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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資料庫介紹-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誌出版服務平台
 

Acer Walking Library電⼦出版服務平台係以數位化形式呈現各式印刷出版品內容，以擬真紙本的電⼦刊物呈現⽅式，提供全新
的閱讀體驗，內容有「資訊科技」、「商學財經」、「語⾔學習」、「建築設計」、「流⾏時尚」、「綜合」 等類別。使⽤者
無須具備特殊的電腦知識、無須繁瑣地安裝額外的閱讀器(Reader)，只要輕鬆如瀏覽網⾴⼀般，便可輕鬆享受電⼦化出版所帶
來的便捷性、體驗全新的閱讀享受。相關功能有線上查詢、瀏覽、列印及「擬真式翻⾴、畫記、標註、橡⽪擦」、「⽅便的⽬
錄檢索」、「可列印收藏及傳閱分享」等。讀者可從以下兩種途徑查詢： 
1.圖書館⾸⾴/右側”電⼦雜誌”/ 點選Acer Walking Library
2.圖書館⾸⾴/電⼦資料庫查詢/輸入資料庫名稱” Acer Walking Library”，按查詢，再點選「連結⾄：Acer Walking Library」
即可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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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資料庫後可看到本館訂購的Acer Walking Library雜誌，如下圖： 

再點選您要閱覽的雜誌：例如”遠⾒雜誌” ，進入後會看到各期數的遠⾒，可直接點選您要的期數，或依年代搜尋或輸入關鍵字
查看您要的文章，如下圖：

歡迎您多加利⽤！
》回⽬錄

有獎徵答⼤放送



「Do you Selfie(⾃拍?)」有獎徵答活動 (6/5截⽌) 

 
活動簡介： 
⾶資得公司正為您舉辦「Do you Selfie(⾃拍?)」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Taylor & Francis Online資
料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答案全對者就有機會獲得迷你攝錄影機、相印機、⾃拍棒等獎品！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6⽉5⽇⽌。 
活動網址：http://service.flysheet.com.tw/online/T&F/FT1.html
活動辦法： 
1.點選網⾴上的有獎徵答區作答，請務必參考並使⽤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完成所有問答，全對者即有機會參加抽獎。 
2.可重複做答，以最後⼀次回覆答案為參賽標準。 
活動獎項： 
⾸獎   Eye⾃拍愛分享 HTC RE迷你攝錄影機..... ... ......1名 
貳獎   LG Pocket photo 3.0 ⼝袋相印機..... ... ... ... .. ........1名 
叁獎   ⾃拍好easy-T&F ⾃拍棒............. ... ......................15名 
肆獎 【⿂眼+廣⾓+微距 】三種鏡頭，⼀次擁有！. ...10名 
伍獎  T&F 無線滑鼠 或 T&F ⾏動電源 .. .. .. .. .. .. .. .. ..10名 
詳情請⾒活動網站

「423世界閱讀⽇，閱讀閱開⼼」有獎徵答活動(6/30截⽌)

 
活動簡介： 
華藝公司正為您舉辦「423世界閱讀⽇，閱讀閱開⼼」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閱讀華藝中文電⼦書，
就有機會獲得iPad、ASUS Memo Pad、全家禮券、華納威秀電影票和精選紙本書等豐富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6⽉30⽇⽌。 
詳情請⾒活動網站

 

華藝線上的密室 CJTD⼤考驗」有獎徵答活動 (6/30截⽌)

 
活動簡介： 
華藝數位股份公司正為您舉辦「華藝線上的密室 CJTD⼤考驗」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CJTD資料
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iPad mini、ASUS MEMO Pad7、⾃拍神器、⼩米⼿環等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6⽉30⽇⽌。 
活動辦法及獎項： 
【CJTD⼤考驗】 
1.限本校IP位址⾄CJTD資料庫查找，並點選活動網址回答問題。 

http://service.flysheet.com.tw/online/T&F/FT1.html
http://service.flysheet.com.tw/online/T&F/FT1.html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504/index.html


2.五題全對通過考驗者，週週抽⾃拍神器、⼩米⾏動電源、⼩米⼿環、全家禮券(每週⼀名)。 
3.每週兩次考驗，2次皆通過當週即有2次獲得抽獎機會。 
4. 6/30截⽌前，累計通過五項以上考驗的⾼⼿，還可加碼抽ASUS memo pad!
5.當週考驗可重複挑戰。 
【超級下載王】 
1.必須先於本校IP範圍內註冊帳號，且在每次下載前先登入帳號再下載文章，以便統計該帳號下載次數。 
3.下載記錄每週更新⼀次，可於資料庫右上⽅的「個⼈化服務」中查詢。 
2.下載CJTD論文或期刊篇數累計達25篇，就有⼀次抽獎機會(ex.下載100篇，可獲得4次抽獎機會)，iPad mini、⾃拍神器等多
項好禮等你拿。 
詳情請⾒活動網站

 
》回⽬錄

 
 

線上微書展‧⼯業管理

書名：作業研究
作者：陳義分、楊展耀、簡進嘉編著
館藏索書號：494.54 728
 
本書深入淺出，透過作業研究基本概念的介紹與探討線性規劃模式的實際應⽤；並針對
動態規劃、整數規劃與機率性模式等觀念作說明，讀者可輕鬆建立學習架構，對作業研
究能有全⾯性的瞭解。(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作業硏究
作者：廖慶榮著
館藏索書號：494.19 566
 
本書是完整⽽有系統，且深入淺出的中文作業研究教科書，能讓不同領域的初學者學習
完整的觀念，進⽽達成培養數量分析能⼒的⽬標；本書即是秉持這樣的理念撰寫⽽成。
本書特⾊：
1.最完整紮實的作業研究教材！ 2.敘述簡明清晰，輔以⼤量範例；讓您循序漸進，堆砌
建立厚實的研究分析能⼒！ 3.改版新增：⽬標規劃（第10章）、通⽤演算法（第14
章）、分析層級程序法（第15.2節）以及習題的增列與更新，已經全⾯性涵蓋所有作業
研究的重要主題！(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作業硏究典範
作者：黃卓硏、黃元著
館藏索書號：494.19 365
 
本書內容廣泛，涵蓋了⼀般研究所考試的範圍。說明淺顯易懂，利⽤題⽬導向的⽅式將
作業研究的概念鑲嵌其中，使得讀者不再只是⾯對⽣澀的數學符號並能有效率的學習。
本書觀念以及題⽬的呈現係蒐羅各作業研究界的學者所著，加上作者本⾝對於作業研究
獨到的⾒解予以改編，期許讀者能從中挖掘作業研究的奧秘以及對其產⽣興趣。
(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效能的⽣產管理
作者：林弘邦編著
館藏索書號：494.5 737
 
⽣產管理可以帶動⾼績效的⼯作表現，學習⽣產管理知識，當然也要有更⽅便有效的⽅
式。本書以⼗⼆章的篇幅、⼀百項的管理要點，針對⽣產管理的各種基本理論與⽅法，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DM/201504/index.html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510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510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510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908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908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908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8366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8366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28366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88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8811~S1*cht


逐⼀加以扼要剖析。文中沒有⻑篇⼤論，每⼀項⽬各⾃獨立⽽⼜環環相扣，內容解說均
⼒求簡潔精要、淺⽩易懂，商品簡介由 iRead 灰熊愛讀書 所提供。(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產管理
作者：張保隆等著
館藏索書號：494.5 794 2011
 
本書歷經四次修訂，最新版本中涵蓋⽣產與作業管理領域諸多新近發展的觀念與⽅法，
包括供應鏈管理與限制理論等材料，因此，內容新穎、並兼具本⼟化與實務性。 新修訂
版中亦再次將章節架構予以重新編排、文字內容⼤幅修訂，期盼能以更精簡、清楚、流
暢的論述⽅式呈現⽣產管理之核⼼觀念與發展趨勢，使讀者閱讀本書更為順暢並更易於
了解其中意涵，是⼀本老師易敎、學⽣易學的教科書。(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產管理：實務個案分析
作者：張保隆、伍忠賢著
館藏索書號：494.5 794-3
 
作者以其豐富的管理實務經驗，與靈活的撰寫⼿法，讓讀者很容易就能通曉各⼤企業⽣
產管理的精髓。本書適合商管科系⼤三、四或碩⼠專題研究課程。更推薦給企業⼈⼠個
⼈進修、公司讀書會、員⼯訓練之⽤，可收學習及應⽤雙重好處。寫作⽅式與實務零距
離，並可了解各⼤企業如何克服⽣產問題。並將各公司組織，依理論圖表化，讓讀者透
識多家公司經營實務。(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S4A與互動媒體技術物聯網
作者：謝作如著
館藏索書號：312.8 266
 
S4A是Scratch的修改版本，它提供了對Arduino和Android的⽀援。使⽤S4A，只要透過滑
鼠拖曳，就能創作互動功能豐富的多媒體作品。本書不僅可以幫助您輕鬆學習⼈機互動
技術，還可以幫助您認識並理解智慧家電和物聯網等新穎的科技。(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美麗新世界：物聯網商機探索
作者： 拓墣產業研究所著
館藏索書號：484.6 473-77
 
半導體下⼀個發展重點將是物聯網，但⽬前還沒有廠商能有效管理整個⽣態系統，⽽半導體
在物聯網中屬於基本需求，物聯網廠商都會需要半導體的⽀持，產品要求重點會在先進封裝
技術、感測器與低耗電產品，能供應物聯網的半導體廠商應該可以維持快速成⻑，幅度甚⾄
超過整個半導體產業。 ⽬前物聯網產品主要是以移動式智慧裝置，例如智慧型⼿機與平板機
為主，因此節能應⽤的電源管理元件（PMIC）也是重點應⽤元件。由此可⾒，此四⼤元件
（Sensor、MCU、RF、PMIC）的整合運⽤為物聯網半導體產品的基礎核⼼，包含終端應⽤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88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35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35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4735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S1*cht?/t%7bu751F%7d%7bu7522%7d%7bu7BA1%7d%7bu7406%7d/t05%7b214b79%7d11%7b214b7a%7d14%7b215027%7d11%7b214b48%7d/1%2C48%2C48%2CB/frameset&FF=t05%7b214b79%7d11%7b214b7a%7d14%7b215027%7d11%7b214b48%7d+14%7b213b31%7d11%7b213433%7d10%7b213224%7d10%7b214442%7d04%7b213353%7d08%7b21442b%7d+production+management+case+study&2%2C2%2C/indexsort=r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S1*cht?/t%7bu751F%7d%7bu7522%7d%7bu7BA1%7d%7bu7406%7d/t05%7b214b79%7d11%7b214b7a%7d14%7b215027%7d11%7b214b48%7d/1%2C48%2C48%2CB/frameset&FF=t05%7b214b79%7d11%7b214b7a%7d14%7b215027%7d11%7b214b48%7d+14%7b213b31%7d11%7b213433%7d10%7b213224%7d10%7b214442%7d04%7b213353%7d08%7b21442b%7d+production+management+case+study&2%2C2%2C/indexsort=r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S1*cht?/t%7bu751F%7d%7bu7522%7d%7bu7BA1%7d%7bu7406%7d/t05%7b214b79%7d11%7b214b7a%7d14%7b215027%7d11%7b214b48%7d/1%2C48%2C48%2CB/frameset&FF=t05%7b214b79%7d11%7b214b7a%7d14%7b215027%7d11%7b214b48%7d+14%7b213b31%7d11%7b213433%7d10%7b213224%7d10%7b214442%7d04%7b213353%7d08%7b21442b%7d+production+management+case+study&2%2C2%2C/indexsort=r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0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0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048~S1*cht


有智慧電網、智慧家電、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節能，以及現在正起⾶的智
慧穿戴式裝置。(三⺠網路書局)

書名：網路⾏銷與創新商務服務：雲端商務和物聯網個案集
作者：陳瑞陽作
館藏索書號：496 756.2-2
 
以教學為導向，因此在編排設計上以每學期16週實際上課時數，安排有13章(每章列舉豐
富多元和⽬前新趨勢代表性的實際公司個案：GROUPON、電⼦禮券、外包網、訂餐
網、電⼦書、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企業社群、…等。和6個案例討論(創新服務之
網路⾏銷應⽤案例)，⽽每章內容⾴數是平均且豐富，以符合教師每週約3⼩時的授課所
需，另有習題和題庫參考。(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智慧的雲端運算：成就物聯網的未來基⽯
作者：⽅興等編著
館藏索書號：312.136 540
 
本書有系統地闡述了雲端運算的理念、架構、對產業的影響以及具體的應⽤，深入分析了雲
端運算即將帶來的深刻變⾰，並分享了作者們在實施雲端運算「落地」過程中的第⼀⼿寶貴
經驗。內容所列舉出的實際案例，包含Amazon、Google、微軟、IBM等各家公司在雲端技術
上所引領的⽅向與投入的⼼⼒，以及雲端運算中⼼在中國各地開花結果的現況與其價值所
在，這也都⼀再證明了雲端運算的未來可能性。本書清晰、詳實的內容對於⾝處IT變⾰浪潮
中的技術⼈員、管理者以及關注技術發展的各個群體都具有極為珍貴的參考價值。(iRead灰
熊愛讀書)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躍花都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737

主演：吉約姆古依、海倫文森、安勒妮

《佳麗村三姊妹》歐洲動畫⼤導席拉維休曼再展奇幻創意最新傑作。⾃幼失去聲⾳的保羅和出⾝貴族的
阿姨⼀起住在巴黎公寓，她們從保羅兩歲開始栽培琴藝，希望他能成為⼀名鋼琴家。保羅不是在練琴，
就是在當阿姨們的伴奏，直到他遇⾒住在四樓的普魯斯特女⼠。性格古怪的普魯斯特女⼠有⼀帖藥草茶
秘⽅，喝下這種茶能夠招喚深埋⼼底的種種回憶！在她的陪伴下，保羅⼀步步挖出⾃⼰藏密多年的兒時
⿊⾊記憶，⽽當過往傷痛隨⾳符般跳躍釋放，⼀⾴嶄新美好⽣活如奏樂般唧唧鳴始…(博客來)

影片名稱：東京逐夢物語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738

主演：北乃綺、池松壯亮

改編⾃《⼩池與我》暢銷漫畫作家⻄原理惠⼦半⾃傳勵志傑作。空有理想的⼩資⿂⼲女，隻⾝前往⼤城
市追逐夢想的感動⽢苦旅程…為了追求成為插畫家的夢想，⾃幼⽣活在鄉下的女孩⾼原菜都美（北乃綺
飾）啟程來到了憧憬已久的⼤都市東京。無奈夢想和現實總是有著巨⼤的差距，為了⽀付⾼額的房租，
菜都美竭盡全⼒賺取⽣活費，甚⾄進入酒家兼職。不久後菜都美邂逅了男孩良介（池松壯亮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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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戀後展開同居⽣活，然⽽良介成⽇遊⼿好閒、花錢如流⽔，嚴苛的現實也漸漸將菜都美逼往絕境，就
連最熱愛的畫畫也逐漸無法讓她靜下⼼來。就在她開始懊悔著⾃⼰不該離鄉背井遠赴東京的時候，幸運
終於悄悄降臨…(博客來)

影片名稱：最靠近⼼的距離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739

主演：麥可波斯柏蘭特、崔娜蒂虹

洛杉磯電影節觀眾票選獎，由《更好的世界》《催眠》歐洲電影獎影帝麥可波斯柏蘭特主演。名揚國際
的⾳樂⼈湯瑪斯⾃年輕開始便隻⾝在海外闖盪，為了錄製全新風格的最新專輯，製作⼈安排他返回北歐
故鄉。出於⼀股近鄉情怯的複雜⼼情，湯瑪斯試圖將⾃⼰藏在助理為他租的空屋裡獨⾃完成新的⾳樂。
然⽽當他與⾃離鄉後便再也未曾聯絡的女兒重新團聚，並且發現女兒獨⾃⼀⼈撫養11歲的兒⼦，⾯對愛
與內疚，湯瑪斯多年來因孤獨⽽深鎖的⼼房終於悄悄打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年少時代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746

主演：麥可波斯柏蘭特、崔娜蒂虹

導演理察‧林克萊特以⼗⼆年的時間描述⼀名男孩從童年到成年的歷程。主⾓梅森從八歲開始，與他的單
親媽媽和姐姐渡過童年、青春期、成年。過程中有喜悅、有波折，親情、友情與愛情⼀幕幕融入其中，
從孩提時代與⽗⺟和⼿⾜相處，求學與⾃⼰的朋友、情⼈分合，再到職場上與上司同事互動，梅森必須
在⾃⼰的熱情、風險與夢想之間，找出屬於⾃⼰的⼈⽣⽅向。拍攝團隊在這⼗⼆年間與導演邊拍邊寫邊
剪，將成⻑的藍圖化為具體的影像，捕抓⼈物的情感波瀾與外在時空的變遷，為導演與製作團隊在⼗⼆
年間堅定不移的恆念，作出細膩⽽深植⼈⼼的註腳。…(博客來) 

影片名稱：輕輕搖晃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791

主演：班維蕭、鄭佩佩

華裔青年在倫敦驟逝，突如其來的衝擊令年邁的⺟親措⼿不及，就在此時，⼀名⾃稱兒⼦友⼈的英國男
⼦突然現⾝，闖入⺟親封閉的世界。兩⼈語⾔無法相通，卻分享⼀樣的沈痛，對摯愛的無限溫柔和思
念，則將他們緊緊相繫，同時，也漸漸揭開了兒⼦和男⼦⻑久以來深埋的秘密…跨越性別與文化的藩
籬，更勝李安《囍宴》動情之作《輕輕搖晃》經⽇舞影展最佳攝影獎加冕，於英國同志LGBT影展播映
後好評如潮，公認為李安《囍宴》之後，⼜⼀跨越文化與性別藩籬的動情⼒作。（博客來）

  
》回⽬錄

 

全台⾸座24⼩時營運的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5⽉10⽇開始試營運的新北市立圖書館，成為全台⾸座24⼩時營運的圖書館。不過其實該座圖書館不僅是營業時間令
⼈驚奇，新北市立圖書館同時還擁有全台 第⼀間利⽤⾼架⾃動倉儲系統打造的24⼩時⾃助還書區，也是全台期刊種數
最多、⾯積最⼤的鑽⽯級綠建築，還是⾸座符合通⽤設計原則的公共圖書館。7座各有風格的「悅讀⾓」，也成為新北
市立圖書館最⼤的特⾊。更多內容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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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內容取⾃ETtoday 東森新聞雲，圖片取⾃新北市立圖書館網⾴。

想進⼀步了解新北市立圖書館請⾒下⽅影片！ 

還有更多新北市立總館開館試營運相關活動資訊！

 
》回⽬錄

閱讀歷年快報 │ 來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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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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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圖書總館形象CF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Headqua新北市立圖書總館形象CF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Headqua……

http://www.tphcc.gov.tw/MainPortal/htmlcnt/93d84fccffa64ede8d91e77de3391c4d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854.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HVCzqp4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