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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三）圖書館請你吃糖果! 歡迎來抓糖！

到台⼤、師⼤借書去！三校借書⼀卡通等您來申請！

有獎徵答⼤放送

i iReading‧愛閱讀

i DVD

每個⼈都是⼀本獨⼀無⼆的真⼈圖書！新北市真⼈圖書館歡迎借⼈！

10/21（三）圖書館請你吃糖果! 歡迎來抓糖！
 

活動簡介： 
您知道圖書館有專屬的FB粉絲團嗎?許多消息及公告都會PO在上⾯，讓同學們更⽅便的知道圖書館⼤⼩事。為了推廣
粉絲團，特別舉辦「粉絲團按讚 糖果⼀把抓」活動，於活動當⽇⾄圖書館⼤廳，向活動⼈員秀出粉絲團按讚畫⾯及學
⽣證(教職員證)，即可親⾃抓取⼀把糖果。數量有限，要玩要快喔!

參與對象：全校在學學⽣及在職教職員。 
活動時間：2015年10⽉21⽇9:00-17:00 
活動地點：圖書館⼤廳

活動內容： 
1. 以⼿機或平板等裝置⾄圖書館FB粉絲團網⾴，按讚加入粉絲團。 
2. 將畫⾯及學⽣證(職員證)提供圖書館⼈員確認。 
3. 確認無誤後，即可⽤⼀隻⼿於箱⼦中抓取⼀把糖果。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LIB


注意事項： 
1. 糖果有限，送完將提早結束，為了讓更多⼈參與，請勿重複來玩遊戲。 
2. 抓取糖果時，僅能使⽤⼀隻⼿。糖果以抓出來放在盤⼦上為準，中途掉落的糖果不算。 
3. 為維護圖書館整潔，糖果請帶到館外食⽤，不要在館內吃糖果喔!

 
》回⽬錄

到台⼤、師⼤借書去！三校借書⼀卡通等您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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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5057-1.php?Lang=zh-tw
http://pc119.lib.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5057-1.php?Lang=zh-tw


有獎徵答⼤放送

「我們還能呼吸新鮮空氣嗎?空汙議題不可忽視」有獎徵答活動 (10/25截⽌) 

活動簡介： 
Elsevier公司正為您舉辦「我們還能呼吸新鮮空氣嗎?空汙議題不可忽視」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
址並利⽤ ScienceDirect資料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中華郵政禮券、Elsevier⾼級鑽筆、Elsevier盥洗
包、電影票等等豐富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但需為20歲以上之中華⺠國公⺠。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10⽉25⽇⽌。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ScienceDirect資料庫查找。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 
⾸獎  中華郵政禮券三千元......................................................1名 
貳獎  中華郵政禮券⼆千元......................................................1名 
還有多項⼤奬等你哦!!
詳情請⾒活動網站！

「分享⼀本好書 整個城市就是我的許願池」華藝電⼦書推廣活動 (11/30截⽌) 

 
活動簡介：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分享⼀本好書 整個城市就是我的許願池」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
華藝電⼦書資料庫下載並閱讀⼀本電⼦書，⾄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填妥⼩卡資訊及⼼得，並投入許願盒中，就有機
會獲得ASUS MeMO Pad、FUJIFILM拍立得等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2015年10⽉1⽇⾄11⽉30⽇。 
活動⽅式及獎品： 
【許願池裡不e樣的聲⾳】 
看完任⼀華藝電⼦書後，在許願⼩卡上留下⼼得並投入參考櫃台的許願盒中，我們將於10、11⽉各選出第⼀名、第
⼆名以及四名佳作公布於華藝電⼦書FB粉絲團，並且贈送ASUS MeMO Pad、FUJIFILM拍立得等好禮。 
女神將會從⼩卡的『創意』以及『與書本的連結度』選出她⼼中的獎品得主喔!
【⽔平女神的青睞】 
1.活動期間內連⾄https://goo.gl/VenC6t，選出你最喜歡的電⼦雜誌，即可參加抽獎!⽔瓶女神每⽉將隨機抽出⼗名
幸運得主。 
2.與活動海報合照並上傳⾄華藝FB粉絲團專業即可參加抽獎。每⽉抽出⼗名受青睞的得主，總共20個獎項!
【羅⾺競技場-校際賽之王】 
向女神展現熱情!活動期間內華藝中文電⼦書總借閱量前三⼗名的學校，⽔瓶女神將隨機抽出三校贈與總值18,000元
的全家禮券!
詳情請⾒活動網站！

http://0-www.sciencedirec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communications.elsevier.com/nl/jsp/m.jsp?c=%40QKldurc49Xi%2FVl8hf3qlRuLJFU1cImLaaNcSGNtRgds%3D
https://www.facebook.com/airitibooks?fref=ts
https://goo.gl/VenC6t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509/index.html


「查找資料，國圖有禮-國圖⾃建五⼤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

 
為推廣本館臺灣博碩⼠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ndltd.ncl.edu.tw/)、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臺灣⼈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http://tci.ncl.edu.tw/)、臺灣記憶系統
(http://memory.ncl.edu.tw/)、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暨增進使⽤者對五⼤系統之了解，透過五
⼤系統的活動問題之設計導引，增進使⽤者之資訊檢索技能，讓使⽤者更有效率地檢索到所需資訊，便利其研究和
利⽤，特舉辦此有獎徵答活動。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2015年10⽉5⽇⾄10⽉30⽇。 
活動徵答⽅式： 
1.請⾄活動網站填妥基本資料及勾選問題的正確答案。 
2.每⼈限填答⼀次。 
獎項： 
【個⼈獎】 
由符合抽獎條件的參加者中隨機抽出50名得獎者。 
1.禮券(或禮⾦)500元 10名。 
2.蘇東坡緣聚臺紀念組(線裝書筆記本+⽪質書籤+開瓶器) 10名。 
3.蘇東坡笠屐圖⾦資書籤 10名。 
4.蘇東坡卷宗夾(2個1組) 10名。 
5.臺灣原住⺠L型資料夾(3個1組) 10名。 
另外加碼國圖娃娃紙膠帶50捲。 
【團體獎】 
將頒發獎狀給參加⼈數前5名的⼤學圖書館。 
詳情請⾒活動網站！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嗯嗯,這就是⼯作的醍醐味啊! : 16個活出精彩的職場女⼒ : 三浦紫苑之直擊採訪實
錄
作者：三浦紫苑著; 楊明綺譯
館藏索書號：861.67 424-2
 
妳是從事什麼樣的⼯作呢？傾聽關於活躍於職場的專業女性，她們的精采故事。本書是
⼀本訪談集，由作家三浦紫苑以「職⼈⼯匠、三味線師，我想採訪這些活⽤特殊技能，
活躍職場的女性」為發想，展開⼀場突擊實錄的連載企畫。採訪了包括製鞋⼯匠、漫畫
家助⼿、⼯地監⼯⼈員、活版技師、公仔企畫研發、⼤學研究員、染織家……等⼗六位
專業女性。三浦說：「每個⼈的經歷與⼯作內容都不⼀ 樣，卻有個共通點，也就是『樂
在⼯作到有點怪的⼈』……正因為怪⼈⿑聚，世上才有各式各樣的職業……」 (博客來)

書名：老字號與活⽔ : ⼆⼗個在傳承中最重要的⼩事
作者：蔡怡芬等著
館藏索書號：783.318 437
 
本書圖文並茂，多篇文章搭配歷史老照片呈現，⿊⽩泛黃的畫⾯漫捲往事塵煙，對照⾊
彩斑斕的現今，將不同時空的喜悅、艱辛、榮耀和感嘆鏈結在⼀起，串成動⼈且銘刻⼼
頭的記憶浮世繪。有記名茶、三峽藍染、導演王⼩棣、歌唱⼤使梁芬美……⼆⼗位堅毅

http://ndltd.ncl.edu.tw/
http://104read.ncl.edu.tw/find/find_01.html
http://104read.ncl.edu.tw/find/find_01.html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4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4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4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25~S1*cht


職⼈，淬煉⼆⼗個⽣命故事，⼆⼗件「最重要的⼩事」，化作最溫柔的提醒，擦亮傳統
老招牌，讓活⽔源源不絕！  (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百年不退流⾏的台北文青⽣活案內帖
作者：臺灣文學⼯著室著
館藏索書號：733.9/101.4 446
 
那時候，世界很新，很多事物沒有名字，他們相約咖啡店聊天聚會，逛書店，到公園散
步，⾝陷理想和現實之間，糾結⽭盾，進進退退，為未來世世代代的文青，預⾔百年難
違的命運…。⼀本可以按圖索驥、永不過期的歷史旅遊書，從現存老的台北三市街地標
穿越時空，回到歷史現場，跟著⽇治時期的文青⼀窺台北的⽇常⽣活。附精美⼿繪三市
街導覽地圖，可以按圖索驥穿越百年台北城。(博客來)

書名：我,曾經是這樣的⼈
作者：克莉絲緹娜.蘇撒姆(Christiane zu Salm)著; 紀雅玲譯
館藏索書號：197 875
 
蟬連德國暢銷排⾏榜22週！AMAZON書店讀者★★★★☆（四顆半星）發⼈深省！唯有正
視死亡，才能明⽩何謂⽣命。80篇⼈⽣回顧，80種臨終⼼情，句句皆如明鏡，映照我們
的⼈⽣⾯貌，將每⼀個靈魂來到世界上所需要⾯對的衝撞與所能品嘗的美好，誠實地展
露在我們眼前，⾒證⼀個⼜⼀個⽣命對於⾛完⼈⽣旅程所付出的努⼒。(iRead 灰熊愛讀
書)

書名：村上春樹先⽣,⼀起⽤餐吧!
作者：⾞侑陳著; 游芯歆譯
館藏索書號：861.2 567
 
村上春樹最重要的⾓⾊，其實是料理。⼩林綠、⼩雪、胖孫女、九指女、堇……那些你
永遠忘不掉的⾓⾊，正是因為這些料理，才活得出味道。我們就像村上春樹的⼈物們⼀
樣孤獨。在突如其來的離別與錯亂的關係裡，不可避免地徬徨、無助著。但即使在如此
孤獨中，⼈物們⼀⼀填補著飢渴，認真地品嘗，努⼒地⽣活，不斷地成⻑。村上春樹先
⽣，如果我們也努⼒料理這⼀桌獨⼀無⼆的菜餚；有這個榮幸和你⼀起⽤餐嗎？(博客
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婚姻風暴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261

主演：Johannes Kuhnke、Lisa Loven Kongsli、Clara Wettergren

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入圍，坎城影展⼀種注⽬單元評審團獎，奧斯卡最佳外
語片⼤熱⾨，⾦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華盛頓特區影評⼈協會最佳外語片!⼀個現代的瑞
典家庭-英俊的先⽣湯瑪斯帶著老婆艾比跟兩個⾦髮可愛⼩孩，⼀起去法國滑雪度假五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2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5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5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5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59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59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59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48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48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48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9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914~S1*cht


天。他們⼀邊午餐邊觀賞著⼭景，享受著陽光普照同時，遠⽅的雪崩突然降臨，⼈們驚
恐地四處逃逸，這個時候，湯瑪斯做了⼀個決定，⽽這個決定不但動搖了他的婚姻，更
讓他⼀家之⻑的地位不保，⼀場家庭風暴即將席捲⽽來…。(博客來)

 

影片名稱：⼈命⼤富翁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222

主演：費比奇歐．班提佛格⾥、⾺蒂爾德．裘莉、⽡萊麗亞．布諾妮妲姬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義⼤利代表，狂掃全球39項⼤獎，歐美推理暢銷⼩說改編，義⼤利影
帝影后同台飆戲！越有錢，越有嫌？靈魂都能賤賣，⼈命⼜值多少？⽩雪紛⾶之夜，⼀
輛⾶馳的名貴休旅⾞，讓無辜騎⼠慘死郊外。現場無⼈⽬擊，嫌犯成謎。警⽅根據微物
跡證，鎖定當地最顯赫的富豪世家。調查發現，富⼆代⾼中⽣麥斯的⾞有不明刮痕，儘
管宿醉的他⽮⼝否認，但所有線索皆直指向他；同時間，警⽅也緊盯著麥斯的前女友瑟
蓮娜，她聲稱案發當晚載麥斯回家，為麥斯提出完美的不在場證明。然⽽麥斯和瑟蓮娜
的雙親卻在此時暗⾃交易，盤算意外之財。這場無聲共謀，即將讓兩家⼈的命運重新洗
牌，案情急轉直下！(博客來)

 

影片名稱：亂世有情天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234

主演：蜜雪兒威廉斯、⾺提亞斯修奈爾、克莉斯汀史考特湯瑪斯

改編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塵封逾半世紀的驚世暢銷傑作《法蘭⻄組曲》！⼆次世界⼤
戰，法國淪為德軍佔領之地，居⺠被迫接待德國軍官。少婦露⻄兒（蜜雪兒威廉絲 飾
演）等不到遠赴戰場的丈夫⾳訊，還得忍受刻薄的婆婆（克莉絲汀史考特湯瑪斯 飾演）
處處刁難，此時德國軍官布魯諾（⾺提亞斯修奈爾 飾演）出現，撩起彼此內⼼的慾望漣
漪…。

兩⼈之間的曖昧升溫，露⻄兒的婆婆卻監控著他們，不斷警告露⻄兒──布魯諾永遠是他
們的敵⼈。露⻄兒與布魯諾的禁忌情感瀕臨爆發，在國仇家恨、戰爭和愛情之間掙扎，
兩⼈最終將如何抉擇？抑或命運早已安排了結局？ (博客來)

影片名稱：D機關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280

主演：⿔梨和也、伊勢⾕友介、深⽥恭⼦

 
⽇本上映⾸周⽇片票房冠軍！ ⼆次⼤戰前，⽇本陸軍在結城中校（伊勢⾕友介 飾）的⼒
排眾議下，成立了間諜培訓學校「D機關」，所有成員都被灌輸了徹底否定軍⼈信條的三
⼤戒律：「不准死」、「不准殺⼈」、「不准被抓」。這樣的組織⾃然成為他⼈的眼中
釘，時時腹背受敵……。天才間諜嘉藤次郎（⿔梨和也 飾），頭腦聰明⾝體能⼒出⾊，
在「D機關」殘酷訓練後初次執⾏任務，⽬標是潛入名為「魔都」的國際都市，偷取美國
⼤使的機密文件「⿊筆記」。在這裡他遇上美國⼤使的愛⼈琳（深⽥恭⼦ 飾），和蘇
聯、英國，甚⾄是和「D機關」對立的⽇本陸軍激進派展開戰鬥，之後更因為違背⻑官結
城中校命令即將接受死刑懲處，他能否逆轉戰局？終極的鬥智之戰即將展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靈樂⼿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914~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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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268

主演：昆⻄瓊斯、克拉克泰瑞

 
盲⼈鋼琴少年與病榻上的爵⼠⼤師克拉克泰瑞，令⼈屏息的⽣命樂章！曾指導邁爾⼠戴
維斯、昆⻄瓊斯及賀比漢考克的爵⼠⼩號⼤師克拉克泰瑞，⾯對⾼齡與多年的病痛纏
⾝，始終堅持著⾃⼰的使命，將畢⽣所學傳授給他年輕的學⽣──盲⼈鋼琴少年賈斯汀。
⾝為爵⼠名⼈殿堂重量級⼈物，克拉克泰瑞沒有因此⾃滿，⽽是努⼒培養有潛⼒的年輕
⼈們。當賈斯汀遇上克拉克，兩位年紀相差許多但同樣不屈服於逆境的樂⼿，在不斷交
換經驗與⾳樂技巧中，彼此了解，更建構了無比深厚的師徒情誼。然⽽克拉克的⾝體⽇
漸虛弱，賈斯汀不得不試著獨⾃⾯對⼈⽣的巨⼤考驗…。（博客來）

 

 
 

》回⽬錄

每個⼈都是⼀本獨⼀無⼆的真⼈圖書！新北市真⼈圖書館歡迎借⼈！！

 

真⼈圖書館將⼈當成書，圖書館除了可以借書外，也可以借⼈，尤其現代⼈越來越習慣網絡上的虛擬⽣活，⼈與⼈之
間的交流卻越來越疏離。為了⿎勵⺠眾多閱讀， 新北市推出⼈與⼈交流平台的「真⼈圖書館」，邀請到各個領域、不
同⽣命經驗的「真⼈圖書」，和⺠眾⾯對⾯溝通分享，讓閱讀更具臨場感。希望藉由真⼈圖書館閱讀活動，提供⼀個
沒有壓⼒的場域，讀者可以充分的與真⼈書直接對話，彼此坦誠交流，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有機會互相認識，讓
新北市真⼈圖書館成為 促進⼈與⼈交流的分享平台。如何借閱真⼈圖書，請⾒詳情！

》回⽬錄

閱讀歷年快報 │ 來信指教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9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923~S1*cht
http://activity2.library.ntpc.net.tw/
http://activity2.library.ntpc.net.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J2N0-wff0&feature=youtu.be/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854.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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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