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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103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104年 2⽉25⽇⾄ 104年6⽉30⽇)

時間 書庫 閱覽室
週⼀到週五 8:30-21:30 8:30-23:30
週六、⽇ 8:30-17:00 8:30-21:30

下列時間書庫不開放，閱覽室開放⾄下午5時： 
04/01~02（三~四）校際活動週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2/27（五）和平紀念⽇補假 
02/28（六）和平紀念⽇ 
04/03（五）兒童節補假 
04/04（六）兒童節 
04/05（⽇）⺠族掃墓節 
04/06（⼀）⺠族掃墓節補假 
06/19（五）端午節補假 
06/20（六）端午節

附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回⽬錄

103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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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讀者能更有效利⽤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103學年度第⼆學期本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讀者熟
悉各項資訊服務及資料庫之使⽤，並藉以提升同學蒐集及整理文獻的能⼒，歡迎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期 /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適⽤學科 報名
104-03-05
(四)10:00~12:00

計中 RB509
教室

EndNote書⽬管理軟體 各學院 已截⽌

104-03-12
(四)10:00~11:00

計中RB508
教室

ABI / INFORM、哈佛商業評論(繁
體中文版)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始報名

104-03-12
(四)11:10~12:00

計中RB508
教室

DDC數位化論文 & PQDT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104-03-24
(⼆)15:30~17:00

計中RB510
教室

IEEE Xplore(IEL)資料庫 電資學院 尚未開放

其他詳細課程，請利⽤圖書館網⾴線上報名 
如有疑問，歡迎來電詢問!
圖書館 參考資訊組 
Tel:(02)2737-6196

 
》回⽬錄

 
 

線上微書展-⼯商設計

書名：我就是經典!義⼤利設計 : ⾛進獨步全球的創意王國,偷學義⼤利設計師的想像⼒
作者：林鐘愛著；陳品芳譯
館藏索書號：960 769
 
本書帶你⼀邊旅⾏，⼀邊深度探訪全球最知名的精品王國──義⼤利。解構頂尖設計師：
philippe starck 、fabio novembre、Doriana和 massimiliano、marcel wanders、Verner
Panton、Alessi⾸席設計師：Stefano Giovannoni、Elisa Giovannoni……等等你不可不知的
全球知名設計師的經典作品。⼀窺設計的奧秘，讓你看懂義⼤利設計好在哪？(博客來)

書名：傳統設計美學原論
作者：楊裕富著
館藏索書號：960 633-5
 
本書透過最近考古成果，從中華文明出發處，深入考證設計美學的源頭，也透過歷代設
計作品、建築庭園作品、明清時期福建畫作等實例，淺出傳統設計美學實際應⽤的變
化，於情、於理、於例詳細詮釋了傳統設計美學的原汁原味。(博客來)

書名：你的設計為什麼沒有價值
作者：王紹強著
館藏索書號：960 463-16
 
本書將從意、360°視野的⾓度，從產品設計、平⾯設計、設計⼒量、設計產業、對話設
計⼤師等⽅⾯帶領⼤家共同探討如何做出有價值的設計？如何實現設計的商業價值同時
實現社會價值，讓設計不再是功能的奴隸。為設計師開拓眼界，拓展視野！(博客來)

書名：設計再⽣：傳統到前衛
作者：王紹強著
館藏索書號：960 463-15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2032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20328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28.php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98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98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98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47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47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47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42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42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42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525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52561~S1*cht


本書將從創意、360度視野的⾓度，從產品設計、平⾯設計、與設計⼤師對話等⽅⾯帶領
⼤家共同探討什麼是"新"，什麼是"新設計"，怎樣才能從傳統做出"新設計"？從"無"開始
固然是⼀種創造，⽽把熟知的設計變得陌⽣則更加是⼀種創新，⽽且更具挑戰性。(博客
來)

書名：親和⼒將改變你的設計
作者：王紹強編著
館藏索書號：960 463-14
 
本書將從創意、360度視野的⾓度，從產品設計、平⾯設計、和設計⼤師對話等⽅⾯帶領
⼤家共同探討如何設計才能讓使⽤者的⾓⾊發⽣根本的變化，讓其從單純的資訊接受者
變為設計過程中真正的參與者；讓你的設計變得更具活⼒和親和⼒從⽽激發受眾的興趣
和參與性。讓⼤家領略到其實⼈⼈都可以參與設計！(博客來)

書名：跨視界 : 24位設計師的跨界新思維 : 從不同的⾓度切入 思考x欣賞x重新建構
作者：NewWebPick編輯⼩組編著
館藏索書號：960 744.3
 
本書由NewWebPick編輯⼩組，訪問全球平⾯設計、插畫設計、空間設計、多媒體、網⾴
設計、玩具設計、產品設計、塗鴉、攝影等領域的24位設計師，集結這些設計師的創意
作品，帶領讀者進入與欣賞跨界設計的各種可能⾯向。(博客來)

書名：設計創業學 : 成功設計師的⾃我經營寶典
作者：⼤衛.艾瑞(David Airey)著；蔣君怡譯
館藏索書號：960 850.2
 
本書列出75項最常在網路上被詢問的設計師創業與經營問題，針對每個關鍵狀況⼀⼀提
供最詳盡清楚的建議，加上來⾃世界各地眾多老練的設計師與同業的經驗分享，全⽅位
提供設計師成功創業的最佳參照！⾝為知名的企業商標與平⾯設計師，也是好幾個設計
網站的作者，作者⼤衛‧艾瑞（David Airey）除了融會⾃⾝多年來的設計創業經驗談之
外，更有⼀⼤部分是來⾃世界各地、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設計師們，所貢獻出的經驗資
訊寶庫。(博客來)

書名：去紐約上設計課 : 我們在設計學校的實戰⽣存紀錄
作者： Loonie Park,⾦善美、張旻著；陳品芳譯
館藏索書號：960 650
 
去紐約上設計課‧打開本書的7個理由：★頂尖三⼤設計名校：帕森、SVA、普瑞特，⾸屈
⼀指的華麗教授團。★設計師，插畫家，紐約是最佳範本以及刺激點。★「設計必備⽤
語」「街頭藝術」「散步路線」「學校環境」各種資訊⼀次打包。★特⾊課程親⾃參與
實況報導，是推薦重點，也是親眼⽬睹設計學⽣最真實的⽣活指南。★詳盡的作業創意
過程，激盪蓄勢待發的想像⼒與夢想⼒。★如何申請學校的實務操作，讓你清楚步驟，
準備作品，提早⼀步適應選課規則。★從設計觀點打開看紐約的⼀扇窗，博物館，美術
館，風格書店，最棒的藝術⾏⾛參考書。(博客來)

書名：新設計概論與設計基礎
作者：彭立勛等合著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525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425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425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425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400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400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400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889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889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889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31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31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31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2523~S1*cht


館藏索書號：964 637.2
 
在當今知識爆炸的時代，科技發展⽇新⽉異，也影響了⼈們設計創意及思考⽅式，傳統
的思維已經無法滿⾜讀者知的權利及求知慾。有鑑於此，本書「新設計概論與設計基
礎」，即著眼於當前的需求，邀請了設計界多位學者及專家，分別針對知識性及特定的
設計議題，進⾏深入淺出的探討。本書內容區分為四⼤類：⼀、設計基礎與研究⽅法、
⼆、產品設計與⼯藝應⽤、三、視覺設計與科技媒體、四、空間設計與社區營造。⽬的
在於培養學⼦們對設計的認知，讓設計基礎的扎根過程，不再艱深難懂，期望本書能夠
與時俱進，且實質地提升學⼦們在學習上的興趣與樂趣。(博客來)

書名：有競爭⼒的設計,才能看⾒未來
作者：崔京元著; 戚先治譯
館藏索書號：960 525-2
 
全書以嶄新思維扭轉設計的定義，以清晰視野洞悉市場現象，重新塑造⼈們看待設計的
⽅式。同時放眼國際，藉Bang & Olufsen、MUJI、Apple、Armani、三宅⼀⽣、Philippe
Stark等數⼗個經典品牌設計，從設計的外型、概念、文化切入，引領我們看懂設計。並
確立CEO於決策設計的過程中該具有何種素養與認知，才能活⽤新思維，率領團隊打造
感動世界、影響世界的好設計，拓展企業未來。(博客來)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戰慄掩埋場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070

主演：杰羅姆‧雅各布

⼀名男⼦在⼆次世界⼤戰中神秘消失在⼀老舊掩埋場中，由於缺乏證據，警⽅停⽌了調查。⼀名私家偵
探受雇繼續調查此起案件。 他與科學家合作，⼀起搜尋證據來證明根本沒有超⾃然現象這回事…。 獨
⾃關在掩埋場搜索，他們發現了荒廢的納粹毒氣室，他們也慢慢發覺他們其實有⼈「作伴」，⼀場為了
⽣存的搏鬥即將展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但丁 : 死亡的變奏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071

主演：麥可‧塔塔瑞克

這是⼀個強加於個⼈⾝上的⺠族性悲劇，時值2010年，聖經上記載此年波蘭將會發⽣洪⽔、火災、⼟
⽯流，以及⼀個空前未有的⼤災難--總統專機將因神秘的原因被撕裂成兩半，96個國家的精英將會隨之
殞落。 亞當放棄他文學教授的⼯作⽽去當⼀個超市收銀員，他選擇⽤沉睡來逃離痛苦的現實世界。他
在這段艱苦的⽇⼦中唯⼀閱讀的是但丁描寫幻遊煉獄與天堂的史詩鉅作－－"神曲"，⽽它似乎為亞當的
⽣活帶回了某種意義... (博客來)

影片名稱：⾎⾊顫動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076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25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25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2120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2120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2120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60~S1*cht


主演：全惠珍、成赫、朴珍熙

美麗的女孩秀景（全惠珍 飾），有著⼀雙動⼈的眼眸，卻因眼盲⽽無法看⾒這世界。她與智能障礙的
叔叔⼀起經營花店，在常來光顧的客⼈中，有⼀位紳⼠－宇澤及⼀位神秘男⼦－昌旭，兩⼈⽤不同的⽅
式呵護著她…。另⼀⽅⾯，宇澤與住家樓下的精⾁店女老闆－吉妮，因彼此不合⽽常起爭執；吉妮的密
友露比，是⼀位深染毒癮的歌女，在⼀次表演後收到從前深愛的神⽗－加百利的信箋，兩⼈在禁忌的⿊
夜中相會，彼此取暖，卻在⼀夜春宵後發現詭譎之事⼀⼀發⽣…。當每⼀段故事中⼈物的⿊暗秘密逐漸
浮現，光明的⼀切似乎被徹底打翻，在現實與幻象交錯中，將拼湊起⼀幅顫動⼈間的⾎⾊圖像。(博客
來) 

影片名稱：清朝皇帝乾隆的經營智慧

館藏索書號:CD CB 17225

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無比輝煌的⼀⾴。乾隆繼承⼤好江⼭，是中國史上最⻑壽、也最好命的皇
帝。施政以「寬猛相濟」理念貫徹，乾隆下令編篡的《四庫全書》是當時世界上最龐⼤的百科全書。⾃
稱「文治武功⼗全老⼈」的乾隆，究竟在這個盛世的傳承下，⼜有多少建樹與功績呢？如何更勝於藍的
經營智慧，待我們⼀探究竟！（博客來）

影片名稱：⼤地之⺟的吶喊

館藏索書號:DVD GE 17227

從前熱帶雨林佔地球表⾯的14%，今天已經減少到6%．每兩秒鐘，像⾜球⼤⼩的樹林便被砍除，⼤地
之⺟珍貴的老樹林，正被以空前的速度破壞中，對⿃類和野⽣動物和⼤環境來說，是莫⼤的噩耗．⽔，
佔地球表⾯的75%，⼤地之⺟的⽔源也不再健康了。如印度的亞穆納河污染之嚴重，沒有海⽣⽣物可以
在⽔裡繁殖，垃圾塞滿了河岸發出陣陣惡臭，河⽔污染的程度，從1993到2005年增加兩倍，仍然持續
惡化中。⼤地之⺟的資源正在消失，⼈類應該盡全⼒改變。（博客來）

  
》回⽬錄

 

北市圖熊熊出沒

熊熊出沒﹗到臺北市立圖書館和泰迪熊合照，即有機會獲得紀念品﹗

AIT泰迪熊將於北市圖B1兒童室外展出，展期為3/2⾄5/4，讀者可和可愛的泰迪熊合照上傳⾄「臺北市立圖館服務讚」
粉絲專⾴，即有機會獲得紀念品喔﹗

步驟:
1.請⾄臺北市立圖書館B1兒童室外，拍⼀張您⾃⼰或親友與泰迪熊合照的照片。
2.上傳照片⾄臺北市立圖書館Facebook貼文留⾔處。
3.前20名回文者可獲得精美紀念品⼀個! (註:⼀張合照如有多⼈，只能獲得獎品⼀個喔!)
4.上傳完後可攜帶⼿機直接⾄本館3樓諮詢服務櫃檯，讓櫃檯⼈員確認FB帳號且為前20名上傳者，即可領取紀念品。

請⾒詳情！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2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7288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7288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7288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728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728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72889~S1*cht
https://zh-tw.facebook.com/taipei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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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這份電⼦報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E-Mail或直撥服務專線，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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