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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資料庫】HyRead中文電⼦書(PDA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2015/12/31⽌
 

今年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繼2013年後，再度引進HyRead中文電⼦書PDA（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讀者需求導
向選購模式，所有聯盟成員可在正式採購之前免費試⽤，試⽤期滿後將依照電⼦書使⽤量(下載量)來決定採購書單，您的
需求與使⽤(下載)將成為聯盟購書的重要依據，歡迎多加利⽤！ 

使⽤⽅式： 
1.直接連結HyRead電⼦書PDA專屬網站。 
2.本校電⼦資源網⾴連線HyRead電⼦書使⽤。 
試⽤期限：⾄2015/12/31⽌ 
電⼦書涵蓋主題：⼈文、文學、語⾔、財經、科學、電腦、宗教、醫藥、藝術、休閒、親⼦、考試、漫畫和有聲書等多種
電⼦書免費試⽤。 

注意事項： 
以圖書館個⼈借閱查詢之帳號密碼登入，無須再另外申請帳號!
歡迎本校師⽣多多試⽤！

》回⽬錄

【試⽤資料庫】Elsevier⻄文學術電⼦書(PDA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2015/12/31⽌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taebc.ebook.hyread.com.tw/libraryTrial.jsp
http://ntust.ebook.hyread.com.tw/
http://ntust.ebook.hyread.com.tw/


今年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再度引進Elsevier出版社ScienceDirect⻄文學術電⼦書PDA（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讀
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所有聯盟成員可在正式採購之前免費試⽤，試⽤期滿後將依照電⼦書使⽤量(下載量)來決定採購書單，您
的需求與使⽤(下載)將成為聯盟購書的重要依據，歡迎多加利⽤！ 

使⽤⽅式： 
1.直接連結ScienceDirect電⼦書PDA專屬網站。 
2.本校電⼦資源網⾴連線ScienceDirect電⼦書使⽤。 
試⽤期限：⾄2015/12/31⽌ 
電⼦書涵蓋主題：化⼯、電腦科技、⼯程、數學、化學、地球科學、太空科學、地質學、環境科學、物理學及天文學、材料科
學、鑑識科學、數位鑑識、網路鑑識、農學及⽣物科學、能源學、財務、⾦融、⼼理學、⾏為科學、電腦科學、藥學、藥理學
及毒物學、醫學及牙科學、神經科學、⽣化、遺傳學、分⼦⽣物學、法醫學、免疫學及微⽣物學、媒體、社會科學、語⾔學、
教育等..共4千多種電⼦書免費試⽤。

歡迎本校師⽣多多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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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資料庫介紹-華藝精選電⼦雜誌

 

【華藝精選電⼦雜誌】內容包含CNN互動英語、Discovery探索頻道雜誌、遠⾒、動腦雜誌、張老師⽉刊、專案經理
雜誌（國際中文版)、雙河灣、文化快遞、今周刊、國家地理雜誌這10種電⼦雜誌，可隨點隨看的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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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精選電⼦雜誌” 
2.圖書館⾸⾴/電⼦資料庫查詢/輸入資料庫名稱「華藝精選電⼦」，按查詢，再點選「連結⾄：華藝精選電⼦雜誌」
即可進入。 
進入資料庫後左側可看到最新⼀期的精選雜誌，可點選前後箭頭切換其他雜誌，選好雜誌後，點選雜誌封⾯即可閱讀
該雜誌當期的內容；版⾯中間為圖書館訂閱的雜誌，點選雜誌封⾯可直接閱讀該雜誌，如下圖：

http://0-www.tw-elsevier.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dex.php?act=show_all
http://0-www.sciencedirec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www.tw-elsevier.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dex.php?act=show_all%EF%BC%81
http://0-www.airitibooks.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MagazineList
http://0-www.airitibooks.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MagazineList


詳細使⽤⽅式請⾒使⽤指引。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你拿青春做什麼?：50個思考讓你⼈⽣視野⼤不同
作者：丁菱娟著
館藏索書號：177.2.586
 

從最基層員⼯⼀路到⾃⼰創業當老闆，丁菱娟憑藉的不光只是專業與美麗，更有著不怕吃
苦的決⼼，「苦差事裡⾯往往都是機會。」20多年的公關⾏銷歷練，丁菱娟知道員⼯的感
受，更理解當老闆的⼼情。喜歡和年輕⼈為伍的她，近年來⾛入校園授課，並擔任新世代
創業家的教練，毫不藏私地分享⼈⽣智慧。她的文字深入淺出，卻含意雋永，值得玩味。

青春正盛，如何把握？丁菱娟期盼讀者放膽去闖，即便失敗、跌倒，都是養分。「投入，
才有熱情；改變，就有⽣路」。 (博客來)

書名:改變的⼒量
作者：鈴⽊敏文原著; 林謹瓊譯
館藏索書號：312.74 443 2015
 

⽇本7-ELEVEn強⼤的真正理由是因為注意到別⼈沒看⾒的機會，並解決眼前⼀個個的課題
⽽來。為什麼領先其他便利商店推出便當、飯糰、關東煮，甚⾄放置提款機？⽇本新經營
之神鈴⽊敏文進入流通業界50年，因應⽇本7-ELEVEn誕⽣40週年⽽闡述⾃⼰的經營哲學。
對⾛入商業社會的讀者⽽⾔，是⼀本讓⼈領會「突破性思考」的書。(博客來)

http://www.airitibooks.com/Other/Newbie?NewbieType=4
http://0-www.airitibooks.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MagazineList%3E%E6%AD%A1%E8%BF%8E%E6%82%A8%E5%A4%9A%E5%8A%A0%E5%88%A9%E7%94%A8%EF%BC%81%3C/a%3E%3C/p%3E%3C/td%3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3C/tr%3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3C/table%3E%3C/td%3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3C/tr%3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3Ctr%3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3Ctd%20align=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7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7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7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75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75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756~S1*cht


>世界觀 : 現代年輕⼈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
作者：理查.迪威特(Richard DeWitt)著; 唐澄暐譯
館藏索書號：309 365
 

《世界觀》⼀推出，就普遍受推崇為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最平易入⾨書之⼀。作者理查˙
迪威特也因為能以⼗⾜吸引⼈的態度來呈現複雜概念，⽽獲得好評，成為美國⼤⼀和通識
課，教授科學史、科學哲學入⾨課程的最佳⾸選。由於本書關注基本概念問題，宏觀兩千
年科學思潮和發展，並進⼀步思考近代科學發現對⻄⽅世界觀 的挑戰，為各種程度的讀
者，提供了反思⻄⽅科學思想本質與發展所需的關鍵⼯具。(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 ⼤數據的下⼀步 : ⽤Spark玩轉活⽤看!

作者：夏俊鸞等著
館藏索書號：312.136 792
 

隨著⼤數據時代的到來，企業資料每天都在急劇快速膨脹，如何發掘這些資料的價值，需
要⼀種⾼效⽽穩定的分散式運算框架和模型。Spark恰逢其時，應運⽽⽣。本書對Spark進
⾏詳細的闡述，包括核⼼模組和各個⼦系統，能讓Spark初學者快速瞭解和上⼿，是學習
Spark的敲⾨磚，希望此書能讓更多的讀 者去深入發掘Spark之美。(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33堂倫敦設計⼤師的創意&創益思考課 : 33種思考模式,84個創業法則,文創產業從
英倫通往全球的成功事典
作者：La Vie編輯部著
館藏索書號：960 754.2-5
 

設計師該如何塑造個⼈品牌並推展知名度？如何在倫敦站穩步伐並踏上全世界，成為眾⼈
矚⽬的焦點？得獎難道是邁向成功的唯⼀⽅法嗎？33位倫敦創意⼈，完整公開創意思考、
創作⼿法、靈感來源及創業⼼法84個創益法則，教你如何從創意邁向創益如何推廣個⼈品
牌、如何讓更多⼈看⾒⾃⼰、如何在設計界發光發熱，看這本就對了！(iRead 灰熊愛讀書)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時尚天王

館藏索書號:DVD PN 17997

主演：周元、安宰賢、崔雪莉、朴世榮

 

韓國超⼈氣網路漫畫改編，瀏覽量超過50億⼈次！ 為了配上他⼼愛的女同學，⾼中⽣吳志⺠
（周元 飾）決定成為全世界最帥氣的男⽣。⽽暗戀著志⺠的恩珍（崔雪莉 飾）也為了成為能
配得上志⺠的女⽣，努⼒地裝扮著⾃⼰。追求時尚的⾼中⽣們，如何在花樣的青春歲⽉中找到
⾃⼰的真實⾯貌，⼜如何在繽紛的校園⽣活中展開夢寐以求的戀愛呢？ (博客來)

 

影片名稱:失控拼圖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999

主演：克⾥斯汀克拉克、喬琪娜海格

★傑出的⼼理劇情片，徹底擄獲⼈⼼！－Salty Popcorn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2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2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2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3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3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3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8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02~S1*cht


雅各（克⾥斯汀克拉克 飾）始終⾛不出妻⼦⾞禍⾝亡的傷痛，但真正令他耿耿於懷的是另⼀半
在⽣前外遇的事實。憤怒無處宣洩、疑惑⼜得不到解釋，⻑期的壓抑使雅各數度精神崩潰，但
他深信，唯有揪出婚姻的第三者才能讓內⼼獲得平靜，然⽽，對真相的執著也逐漸演變成失控
的報復…(博客來)

影片名稱:⽣命中最抓狂的⼩事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012

主演：瑞卡多達倫、李奧納多‧斯巴拉葛利、麗塔寇蒂絲

2014坎城影展競賽片；入圍2015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佳片之⼀；蟬聯
八週阿根廷票房冠軍寶座，狂賣五億台幣！⼀台⾶機上載滿了互不認識的乘客，但⼤家卻意外
發現，彼此竟然都有個要命的共通點；⼀個⾞⼦莫名其妙被拖吊的男⼈，極⼒想證明他停⾞的
地⽅不是紅線，投訴的公家機關卻⼀個比⼀個還難搞；美麗新娘在婚禮上發現老公⼀夜情對
象，忍不了⼀時世的她，要如何收拾這場最熟悉的陌⽣⼈鬧劇？所有⼩事把⼈逼到極限，歇斯
底⾥已不⾜為奇，唯有讓這些演變成災難的⼩事給他⼀個原⼦彈爆炸的威⼒才能解決！(博客
來)

影片名稱:冬⽇甦醒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064

2014坎城影展最佳影片⾦棕櫚獎；代表⼟⽿其⾓逐2015奧斯卡！退休演員亞汀與年輕太太妮
荷、失婚的姊姊奈霞，三⼈在風光明媚的卡帕多奇亞經營⼀家旅店，⽇⼦過得富裕⽽悠閒。亞
汀勤於寫作，常在報上評論社會時事，擁有不少粉絲。年輕貌美的妮荷，則以慈善事業打發無
聊時光，她因⼯作結識了年輕的老師李文，讓亞汀⼼⽣妒忌，兩⼈關係⽇趨緊張。剛結束⼀段
婚姻的奈霞，則⼀⼼期盼能與前夫復和，但說話尖酸的她，動不動就愛碎唸亞汀的為⼈處世，
讓亞汀避之猶恐不及…。⼀天在回家途中，亞汀的⾞窗遭到⼀名頑童打破。火冒三丈的他，發現
這名頑童，竟是他窮房客的孩⼦。外表優雅、內⼼孤傲的他，於是登⾨興師問罪，卻意外引發
⼀連串效應…。 (博客來) 

影片名稱：郵差的⽩⾊夜晚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070

主演：阿萊克⻄蒂亞⽪特斯、艾蓮娜伊莫洛娃、提默邦達倫科

 

2015⾦⾺奇幻影展；榮獲2014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俄國⼤師康查洛夫斯最⾃由的作品；
俄羅斯北⽅⼀座與世隔絕的島上，郵差駕駛快艇穿梭湖中，是村⺠與外界聯繫的唯⼀管道，
儘管湖的對岸就是文明世界，村裡的⼈仍維持簡單純樸的⾃給⾃⾜⽣活。村裡沒有任何政府
機構或社會單位，每天郵差負責送信之外，還要負責採買村裡老老少少所需的⽣活補給品，
他關⼼獨居的老酒⿁，更暗戀單親媽媽伊莉娜，但伊莉娜為了兒⼦的將來，決定搬到城市，
加上快艇的⾺達被偷了，郵差的⽣活意義徹底被打亂…（博客來）

 
   
 

》回⽬錄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1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1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321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557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557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557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55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55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5583~S1*cht


智財權⼩知識-校園著作權利⽤

校園裏有很多與著作權相關的議題，例如學⽣上課錄⾳或錄影是否經老師點頭或⼝頭同意即可作成筆記？可否將其上
網？若摘要引⽤是否需書⾯同意？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加⼀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這樣會違反著作權法
嗎？學校教育單位因辦理活動需要，不營利、不收費、不⽀給鐘點費，利⽤他⼈歌曲重新編曲，是否侵犯著作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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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 Flick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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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海上書船望道號開放參觀

全球最⼤海上書船「望道號」於8⽉13⽇起到24⽇停靠台中港5A碼頭，開放⺠眾登船參觀，隸屬於德國的國際慈善機
構「好書共享協會」的望道號，從1970年⾄今，已有來⾃150國家、超過4400萬⼈登船參觀協會旗下的海上書船，船
內展⽰科 學、運動、休閒嗜好、烹飪、藝術、醫藥、語⾔及哲學等超過5000多種書籍，另也提供兒童讀物、學術書
籍、字典、地圖等，期望⺠眾不論老少都能在船上享受閱讀時光！請⾒詳情！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957&ctNode=6987&mp=1
http://www.cnabc.com/news/aall/201508130988.aspx


圖片來源：VollwertBIT -

https://youtu.be/GdKyg0HnDO4

影片取⾃YouTube 公視新聞網 / 新聞議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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