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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臺灣⼗⼤非去不可圖書館票選活動！投票抽好禮哦!

端午節閉館，圖書館祝各位佳節愉快！

 

104年6⽉19⽇(週五)⾄6⽉20⽇(週六)端午節假期，全館閉館。 
閉館期間，還書請利⽤還書箱。 

圖書館祝福您 佳節愉快！  
圖片取⾃考選部

》回⽬錄

常⽤資料庫介紹-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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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資料庫介紹-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全系列內容，除了天下雜誌之外，尚包括康健雜誌、Cheers雜誌、親⼦天下雜誌等共4種期刊，涵蓋
政經局勢、產業經濟變遷、財經趨勢、管理新知、教育⼈文、健康⽣活、⼯作職場、數位科技，以及家庭、親⼦等現代社會
議題。各期刊之收錄年限如下：

天下雜誌：1981 年迄今
康健雜誌：1998 年迄今
Cheers 雜誌：2000 年迄今
親⼦天下雜誌：2008 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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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2.圖書館⾸⾴/電⼦資料庫查詢/輸入資料庫名稱「天下雜誌」，按查詢，再點選「連結⾄：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即可進入。
進入資料庫後可看到最新⼀期的「天下雜誌」，點選「⽬錄」即可看到當期的內容；上⽅另有⾴籤可切換⾄其他雜誌，如
「Cheers雜誌」「康健雜誌」「親⼦天下雜誌」等，如下圖：

另外下⽅「搜尋專區」可輸入關鍵詞搜尋各期雜誌內容；熱⾨推薦有近期的雜誌可點入瀏覽，左側也有雜誌⽬錄年份可供瀏
覽，如下圖：

 
歡迎您多加利⽤！

 
》回⽬錄

 
 

有獎徵答⼤放送

「TVE聯盟 Thomson Reuters有獎徵答」活動(7/3截⽌) 



活動簡介：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TVE聯盟 Thomson Reuters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Web
of Science資料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堤雙⼈餐券、連鎖超商禮券300元和100元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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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活動辦法： 
1.限本校IP位址⾄Web of Science資料庫查找。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  
⾸獎：⻄堤雙⼈餐券.............................. 5名 
⼆獎：連鎖超商禮券300元......................10名 
三獎：連鎖超商禮券100元.......................30名

 
詳情請⾒活動網站！

 

 

「Light up your knowledge」有獎徵答活動 (7/5截⽌) 

 
活動簡介： 
Wiley公司正為您舉辦「Light up your knowledge」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Wiley Online
Library資料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iPad mini 和許多精美的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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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活動辦法： 
⾄活動網⾴利⽤資料庫回答5個問題，正確回答全部問題，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iPad mini........................................... .......... ..........................1名 
阿愣⾏動10400Ah... ............. .......... ............ ................... ........ 1名 
Line貼圖禮⾦60元................................... .......... ......................30名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5TVE-TR/index.htm


 
詳情請⾒活動網站！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世界夢幻圖書館 : 死前絕對要去⼀次!典藏⼈類智慧遺產的美麗場域
作者：X-Knowledge Co., Ltd.著;何姵儀譯
館藏索書號：021 775
 
侯孝賢導演的新作教⼈讚嘆稱奇，經典舊作也歷久彌堅。林文淇、沈曉茵、李振亞三位
主編在《戲夢時光》裡，加強了對侯孝賢導演作品裡的聲⾳、顏⾊、視點、美術、美學
歷史與剪接結構的探討，並重新檢視侯孝賢早期的城市喜劇電影，以擴⼤對於侯孝賢電
影詩學或美學的了解。全書總集10位國內外⾸屈⼀指的電影學者的專文專論，分成三個
主要部份，探討他作品裡的城市⾯貌、歷史意識與美學情韻。(博客來)從歐洲、南北
美、亞洲、非洲、⼤洋洲，嚴選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37間圖書館。如：源⾃法國國家
圖書館且為近代意義上的第⼀所圖書館「法蘭⻄國立圖書館黎塞留分館」、構思三⼗年
才動⼯完成的「⼤英圖書館聖潘克拉斯本館」、電影《哈利波特》的「⽜津⼤學伯德利
圖書館」、完整保存莎⼠比亞著作⼿稿的「⼤英圖書館聖潘克拉斯總館」、被UNESCO
評選為世界圖書館之都的「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德國⼈譽為第八奇蹟
建築的「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等…。(博客來)

書名：挑戰⼤數據,Facebook、Google、Amazon怎麼處理Big Data? : ⽤NoSQL搞定
每年100億顆硬碟資料
作者：陸嘉恒著
館藏索書號：312.74 443 2015
 
隨著⼤數據的概念興起，各⾏各業也⾯臨到保存各種資料的難題。資料的保存不只是 保
存⽽已，還必須成為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資料分析、全文檢索、⾏為預測等功
能的基礎。在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Oracle、MySQL、SQL Server)已老態龍鍾，或是需
要⾼成本的伺服器來執⾏時，NoSQL 類的資料挾其⽔平擴充性(Scale out)，使⽤⼀般
PC就可擴充其功能的優勢，逐漸成為全球新寵。NoSQL 這個新興的觀念，已成為雲端
時代的基本知識，本書可讓你快速上⼿⼤數據及 NoSQL，幫你成為雲端時代最性感⾏業
(Sexiest Industry)的⼀員！(博客來)

書名： ⾶機上的驚奇科學課 : 從機場、機艙到機窗外,航空旅⾏中的103個科學疑問全解
答
作者：布萊恩.克雷格(Brian Clegg)著
館藏索書號：307.9 544.2
 
(1)以⾶機乘客的觀點出發，從機場空間、起⾶、⾶⾏過程到降落回地⾯，輕鬆卻犀利、
實⽤的科學視點，全⾯解析旅程中所有⾃然和非⾃然現象。(2)穿插趣味⼩實驗，立即驗
證⾶⾏中的科學原理！例如：以硬幣及相似三⾓型原理，推估⾶機⾼度和臨機距離，在
浴缸漩渦之中看⾒科⽒⼒、利⽤科赫曲線計算無限的海岸線⻑度。(博客來)

書名： 食安守⾨⼈教你聰明擇食、安⼼飲食 : 不開伙族x超商族x超市族 飲料族x零食客
⾸選必看!
作者：文⻑安、陳俊成、張凱甯著
館藏索書號：411.3 673.3-2
 

http://wiley.qualtrics.com/jfe/form/SV_8xi0nP1j8Vvk1j7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2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8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8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8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90~S1*cht


你吃的是食物還是食品添加物？你知道甜味劑和防腐劑，哪種比較不好嗎？別被標⽰騙
了！許多合法添加物，連食安專家也不吃！特選多種「食品東⻄軍」比⼀比，教你選出
較健康、無害的成分，取代讓⼈致病的化學物質！(博客來)

書名： 設計你的夢想 : 衣鳴驚⼈吳季剛
作者：許慧貞、胡芳芳著
館藏索書號：783.3886 434
 
本書以吳季剛和他歷史性的五件衣服為故事主軸，從美國第⼀夫⼈蜜雪兒在總統就職典
禮上穿上他的禮服開始，看他如何成為全球時尚界的焦點，也帶領讀者回到季剛⼩時候
的台北，中學與⼤學時代的溫哥華、巴黎與紐約，如何在競爭激烈的時尚產業，⽩⼿起
家，克服重重困難，闖出⼀片天。(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末⽇迷蹤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734

主演：尼可拉斯凱吉

紐約時報最暢銷末世⼩說改編。突如其來的浩劫，使世界上數以百萬的⼈在瞬間失蹤，
隨後世界進入⼀片混亂；⾶機失事、火⾞脫軌、汽⾞相撞、巨輪沈沒、交通事故四起，
甚⾄前往營救的⼈員也相繼失蹤。失蹤事件究竟是何⼈所為，還是政府另隱藏著巨⼤陰
謀，在找尋真相的過程中，末世序幕已經拉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四⼗九⽇的幸福秘⽅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747

主演：永作博美、岡⽥將⽣、⽯橋蓮司

 

⼄美驟然去逝了。她是良平的妻⼦，百合⼦的繼⺟。良平頓失⽀柱，完全失去了⽣存的
⼒氣。不孕症的百合⼦則因丈夫外遇，決⼼返回名古屋的鄉下老家。沒想到，⼀回到家
就看⾒蘿莉美少女井本在澡堂幫⽗親刷背，⼀個⽇籍巴⻄青年，開著良平淘汰掉的老爺
⾞出現在家⾨前！原來，⼄美媽媽早有安排，拜託⾃⼰在更⽣之家輔導的井本在她過世
後的四⼗九天內照顧這個家。⼄美還遺留了⼀本⼿繪書-《⽇常⽣活的秘⽅》，以丈夫
良平與女兒百合⼦為繪本主⾓，記錄了食譜、洗衣、打掃等⽇常⽣活智慧，更在書中吩
咐死後不辦葬禮，唯⼀的⼼願是希望他們學會秘⽅中的料理，在四⼗九⽇那天辦場狂歡
宴！沒有孩⼦的百合⼦開始學習做⼀個⺟親。兩個不速之客、⼀本⽣活秘⽅繪本、⼀場
未知的宴會，將會帶給瀕臨崩解的家什麼樣的「奇蹟」？(博客來)

 

影片名稱：舞動芭蕾夢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779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08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09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09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09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1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1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1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4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431~S1*cht


努⼒習舞、希望能實現⾃我的三個男孩，希維、路卡斯與托爾蓋，他們不愛街舞、反⽽獨
鍾芭蕾，⼀⼼想躋⾝正統舞蹈的藝術殿堂。他們興沖沖報名了在法國舉⾏的國際芭蕾舞⼤
賽，卻不幸都遭滑鐵盧。學校老師擔⼼他們如果沒能如願成為芭蕾舞者，⼈⽣⼜該何去何
從？希維更在家⼈「唯有讀書⾼」堅持下被迫退出，留下路卡斯和托爾蓋繼續努⼒。始終
無法忘情芭蕾的希維，反⽽因此無⼼課業、成績⼀落千丈，最後他獲得了家⼈⽀持，及時
歸隊、與好友⼀起朝進入挪威芭蕾學院的夢想邁進。就在這時，路卡斯卻突然收到了倫敦
皇家芭蕾學院的選拔邀請，這個⼤好機會能助他立刻圓夢。但此刻的他，卻傻傻的希望學
院不要收他，就不⽤作出離鄉背井的抉擇了…。路卡斯最後會進入倫敦皇家芭蕾學院嗎？
他們三⼈能⼀起贏得挪威芭蕾學院的選拔嗎？三個愛芭蕾的男孩，正以努⼒來決定⼈⽣與
未來…(博客來)

影片名稱：蜜⾊肌膚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783

 
韓戰孤兒⼩允在歷經波折後被比利時家庭領養，雖然受到養⽗⺟及兄弟姐妹的關愛，卻始
終找不到歸屬感。⾃我認同的困惑讓他開始偷竊、說謊，養⽗⺟對待他的態度也開始180
度⼤轉變。在成⻑的混沌中，⼩允試圖找回⾃我的價值與根源，多年後，他將⾃⼰的故事
創作成繪本，並隨同本片的劇組，重返久別的故鄉。電影採取真⼈實景、新聞檔案影片和
動畫交錯呈現的⽅式，⾦允錫在幾場戲中親⾃現⾝說法，真情流露的片刻格外感⼈。這是
⼀部巧妙融合《與巴席爾跳華爾滋》動畫紀錄片特質，散發出如《茉莉⼈⽣》普世共鳴的
鄉愁成⻑電影，動⼈⾄極的尾聲甚⾄超越了親情的界限，觸碰到⽣命的真實領悟。(博客
來) 

影片名稱：夜刑者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797

 
喬伊(傑森史坦森 飾)，是前特種部隊成員，⾃從軍事法庭逃亡後，輾轉流落街頭；因緣際
會下他獲得了⼀個新的⾝分，並開始了他的新⽣活。此外，⼀位幫派份⼦也相中他的"天
賦"⽽給了他⼀個賺⼤錢的新⼯作。但是，儘管如此，過去卻無法與他分割，他開始幫助那
些過去和他⼀起流落街頭的同伴，並開始尋找失聯許久的戀⼈。殊不知，這⼀切就在他發
現⾃⼰曾摯愛的⼈遭到殺害時，⼀切都變了調；為了找出殺⼈兇⼿，他開始晝伏夜出，化
⾝為神出⿁沒的⿊夜制裁者且以牙還牙的復仇天使。（博客來）

 
  
 

》回⽬錄

2015臺灣⼗⼤非去不可圖書館票選活動！投票抽好禮哦!

 

近年來，國內有許多城市的⼤型圖書館開幕，很多⼤學也紛紛建起新總館，不同層級、類型的圖書館紛紛以新的
⾯貌和讀者⾒⾯。 
為此，中華⺠國圖書館學會特別舉辦「2015臺灣⼗⼤非去不可圖書館⼤票選」活動，希望讓各地的讀者響應，
並吸引更多不常上圖書館的群眾！ 
⼀同關⼼臺灣的美麗圖書館吧！ 
投票之網友將抽獎贈送紀念品，預計抽出50名，歡迎參加投票！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4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4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4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4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6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6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7631~S1*cht
http://libvote.nlpi.edu.tw/vote.php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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