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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暑假開放時間 (2015/07/01 - 2015/09/13)
 

時 間 書 庫 閱覽室
週⼀⾄週五 08：30 - 20：00 08：30 - 20：00
週六 08：30 - 17：00 08：30 - 17：0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7/05、07/12、07/19、07/26
08/02、08/09、08/16、08/23、08/30
09/06、09/13
暑假期間，週⽇全館不開放，9/14⽇起恢復正常開放時間

 附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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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FreeFoto.com

 
》回⽬錄

有獎徵答⼤放送

【有獎徵答】「HyRead試⽤電⼦書專區活動」電⼦書推廣 (11/14截⽌) 

 
活動簡介： 
凌網科技舉辦「HyRead試⽤電⼦書專區活動」電⼦書推廣，參加者只要上網借閱Hyread電⼦書，就有機會獲得iPad Air、超
合⾦前進梅莉號、創⾒D3 1TB2.5吋⾏動硬碟、⾼⾳質防⽔藍芽喇叭、BayMax杯麵造型隨⾝碟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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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14⽇⽌。 
活動⽅式： 
到HyRead電⼦書平台， 登入本校圖書館個⼈借閱查詢的帳號密碼，閱讀「試⽤電⼦書專區」的書籍，即可參加活動。 
活動⼀：借閱王⼤賞 
活動期間(6/15-11/14)，借閱冊數最多的前三名讀者，將可直接獲獎！

 
活動⼆：精美獎品波波送 
共有五波活動，在活動期間免費借閱15本電⼦書，即可參加抽獎，每⼀波將抽出五位幸運的得獎讀者（同⼀本書只列入⼀次
計算，請多借閱不同電⼦書）。 

http://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5PDA/index.html


 
歡迎踴躍參與!!

 
》回⽬錄

 
 

iReading‧畢業⽣看過來

書名：畢業然後呢? : 畢業後就業或創業?與社會無縫接軌的實戰實典
作者：李文⺠著
館藏索書號：494.1 465.6

 

本書作者學⽣時代即有就業經驗，畢業後毅然決然創業，經歷包含夜市擺攤、台北東區
實體店⾯電⼦商務網站等，看似⼈⽣勝利組的背後，其實克服了無數挑戰。無私分享創
業路上的經驗與實戰寶典，希望讓每個初出社會的新鮮⼈，擁有宏觀⼼態與提升⾃我競
爭⼒，不再彷徨、找對⾃⼰的路，成為正向積極的社會棟樑！ (博客來)

書名：恭喜畢業：離開學校後,最重要的事
作者：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著;徐之野譯
館藏索書號：192.1 755.4
 
最好的畢業禮，是⼀輩⼦受⽤的道理。「回⾸過去⼤半⽣，你有甚麼覺得後悔的？」⼗
分鐘的談話，掀起紐約時報百萬⼈分享，⼀段不起眼的往事，給了⼈⽣重要的答案。當
畢業⽣要踏入社會開始⼯作之際，那麼多重要待作的事項中，該把甚麼放在第⼀順位？
活著除了功成名就，更重要的到底是甚麼？美國名作家桑德斯給了⺟校畢業⽣們他最真
摯的答案。(博客來)

書名：畢業5年就定位
作者：江羚瑜,張凱文著
館藏索書號：494.35 325-3
 
上班族分為兩種⼈，⼀種是為錢⽣活，⼀種是為⽬標⽣活，剛進入職場的新鮮⼈，⾯臨
最⼤的問題，就是要快速適應學校沒有教的職場應對和溝通技巧，此書即是以年輕⼈的
⾓度出發，讓讀者了解成功的關鍵就在於不斷追求卓越。 (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別讓畢業變失業 : 有了博⼠學位還不夠,你更需具備學界和業界的⽣存⼒
作者：彼得.費⾙爾曼(Peter J. Feibelman)著; 吳煒聲譯
館藏索書號：542.75 343
 
科學家彼得‧費⾙爾曼苦⼼孤詣撰寫本書，讓讀者能按圖索驥、循序漸進去追求⻑遠的⽣
涯⽬標。告訴讀者如何挑選論文或博⼠後研究指導教授、如何在學術界、政府實驗室與
業界釋出的職缺中挑選最棒的職位。他還會告訴你如何準備⾯試以及擬訂研究計畫。參
考本書之後，還能提升演講技巧、寫出吸引⼈的期刊論文，甚⾄在撰寫計畫構想書時更
為得⼼應⼿。(iRead灰熊愛讀書)

http://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5PD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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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畢業5年決定你的⼀⽣ : 看⾒⾃⼰的潛⼒優勢,掌握職涯發球權!
作者：林少波作
館藏索書號：494.35 776.2 2013
 
《畢業五年決定你的⼀⽣》這本書指出了決定我們未來的八個關鍵詞：信⼼、⾃我定
位、學習、複製、時間、⼈脈、⼼態、逆境。書中從這八⼤層⾯出發，清楚闡述如何在
畢業後的五年間，建立正確的⼯作態度，為⾃⼰打造更好的未來。(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畢業5年,⼀定要存到100萬 : ⼀看就懂的存錢筆記⼤公開
作者：典馥眉作; ⾦城妹⼦插畫
館藏索書號：563 494
 
在為上班族量⾝打造的存錢理財書！經營之神王永慶說過：「賺⼀塊錢不是賺，省⼀塊
錢才是賺⼀塊錢。」想致富的⼈⼀定要看，絕對讓你安全穩健就存到錢了！輕鬆存到第
⼀桶⾦！想要擺脫錢不夠⽤的⽇⼦嗎？其實只要每天花⼀點時間，找對適合⾃⼰的存錢
⽅式，落實書中的理財⽅法，時間久了，就會讓⾃⼰的錢包變⼤，財務⾃由也會離你愈
來愈近。(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上學時不知畢業後要懂 : 從莘莘學⼦蛻變成社會新鮮⼈從懵懂菜⿃進化成社會遨
翔鷹
作者：賈宇編著
館藏索書號：494.35 340.4
 
在學校裡，你接受的訓練告訴你，能夠完整地回答老師提出的每⼀個問題就可以得到滿
分。但從畢業的那天起，這種⽇⼦已經過去了。要想在以後的⽇⼦裡得到⼀個滿分，必
須擴展對⾃⼰的要求，並且你的努⼒要超過你過去所有的想像。告訴⾃⼰，你已經不是
學⽣了，沒有⼈再寵著你，罩著你，更沒⼈在乎你的⾃尊。觀察⾛在你前⾯的⼈，看看
他們如何領先，學習他們的做法。這些經驗對你很有幫助。(iRead灰熊愛讀書)

書名：親愛的畢業⽣們! : 賈伯斯、歐普拉、J.K.蘿琳告訴年輕的你,怎樣⾛出校園擁抱世界

作者：Alan Greenspan等原演說; 李宥樓譯

館藏索書號：078 475
 

本書蒐羅了來⾃18位各領域成功者在⼤學畢業演講上的致詞，在這種場合，這些社會領袖要
說的不是絕對的成功學，或是遠⾒未來的趨勢宣⾔；畢業演說是種特別的致詞，往往令這些
講者穿過時光隧道，想起⾃⼰在⼤學歲⽉學到的事。閱讀本書集結的這些真摯演說，我們彷
彿看⾒了⼀個個成功者由年輕⽽起⾄今的轉折，他們猶如展開了⼀場給畢業⽣的回憶與忠
告，提醒畢業⽣從⾛出校園那⼀刻起，迎接他們的各種⼈⽣滋味各有殊異，世界充滿了無限
的機會與可能，就與他們的⼈⽣⼀樣。(iRead灰熊愛讀書)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爺爺奶奶e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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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索書號:DVD PN 17838

多倫多的⾼中⽣凱莎及麥考莉姊妹，發起了⼀項社區服務計畫「網路銀髮族計畫」，讓
社區裡的爺爺、奶奶們透過青年志⼯的協助，探索寬闊的網路世界。「網際網路」如同
⼀枚震撼彈在養老院引爆⼀股學習熱潮，就連⾝經⼆次⼤戰、⾼齡93歲的老戰⼠也抵擋
不了「臉書」的誘惑！本片忠實紀錄下五位爺奶學習網路媒介的有趣過程，透過「臉
書」交友、和兒孫進⾏遠端視訊，他們感受到數位科技的驚奇，網路不但能豐富⽣活，
也使他們和親友變得更加貼近了。(博客來)

影片名稱：四季之庭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847

NHK⼿作達⼈凡妮莎現⾝說法！離鄉背井數千公⾥，她在異鄉遇⾒了幸福！京都⼤原的
⼭麓鄉間，⼀處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古老⺠宅，住著來⾃英國的貴族女⼦凡妮莎。出⽣
於傳統英國貴族家庭，凡妮莎擁有⼈⼈欣羨的家世，但她卻對上流社會的虛榮奢華⼼⽣
厭倦，於是在19歲決定到世界各國旅⾏，繞了地球⼤半圈，最後選擇在⽇本定居、結婚
⽣⼦。凡妮莎深深受到⽇本庭園文化的吸引，她融合⽇本傳統庭園文化與英國鄉村⽥園
風格，在⾃家庭園種植超過⼀百種香草，配合季節，在京都⼤原創造出獨樹⼀格的四季
之庭，歷經波濤萬丈的前半⽣後，她終於找到屬於⾃⼰的慢活⼈⽣。本片以如詩般優美
的影像，紀錄凡妮莎的⼈⽣故事，於⽇本上映時創下極⾼滿座率及迴響，凡妮莎⼿作⽣
活，你也來試⼀試！(博客來)

影片名稱：翻轉奇蹟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852

闖進⺠宅遭到逮捕的聖誕老⼈，究竟會為他的⽣活帶來什麼樣的轉變?瑞克是⼀個⼩鎮的
警⻑，由於事業不順，加上婚姻觸礁，讓他無法和女兒-卡拉，共度⼀年⼀度的聖誕佳
節，也讓他冷漠看待周遭的⼀切，失去對⼀切的信念。平安夜的這天並不平靜，當⼤家
都在準備歡度聖誕，瑞克卻拖著疲憊的⾝軀，回到空蕩的屋⼦裡。然⽽，瑞克發現竟然
有⼀個老⼈在他家的廚房，瑞克趕緊呼叫同事-湯姆。當瑞克和湯姆發現眼前的這位老⼈
竟然知道⾃⼰⼩孩的名字時，開始有所警覺，瑞克便把這位老⼈帶回警局拘留。此時，
⼀對初到這個城鎮的⺟女，露⻄和阿拉娜，來到警局尋求協助。瑞克對露⻄似乎產⽣了
好感。瑞克便建議露⻄去參加⼩鎮舉辦的聖誕晚會。隨後瑞克⼜回到家中，但是那位早
被拘留在警局的"老⼈"竟然⼜出現在他家廚房…(博客來)

影片名稱：⼭豬溫泉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872

主演：麥可波斯柏蘭特、崔娜蒂虹

★加拿⼤蒙特婁影展 ★⽇本福岡國際影展正式競賽片

那夜，阿榮拿著攝影機在⼭林中⾛入風雨，就再也沒踏入家⾨。等不到丈夫歸來的美
雀，和對⽗親不甚諒解的女兒阿芬，⾯對災後殘破不堪的家園；原本賴以為⽣的溫泉遭
⼭洪掩埋，⽽四周絕望的居⺠準備賣地遷村，美雀原想與丈夫⼀同赴死，卻遇⾒帶來丈
夫⽣前請託的獵⼈正男，協助她重整家園。阿芬下定決⼼不再返家，但在離去的路上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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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衛星導航道路調查員Garmin。⺟女各⾃在⾯對哀痛的過程中，不斷收到阿榮⽣前留下
的訊息，究竟阿榮真的死了嗎？或許，那些沉睡在攝影機的秘密，正等著被美雀與阿芬
⼀同揭開，也為她們帶來⼈⽣的新⽅向。 (博客來) 

影片名稱：歐吉桑鄰好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927

主演：比爾墨瑞、娜歐蜜華茲、瑪莉莎麥卡錫

榮獲2015年⾦球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提名！性情古怪的文森（比爾莫瑞飾演）過著
荒誕的⽣活，平時只剩⼀隻貓陪著他。某天，單親媽媽瑪姬（瑪莉莎麥卡錫飾演）帶著
兒⼦奧立佛（傑登⾥柏赫飾演）搬到文森隔壁。瑪姬為了維持家計忙得焦頭爛額，只好
請文森代為照顧奧立佛。突然變成保姆的文森不僅帶奧利佛賭博、出入酒吧，更讓他與
懷孕的脫衣舞孃達卡（娜歐蜜華茲飾演）廝混。瘋狂的「轉⼤⼈」⾏程，意外讓奧立佛
和文森成為莫逆之交；奧立佛也逐漸發現文森種種不堪的⾏徑之下，其實有不為⼈知的
⼀⾯…。然⽽⼀場意外，會讓這段跨越四⼗歲的老少情誼產⽣什麼變化？在文森刻薄固
執的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博客來）

  
》回⽬錄

 

智財權⼩知識

網路上公開發表的文章可以主張著作權嗎？什麼是公開傳輸權？為什麼要賦予著作⼈公開傳輸權？對著作⼈賦予公開
傳輸權之後，除了合理使⽤情形外，⼀般⼈在網路上有哪些應該注意的問題呢？⼀連串的智財權問題，⼀次幫您詳細
解答，快進來看哦！

 
圖片作者Vincent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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