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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104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5/09/14-2016/01/17)

104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有獎徵答⼤放送

i iReading‧愛閱讀

i DVD

三校借書⼀卡通開始囉！

圖書館104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5/09/14-2016/01/17)
 

時間 書庫 閱覽室
週⼀⾄週五 08：30 - 21：30 08：30 - 23：30
週六、⽇ 08：30 - 17：00 08：30 - 21：3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9/27（⽇）中秋節 
09/28（⼀）中秋節補假
10/09（五）國慶⽇補假
10/10（六）國慶⽇
01/01（五）開國紀念⽇
01/16（六）選舉⽇

附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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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www.audio-luci-store.it

》回⽬錄

104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為使讀者能更有效利⽤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104學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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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01 (四)10: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WOS & JCR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5-10-06 (⼆)14:00~15:3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IEEE Xplore(IEL)資料庫 電資學院 開始報名
2015-10-15 (四)10: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EndNote書⽬管理軟體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5-10-20 (⼆)14:00~15:3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經濟新報(TEJ)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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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獎徵答⼤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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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3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38
http://8000-pc03.lib.ntust.edu.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41
http://www.management.ntust.edu.tw/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42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28.php?Lang=zh-tw
http://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5PDA/index.html


動。 
活動獎項及抽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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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借閱相同書籍也可列入計算，歡迎踴
躍借書） 
獲獎名單將在11/20公布於活動網站。 
第⼀名：iPad Air 16G ⼀台 
第⼆名：超合⾦ 前進梅莉號 ⼀台 
第三名：創⾒D3 USB3.0 1TB2.5吋⾏動硬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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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品⼀：⾼⾳質防⽔藍芽喇叭 
獎品⼆：BayMax杯麵造型隨⾝碟16GB
獎品三：刮刮樂地圖 我的世界地圖 
獎品四：三合⼀⿂眼廣⾓微距鏡頭、⾃拍三⾓⽀架

詳情請⾒活動網站！

 

「看雜誌 、⻑知識，獎⾦獵⼈你就是！」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 

 
 活動簡介： 

 ⼤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看雜誌 、⻑知識，獎⾦獵⼈你就是！」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
網址並利⽤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誌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7-11商品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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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活動徵答⽅式： 
 1. 點選活動網址。 

 2. 依據各題的題⽬⾄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誌查找(限本校IP位置)。 
 3. 於活動網站回覆問題。 

 獎項： 
 【個⼈獎】

7-11商品卡 當⽉累計答題數 ⼈數
500元 第1、第2名 共2位
300元 第3、第4名 共2位
200元 第5⾄第12名 共8位
100元 第13⾄第20名 共8位

【團體獎】 
 活動結束後，前三名的學校可獲得，價值 NT$40,000的「 Walking Library Search Engine 電⼦雜誌搜尋平台」1年使

⽤權(2016/1-2016/12)，內含15種雜誌，各刊同時 1⼈上線使⽤。

詳情請⾒活動網站！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三津⽥阿嬤的幸福散策
作者：三津⽥富左⼦著; 郭清華譯

http://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5PDA/index.html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6~S1*cht


館藏索書號：177.2 445.22
 
三津⽥富左⼦⽣於上世紀初，她於⾼齡94歲寫下此書，將⼈⽣⽢苦做出最精闢的總結。
經歷戰亂、⻑女夭折、早年喪偶等種種變故，50歲才⾸次踏入職場的她，以上班族⾝分
打拚了15年，並在唯⼀的女兒結婚後，便開始過著獨居⽣活。她以強⼤的意志⼒，貫徹
「⼀個⼈也要過得⼼滿意⾜」的態度，讓30萬⽇本讀者由衷共鳴，覺得「對，只要這樣
下去，就⼀定可以獲得幸福！」其中所蘊含的深邃智慧，無論對於⽗⺟、⻑輩或是⾃
⼰，都是最好的禮物。 (博客來)

書名：彩圖易讀版世界史年表
作者：李光欣編; 鍾翟繪
館藏索書號：711.02 469
 
閱讀世界史時，各個地區的歷史容易感到混淆嗎？本書⼀⽬了然地區分⼤事發⽣的年
代、地區及詳細記事讓讀者輕鬆掌控各國歷史脈絡，⼀讀就通！本書多達200張彩圖，
輔助閱讀、清晰易懂，本書穿插多張插圖，讓歷史不再死氣沉沉，鮮明⼜有趣！精選
134件⼤事，以輕鬆⼝吻詳細敘述完整始末，有趣不乏味本書精選多件⼤事，輔助閱讀
年表，清楚明瞭、好記憶！ (博客來)

書名：哈佛教你發揮救災領導⼒
作者：艾美.艾蒙森(Amy C. Edmondson)等著; 許瑞宋等譯
館藏索書號：494.207 946
 
本書精選《哈佛商業評論》歷年四篇重量級文章，由哈佛商學院重量級學者、非營利組
織、政府救災單位執⾏者，共同論述在「南亞海嘯」、「智利礦災」、「⽇本核
災」……等猝不及防的災變發⽣之後，相關組織與個⼈如何策略應變，執⾏救災任務。
從中衍⽣出的管理議題，是每⼀個領導⼈，以及有志成為領導⼈的讀者，都必須了解、
深究的知識！。(博客來)

書名：我的思考,我的光 : 諾⾙爾獎得主中村修⼆創新突破的7個思考原點
作者：中村修⼆著; 林慧雯,陳柏傑,郭介懿譯
館藏索書號：177.2 638.4
 
從「⼈⽣魯蛇」到「研發的⿁」，2014諾⾙爾獎得主中村修⼆：「⼈⽣要與常理和風險
直接對戰，因為安全地帶絕無巨⼤的成功！」他沒有資源、經費，為何能獨⾃⼀⼈研發
出劃時代的商品？因為他相信：親⼿打造實驗設備，培養你的匠⼈直覺，就能發現問
題，激發更多創意，在動⼿做、眼睛看、⽿朵聽、腦筋想時，就會看⾒驚⼈發現。⼈只
要不斷以「再來⼀球的精神」鍛鍊⾃⼰，⼀定能從數百個失敗品中，淬煉出⼀個完成
品，在某處看⾒成功的光芒。(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學的陽光與森林 : 課堂外教授要告訴你的
作者：夏祖焯(夏烈)著
館藏索書號：525.07 734
 
這本書不只告訴你⼤學的歷史、過去、現在及未來，也告訴你選擇科系的策略，學⼠後
的未來有什麼在等待著你？如何與職場掛鉤,職場上的男女關係；也切實的分析給你⼀⽣
的財產規劃，及由青年、中年⾛到老年⼀⽣約90年的⾥程；更告訴你未來科技、社會及
⼈文藝術的發展趨勢，台中美⽇四國的牽動與糾葛。這是⼀本每個⼤學⽣及青年⼈都該
讀的參考書，不是老⽣常談的勵志書籍。你讀過書中前⼗三篇後更認識你⾃⼰，更瞭解
你所處的社會，領悟我們台灣的處境及未來。(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3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4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4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4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58~S1*cht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叛諜風暴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151

主演：蓋爾賈⻄亞⾙納

真⼈真事撼動⼈⼼，榮獲美國國家評論協會「⾔論⾃由獎」肯定！多倫多影展⾸映爆棚
好評，媒體⼀致讚譽：「年度最佳影片之⼀！」2009年，⼀位伊朗裔加拿⼤籍記者巴哈
⾥（蓋爾賈⻄亞⾙納 飾演），為《新聞週刊》遠赴伊朗報導總統⼤選。6⽉13⽇，選舉
委員會宣佈⾺哈茂德艾瑪丹加勝選，競爭對⼿的⽀持者紛紛不滿地⾛上街頭遊⾏。巴哈
⾥⼀路跟拍這場被稱作「伊朗綠⾊⾰命」的抗議⾏動，沒想到6⽉21⽇時，他竟被不明
⼈⼠從德⿊蘭的家中帶⾛。在⻑達118天的監禁過程當中，對⽅認為他是潛入伊朗的間
諜，使他遭受無⽌盡的折磨與審訊。由於雙眼被蒙住，巴哈⾥無法看到審問者的⻑相，
唯⼀可以辨識的，就是對⽅⾝上散發的玫瑰香⽔味…。(博客來)

 

影片名稱：來⾃星星的傻瓜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163

主演：阿米爾罕、艾魯絲卡沙瑪、桑傑杜特

來⾃外太空的PK（印度語有"喝醉"之意)，⼀絲不掛降落地球，卻意外遺失⾶船的遙控
器，無法返家。他來到各個陌⽣城市，到處詢問未曾有⼈會提出的「蠢」問題，只為找
尋⼈們⼝中可以帶他回家的「上帝」。⼜傻⼜笨的PK，就像個天真無邪的好奇寶寶，
鬧出⼀個個笑話，他在這尋找上帝的過程中，誤闖了印度宗教龐雜的派系世界，也深深
愛上了「地球⼈」。(博客來)

 

影片名稱：雪地迷蹤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173

主演：萊恩雷諾斯、史考特史畢曼、蘿莎莉道森

⾺修和蒂娜是對恩愛的夫妻，九歲女兒是個溜冰好⼿，讓他們引以為傲。某天，⾺修短暫
獨留女兒在⾞上，回來後卻再也找不到她的蹤影，彷彿⼈間蒸發，消失在茫茫⽩雪中。⺟
親⼼⼒交瘁，家庭不堪悲痛的打擊，在相互怪罪的惡鎖中分崩離析。就在女兒的⼗三歲⽣
⽇當天，她所⽤過的各種私⼈物品，再度離奇的出現在夫妻倆的⽣活中。這幾年來，⽗親
⽤盡各種⽅法，誓⾔找回正義和真相，但就在他與警探聯⼿追查時，卻意外踏入罪犯布下
的致命陷阱……。(博客來)

影片名稱：兩天⼀夜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174

主演：瑪莉詠柯蒂亞

 
2015奧斯卡 最佳女主⾓獎提名，坎城影展競賽片 凱薩獎最佳女主⾓、外語片提名。珊卓
拉（瑪莉詠柯蒂亞飾演）在罹患憂鬱症後，公司的老闆打算將她解僱，並⽤⼀千歐元的獎
⾦說服其他同事，投下贊成珊卓拉離職⼀票。但珊卓拉並不⽢⼼，在丈夫的陪伴下，她決
定利⽤週末的時間⼀⼀說服同事們幫助她。⾯對每個⼈不同的環境經濟因素，家家有本難
念的經，這兩天⼀夜讓珊卓拉歷經煎熬，在現實⾯前，⼈性正義何價？看盡⼈情冷暖的
她，因此開始重新思考⾃⼰的⼈⽣…。(博客來) 

影片名稱：好家在⼀起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956~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956~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956~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110~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110~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110~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372~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372~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372~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373~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373~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373~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681~S4*cht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189

 
改編⾃知名暢銷童書，由【馴龍⾼⼿】【史瑞克】製作群推出全新喜劇動畫，找來【宅男
⾏不⾏】吉姆帕森斯、【年度⿃事】史提夫⾺汀以及蕾哈娜、珍妮佛羅培茲兩位歌壇天后
等巨星獻聲演出。描述地球被⼀個叫作「阿布族」的外星種族佔領成為新住所後，⼩女孩
⼩媞（蕾哈娜 配⾳）成功地躲過入侵者的追捕，隨後遇上了被放逐的可愛阿布族外星⼈歐
仔（吉姆帕森斯 配⾳），兩⼈從敵⼈成好⿇吉好友，他們並展開尋找⼩媞⺟親的的冒險旅
程，並企圖化解阿布族和地球⼈的紛爭…。（博客來）

 
 
 

》回⽬錄

三校借書⼀卡通開始囉！

1.服務宗旨：為增進本校與國立臺灣⼤學、國立臺灣師範⼤學三校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交流，將提供三校專任教
職員⼯、博⼠班、碩⼠班及⼤學部在學學⽣⼀證通⽤之圖書借閱服務。 
2.服務對象：三校專任教職員⼯、博⼠班、碩⼠班及⼤學部在學學⽣。 
3.服務⽅式： 
(1) 本服務採申請制，三⽅符合資格的讀者欲使⽤本服務，須具備所屬學校圖書館之借書權利，並同意將個⼈檔
案匯入對⽅館，始得持所屬學校之有效教職員證或學⽣證到其它館借書。本服務僅限線上申請，各合作館均未提
供臨櫃申請服務，若有急需請先⾄參考諮詢台借⽤館際合作借書證，即可⾄合作館借閱圖書。 
(2) 本校讀者在使⽤本服務之前，請先簽署確認轉檔意願書，並請您⾄圖書館加貼條碼，即可持原證⾄其它⼆校
借書。 
4.借閱規則 
(1) 冊數：每⼈限借圖書5冊。 
(2) 借期：30天，不提供續借與預約服務。 
(3) 互借圖書範圍：依貸⽅圖書館規定。 
(4) 逾期及遺失處理：依貸⽅圖書館規定。 
(5) 向臺⼤、師⼤借閱之書籍，請於到期⽇前⾃⾏前往各校歸還。 
(6) 倘於本館因違規或休學等暫停借書權利情形，不得使⽤本服務。 
(7) 倘於臺⼤、師⼤借書逾期或遺失圖書，請⾃⾏前往各校依各校規定繳交逾期滯還⾦或辦理賠償相關事宜。 
(8) 倘於臺⼤、師⼤借書未還或逾期滯還⾦未繳清前，不得辦理休學或離校等程序。 
(9)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貸⽅圖書館相關規定辦理。 
5.洽詢電話： 
臺科⼤圖書館 02-27376195，E-mail：libcir@mail.ntust.edu.tw
臺⼤圖書館 02-33662353，E-mail：tulcir@ntu.edu.tw
師⼤圖書館 02-77345237，E-mail：libread@deps.ntnu.edu.tw
6.轉檔意願書問卷網址：請點選此連結回覆調查意願

請⾒詳情!

》回⽬錄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681~S4*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0681~S4*cht
http://pc119.lib.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5057-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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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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