentral.com
http://0-tts-sharedb.fun-day.com.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ilibrary.com.tw/
http://www.ilibrary.com.tw/


8 TestPro Online國際
英語檢測平台

TestPro Online平台內容包括國際型英語考試TOEFL,IELTS, TOEIC試
題。本次包括 TOEFL iBT 3回, TOEFL PBT 3回, IELTS 3回,分級能⼒測
驗2回, 贈送 ( TOEIC & TOIEC Bridge聽⼒& 閱讀 題型 )。透過完整的
模擬試題演練,讓學⽣熟悉真實考試題型與流程。

帳號: Yun
密碼: Yun

9 雲端智慧新聞英文
學習網

囊括精選短篇及即時英文新聞,系統⾃動分級文章、解析單字、片俚語
及文法,提供個⼈化英語學習書。⾝分請選擇聯盟試⽤!

帳號: yu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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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ing‧愛閱讀-年假趴趴⾛

書名：Youbike慢慢玩. 情侶篇 : ⼀⽣⼀定要陪她騎的浪漫路線
作者：典馥眉、⾦城妹⼦著
館藏索書號：733.9/101.6 494
 
和朋友聚會總是不知道該去哪裡？和情⼈約會，地點總是不夠浪漫？無論是散步於歷史
中的臺北，還是新⽣中的臺北，因為許多⼩市⺠的努⼒，創造了幸福⼜溫暖的臺北，讓
更多⼈也⼀起來體驗臺北的幸福，跟情⼈⼀起騎著Ubike也就更加快樂。(博客來)

書名：台南風格私旅 : 老城市時光⾏腳
作者：林⼠棻文字、攝影
館藏索書號：733.9/127.6 748
 
有⼈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情，那麼，台南最迷⼈的風景是⽣活，最誘⼈的犯罪就是
美食……體驗台南，最好放慢腳步，深入⾛讀，⼀如⼩吃得細細品嚐，循著時間脈絡尋
訪，才能體會箇中滋味。本書結合深度⾛訪、⼈文情懷與旅遊資訊，帶你看⾒⼀座故事
的城，也是⼀部城的故事。(博客來)

書名：淑麗氣象趴趴go : 全台60個私房景點任你玩
作者：王淑麗著
館藏索書號：733.6 465.2
 
⾃2010年開播⾄今，「東森氣象趴趴GO」⾜跡已遍布全台120個鄉鎮，⻑達近3年的「另
類下鄉單元」，不僅讓你我更深入認識這塊寶島家鄉，更掀起⼀波在地旅遊的觀光盛
潮！本書不僅帶你遊南闖北，更獨家收藏⼈氣主播鏡頭外的精采花絮！(博客來)

書名：台灣南台灣 : ⾼雄、台南、嘉義、屏東
作者：孫啓元主編
館藏索書號：733.6 365-2 2013
 
南台灣，炙⼿可熱的台灣旅遊新地標，可以由⾼雄⼩港機場入境，也能夠從台北市搭乘
⾼鐵南下逐站玩。南台灣，無論是嘉義的阿⾥⼭、台南的關⼦嶺、⾼雄的愛河沿岸、屏
東的三地⾨，也都絕對能夠帶給遊客新鮮⽽⼜強烈的印象。本書將南台灣周邊值得遊覽
的都市、城鎮、鄉村逐⼀介紹，繪出輪廓、並帶出概念，讓您能夠事先了解南台灣，然
後量⾝⾃製最有深度的南台灣旅遊⾏程。(博客來)

書名：台灣 ⼤台北 : 台北市 新北市
作者：王紹強編著

http://61.67.157.2/GDtest/
http://www.airiticri.com/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527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527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527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336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336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336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15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15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15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4257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4257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4257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42430~S1*cht


館藏索書號：733.9/101.69 365-3 2013
 
⽽在⼤台北旅遊，最吸引遊客的地⽅當然夜市、老街、古厝、購物區、美食街，其次就
是⼤台北周邊的風景區。所以，為了分享對於⼤台北的認知，出境遊決定⼤台北分成35
個區逐⼀介紹。從這裡不但可以從中清楚知悉⼤台北，更能夠⼀⽬了然從中了解今天的
北台灣，它包括了台北市與新北市。(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旅遊按個讚 : 旅遊按個讚 吃喝玩樂有夠FUN
作者：徐⾦平著
館藏索書號：733.6 664
 
本書精選全台的名勝景點，介紹各地季節慶典、美食、⼩吃、特產，還有極富⼈情味的
⺠宿、設施⿑全的飯店、風格獨特的⽇租套房。書中照片由專業攝影師捕捉精采動⼈的
影像，讓您有⾝歷其境的視覺感受；編輯群悉⼼蒐集資訊和⽣活化的描述，讓您輕鬆閱
讀無負擔，把書閱讀旅遊歡。(博客來)

書名：中台灣 台中市 : 南投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
作者：孫啓元主編
館藏索書號：733.6 365-4
 
到中台灣旅遊，也就是以台中市區作為根據地⽽向四⾯八⽅移動的⼀種讓⼈感覺盪漾、
開⼼、輕鬆、充滿驚奇、無限美好的愉悅旅遊。由台中市區向四⾯八⽅移動，琅琅上⼝
的觀光勝地數不勝數，只要來到中台灣，你就會發現既使⾃⼰曾經到過好幾次台北、甚
⾄也已經到過南台灣，原來這裡才會是你夢寐以求的能夠真正體驗台灣、感受台灣的在
地台灣的中台灣。(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新北All in玩 : 旅遊全功略
作者： 陳國君總編輯; 新北市政府觀光局編
館藏索書號：733.9/103.6 454
 
此書同時推出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文四種版本，中文正體版提供捷運路線的
吃喝玩樂旅遊攻略，及文創導向的藝文景點，並結合鐵路、公⾞等交通資訊，讓旅客感
受到在地交通的便利性。中文正體版書本並介紹新北市玩樂新路線，例如最近最夯的電
影「塞德克．巴萊」拍攝地點之⼀的烏來、黃⾦故鄉⽔⾦九、老街與茶香交織的坪林、
⾃然風景與⼈文情懷兼具的三峽、八⾥則擁有⽔岸風光與鐵⾺路線，16條玩樂路線等著
您來⼀⼀體驗。 (iRead 灰熊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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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VD-年假在家看電影

影片名稱：我最親愛的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064

主演：⾼倉健、⽥中裕⼦、北野武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4243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4243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474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474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474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4133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4133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54133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5034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5034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5034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48~S1*cht


多年前，洋⼦（⽥中裕⼦ 飾）曾以慰問歌⼿的⾝份到監獄演出，並結識擔任指導技官的倉島英⼆（⾼倉健
飾），15年後洋⼦因病去世…。某⽇，英⼆收到妻⼦於⽣前寄來繪有彩圖的明信片，寫著：「希望能回到故
鄉那片海洋，將骨灰灑在海上。」不禁產⽣疑惑，⼼想為何妻⼦⽣前從未表達過的⼼願，如今卻要⽤如此特
別的形式來轉達？為了得知妻⼦本意，英⼆於是懷著忐忑不安的⼼，決定獨⾃踏上尋找洋⼦⼼意的這段旅
程…。 (博客來)

影片名稱：逐夢上學路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009

夢想，是孩⼦的翅膀 從肯亞到摩洛哥、阿根廷到印度，⾒證世界各地的偏鄉孩⼦，克服艱險萬分的上學路。
這些⼩英雄每天必須⾯對危機密布的草原或⼭區、毒蛇猛獸的威脅或⾝體上的障礙，花上三四個⼩時的路程
趕赴學校，然⽽再⼤的困難和挑戰，都無法阻⽌他們上學的⼤⼤渴望！ 。 (博客來)

影片名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開往⼤埔的紅VAN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013

主演：黃⼜南、文詠珊、任達華

電影劇本原為於香港⾼登討論區連載的同名網路⼩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開往⼤埔的紅van》，由 Mr.
Pizza 所著。以懸疑驚慄⼿法包裝，透過⼀台通宵⼩巴與⼗七位乘客的經歷，來刻劃現代香港社會的故事，
探討末世環境下的⼈性愛情、因果宿命、核能環保等問題。如果世界⼈⼝消失於⼀旦，作為現代都市⼈的我
們，是否真的能夠應付「求⽣」這學問？為了重拾昔⽇⽣活，回到正常世界，你⼜願意作多⼤犧牲？(博客
來) 

影片名稱：企鵝的秘密⽣活

館藏索書號: DVD QL 17037

動物秘密⽣活系列，曾經⽤樹幹偽裝攝影機，騙過熊寶⾙們，這⼀回製作團隊更是⾼招，直接製作了數隻⼭
寨版的企鵝寶寶，在冰上滑的、在⽔裡游的、在陸上⾛的…牠們的眼睛其實就是攝影針孔，假企鵝攝影機⿂
⽬混珠地進入企鵝世界，⽤臥底的⼿法取景，讓成群的企鵝們把這些『假企鵝真攝影機』，當成⾃⼰⼈照
顧，甚⾄還列隊跟著假企鵝往前⾛，模樣搞笑逗趣，猶如演出可愛版的『企鵝無間道』，也拍出前所未有的
企鵝世界視⾓。 (博客來) 

影片名稱：⼈⼈有份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018

主演：Gurmit Singh、劉玲玲、王雷

John是⼀位國家環保部衛⽣檢查員負責調查⼀起食物中毒案件。他根據受污染的食物線索找到了經營舊式咖
啡店的王⽒夫婦。在這過程中，揭發了全國性⾯臨著的嚴重問題即公廁不衛⽣的問題。John和他的同事
Winston提呈這份報告時，他們意識到必須成立⼀個新的部⾨來解決這個問題。怎料，這公廁部⾨的成立，
不但沒獲得⼤眾的⽀持，反⽽不被⼤眾所接受。然⽽，這是⼀個需要⼤眾集體努⼒去實現的問題。究竟最後
John能否排除萬難成功說服⼤眾⼀同攜⼿改善公廁問題？為新加坡公廁的衛⽣負責任呢？（博客來）

影片名稱：卡夫卡變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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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247

主演：Janet Henfrey、Chloe Howman、Maureen Lipman

★2012蒙特婁世界影展最佳導演提名★2013休⼠頓國際影展技術類評審團⼤獎

變形之前的葛雷⼽‧桑姆薩，因為⽗親經商失敗，他必須養家⽽勉強做著推銷員的⼯作。他的妹妹賦閒家中，
⽗親也不⼯作，⺟親⽇漸衰弱，整家⼈只想巴著他過舒服⽇⼦。變形成醜陋、笨拙⼤甲蟲的葛雷⼽冀望⾃
由，卻沒有⼈理解他、愛他。他的⽗親⽤硬如⽯頭的蘋果打穿了他的甲殼，若不是⺟親拚命阻⽌，他早已命
喪當場。他被關在房間，漸漸地被疏遠遺忘，最後因背上的傷勢過重⽽死。無情的女傭把他枯瘦的遺體掃出
房間，任意丟棄。他的家⼈恢復正常⽣活，幾個⽉來第⼀次離開愁雲滿佈的家，⾛入⼾外的陽光，慶祝他們
終於擺脫葛雷⼽這個天⼤的⿇煩。（博客來）

影片名稱：魔法池塘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309

主演：賽⾨戴拉恩斯、琳賽荷諾克、德尼波達⾥戴斯

2014國際影展獲獎最多的⽇本電影！ ⾼考落榜的朔⼦（⼆階堂富美飾）倍受打擊、⼼情低落。夏⽇將終，
在寶貴的最後兩周裡，朔⼦從⽗⺟的叨叨絮絮之中逃離，來到彌漫著鹹味的海濱⼩鎮，享受短暫的悠閒⽣
活。經嬸嬸海希江（鶴⽥真由飾）介紹，她結識了⽣活在當地的兔吉叔叔（古館寬治飾）和他的女兒辰⼦
（杉野希妃飾）與外甥孝史（太賀飾）。年紀相仿的朔⼦與孝史在⼩鎮的窄巷、清澈的河畔與比鄰⼤海的沙
灘上展開了⼀段青春夏⽇漫步，無憂無慮、天南地北地的暢談也讓兩⼈之間的距離悄悄拉近…(博客來)

影片名稱：百歲老⼈蹺家去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318

主演：勞勃古斯塔森、亞倫福德

打破瑞典票房紀錄，榮獲瑞典奧斯卡觀眾票選最受歡迎影片！亞倫厭倦了安養院的⼀切，就在滿100歲的慶
⽣會正要風光舉⾏之前，他決定搏命蹺家！⾝無分文的他，順⼿牽⽺帶⾛⼀卡⽪箱，沒想到裡⾯竟裝有5000
萬現鈔，原來這是⿊道的錢，這下不但全國警察都在追緝他，就連⿊道也來參上⼀⾓。 故事情節精采絕倫，
百歲⼈瑞竟有⼀段轟轟烈烈的過去：他是炸藥專家、和⻄班牙佛朗哥將軍稱兄道弟、與史達林喝酒打屁，甚
⾄連雷根總統和愛因斯坦都和他有交情！他的⼈⽣究竟有多奇葩？這場拼老命的冒險之旅，最後會如何收
場？。（博客來）

  
》回⽬錄

 

2015台北國際書展期間下載國圖「QRead幸福閱讀APP」，免抽獎送好禮！

國家圖書館去年底推出「QRead幸福閱讀」電⼦書閱讀App，完全不⽤註冊，只要掃描⾏動條碼（QR code），就能閱讀
國圖提供的電⼦書。省去登入帳號、密碼的繁雜⼯作，也避免個資外洩的⿇煩。

台北國際書展於11⽇⾄16⽇展開，國圖在書展期間舉辦「電⼦書ATM」推廣活動，於活動期間內，在⼿機上下載國圖
「QRead幸福閱讀APP」，於指定時間到國圖總服務台掃描領獎的QR code，經館員核對後就可得到東坡系列精美彩⾊檔
案夾，每⼈限領⼀份，限量200份。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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