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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電⼦資源教育訓練歡迎參加

多種電⼦資源講義提供下載，歡迎多加利⽤！

本校教科書清單

i iReading‧愛閱讀

i DVD

⿃巢、⽊屋、銀河 藏⾝國⼩圖書館

104-2圖書館開放時間(2016/02/22-2016/06/26)

 

時間 書庫 閱覽室

週⼀到週五 8:30-21:30 8:30-23:30

週六、⽇ 8:30-17:00 8:30-21:30

下列時間書庫不開放，閱覽室開放⾄下午5時：
04/01~03（五~⽇）校際活動週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2/28（⽇）和平紀念⽇
02/29（⼀）和平紀念⽇補假
04/04（⼀）⺠族掃墓節
04/05（⼆）兒童節補假
06/09（四）端午節
06/10（五）端午節調整放假

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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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Finn F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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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電⼦資源教育訓練歡迎參加

為使讀者能更有效利⽤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104學年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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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密切注意開放報名時間，歡迎各位踴躍報名

⽇期 /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適⽤學科 報名
2016-03-04 (五)
10:00~12:00

計中 RB508 教室 WOS & JCR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6-03-08 (⼆)
10:00~12:30

計中 RB509 教室 SCOPUS、EV資料庫 ⼯程、應⽤科技學
院

開始報名

2016-03-14 (⼀)
10:00~12:00

計中RB509 教室 EndNote書⽬管理軟體 ※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6-03-17(四)
10:00~11:00

計中 RB510 教室 DDC數位化論文 & PQDT資料庫 各學院 開放報名

2016-03-17 (四)
10:00~11:00

計中 RB510 教室 ABI / INFORM、哈佛商業評論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放報名

2016-03-23(三)
14:00~15:30

計中 RB508 教室 IEEE Xplore(IEL)資料庫 電資學院 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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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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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電⼦資源講義提供下載，歡迎多加利⽤！

您想使⽤電⼦資料庫卻⼜不知如何使⽤嗎？圖書館提供各種電⼦資源講義下載，歡迎多加利⽤！下載路徑如下：
進入圖書館⾸⾴，點選"圖書館利⽤講習"，移⾄"資料庫講義下載"，即可選擇資料庫名稱下載！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4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50
http://8000-pc03.lib.ntust.edu.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4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5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53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51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28.php


若需依學科查詢電⼦資源講義，則請點選"系所電⼦資源講義下載"，再依各系所適⽤的電⼦資源下載，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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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科書清單

教科書是以書本形式來輔助教師進⾏教學活動及幫助學⽣學習的重要資源，圖書館特別整理出本校教師於每學期授
課時搭配之《教科書單》，提供同學瀏覽各課程教科書資訊，EXCEL書⽬欄位有提供館藏連結者表⽰本館有該館藏
可供借閱。

連線網址: http://goo.gl/r1ZSGB

http://goo.gl/r1ZS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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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ing‧愛閱讀

書名：Dr.⼩百合,今天也要堅強啊! : 催淚、爆笑、溫馨、呆萌的醫院實習⽣活
作者：⼩百合著
館藏索書號：410.3 446
 
混入美國醫學系！批踢踢笨板名⼈⼩百合的醫學⽣實習全記錄。Nonstop！全書故事⼀篇
接⼀篇，讓你笑了再哭、哭了再笑、哭笑不得、邊哭邊笑啊啊啊啊啊～～在作者輕鬆幽
默的文字風格下，帶領我們⼀窺美國與台灣醫界的現況，像是醫學⽣養成過程的⽢苦、
實習過程的所⾒所聞、第⼀線醫護⼈員的⼯作現場、病⼈⾯臨的無解掙扎等等，涵蓋外
科、內科、兒科、婦產科、泌尿科、精神科等醫院各部。。(博客來)

書名：極致完美的簡報術 : 打造優質簡報的7個關鍵字
作者：酆⼠昌著
館藏索書號：494.6 645-2
 
⼀本讓您可以打造優質且直達⼈⼼的簡報書！與⼀般簡報範例製作書不同的是，本書將
製作、呈現簡報的核⼼以七個關鍵字做為舖陳説明。書中圖解式的解說⽅式，清楚點出
從簡報開始前到簡報呈現後的完整精髓，相信在閱讀過本書後，可以讓您實際體驗簡報
設計的樂趣與增進您的簡報製作功⼒。(博客來)

書名：[圖解]投資前⼀定要懂的8堂⾦融課
作者：⽥渆直也著；張鳳、張務華譯
館藏索書號：561 544
 
⽇本⾦融達⼈⽥渕老師為入⾨者量⾝訂做：從頭介紹⾦融74則關鍵概念，1則概念「3短
文+1⾴圖解」，沒有商學基礎，3分鐘也看得懂！⽇本⾦融達⼈⽥渕直也老師，在本書
中將⾦融的整體樣貌分為8堂課，以淺顯易懂的文字配合圖解，循序漸進解說，讓⼀般入
⾨者也都能輕鬆看懂，進⽽掌握獲利契機！。(博客來)

書名：在世界的⾓落遇⾒⾃⼰
作者：陳信翰文字.攝影
館藏索書號：992.07 764
 
當你願意為⾃⼰冒⼀次險，你的⼈⽣將會有所不同？⼀張空⽩明信片，能做什麼呢？那
年，他買了⼀張前往加拿⼤的單程機票，帶著⼀款⾃⼰設計的明信片，以及五萬元新台
幣，橫越萬⾥來到雪的六⾓國度。原本盤算著要擺攤賣明信片來換取些許旅費，但⼀轉
念，如果明信片能為這趟旅程換來什麼，那何不交換比錢更有意義的事物？於是⽤明信
片交換故事的念頭應運⽽⽣。就這樣，他花了四個⽉旅⾏，八個⽉⼯作和⽣活，⽤⼀張
張明信片與來⾃世界各地的旅⼈交換他們的故事…。(博客來)

書名：機器⼈即將搶⾛你的⼯作 : 影響全球數⼗億⼈的7⼤⾃動化技術發展,現在開始重
新定義⼯作⽬的,幸福慢活
作者：費德⾥科.⽪斯托諾(Federico Pistono)著; 李芳齡譯
館藏索書號：542.71 755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1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1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1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1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1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1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2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2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2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64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64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64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67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678~S1*cht


 
來⾃全球最聰明的奇點⼤學畢業⽣的知識分享——影響全球數⼗億⼈的7⼤⾃動化技術發
展，⽬前正在指數成⻑，即將⼤幅改變⼈類文明的發展軌跡。這些趨勢及⼼理準備，你
知道多少？⼯作的⽬的是什麼？什麼樣的⽣活才算幸福？⽪斯托諾在本書也探討幸福的
定義，並且提出⼀些⼈⼈都可在⽇常⽣活中落實的「慢活」（downshifting）⽅法，包含
增進每⽇幸福感的⼩訣竅，以及聰明花費更快樂的8項原則。(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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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影片名稱：第⼗四道⾨

館藏索書號:DVD N 18663

⼗⼀歲的珂若蘭跟隨⽗⺟搬到新公寓，⼀天她發現新居的火爐旁邊有⼀扇被牆紙封了起來的
怪⾨。那⼀夜，珂若蘭找到那扇⾨的鑰匙後打開⾨探險，發覺⾨後有⼀條神秘的⾛廊，通往
⼀個未知的世界──原來那是⼀個與現實並存的領域。有著真實世界所有的⼈物與玩意，但是
卻更有趣好玩。裏⾯有上佳的美食、更新奇的玩具，以及更疼愛她的「⽗⺟」，令珂若蘭樂
⽽忘返。⾨後世界中的媽媽邀請珂若蘭留下，但代價是要⽤鈕扣縫合眼睛。珂若蘭不同意，
於是本來慈祥的「⺟親」變回了她本來的⾯⽬——巫婆，原來這個巫婆是引誘⼩孩⼦，然後
把他們的靈魂偷⾛…。 (博客來)

 

影片名稱：寄⽣獸 : 完結篇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670

主演：染⾕將太、深津繪⾥、淺野忠信

神秘外星⽣物全⾯入侵地球！幼蟲侵入⼈體後，寄⽣於腦部，能任意變形，⼈類如活屍般啃
食他⼈，寄⽣獸不斷進化、學習⼈類世界，開始組織策動稱霸世界的計劃，各處暗藏寄⽣臥
底。⾼中⽣新⼀（染⾕將太飾演）也遭到寄⽣，但這隻在他體內名叫「米奇」的⽣物並沒有
成功入侵他的腦部，只在他右⼿合體，意外成為新⼀求⽣⽽戰的得⼒助⼿！⾒識到⼈間煉獄
的慘況，⽇本即將全城淪陷，新⼀為了捍衛⼈類⽣存，⾯臨即將到來的終極激戰和家⼈朋
友，他會做出什麼抉擇？同時，變成寄⽣獸卻⼜懷有⾝孕的宮⽥老師（深津繪⾥飾演）努⼒
與⼈類和平共存，但⽭盾衝突仍然⼀觸即發，所有⾚裸裸⼜難以承受的事實，終將⼀次引
爆！(博客來)

 

影片名稱：驚奇4超⼈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689

主演：麥爾斯泰勒、麥可•B•喬丹、凱特瑪拉

由【超能失控】喬許傳克操⼑執導、【⾦牌特務】導演⾺修范恩監製，兩⼈聯⼿重啟漫
威漫畫（Marvel）的超⼈氣經典【驚奇4超⼈】，並由【進擊的⿎⼿】 麥爾斯泰勒、
【超能失控】、【絕地救援】凱特瑪拉 、【末⽇列⾞】傑米⾙爾等四位新⽣代演員擔綱
演出。描述四位原本⽣活平凡的年輕⼈，被傳送⾄⼀個處處充滿危機的宇宙時空，從此
四⼈的外貌⾝形都起了巨⼤的變化。他們不僅重新適應學習，更善⽤他們的超能⼒，同
時併肩合作以抵禦外侮，但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要對抗的竟是昔⽇戰友…。（博客來）

影片名稱：青⽥街⼀號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686

主演：張孝全、隋棠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67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9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9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9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95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95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695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0~S1*cht


 
青⽥街⼀號，是阿姑賦予他的名字，他是阿姑的得⼒幫⼿，更是頭號王牌殺⼿。原來阿
姑的洗衣店⽩天洗的是客⼈的衣服，晚上洗衣機裡洗的是這城市裡的失蹤⼈⼝名單。青
⽥街⼀號執⾏任務不留痕跡，快速俐落，卻被他⼀個個幹掉的亡靈給纏上，他什麼不怕
就偏偏怕⿁。只好求助仙姑林香，哪知道情況比他想像的還要⼤條，更多不可告⼈的秘
密⼀⼀浮現…(博客來)

影片名稱：魔⿁終結者 : 創世契機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682

主演：阿諾施⽡辛格、艾米利亞克拉克

 
2029年的未來世界，在與超級電腦「天網」的戰爭中，⼈類反抗者進⾏頑強抵抗，⼈類
領袖也⾝為救世主的約翰康納(傑森克拉克 飾)將他忠實的戰⼠凱爾雷斯(傑寇特尼 飾)派
回1984年，以保護⾃⼰的⺟親莎拉康納(艾蜜莉克拉克 飾)不被機器⼈殺害。 ⽽莎拉康納
救世主之⺟，在年僅9歲時就因為成為孤兒⽽被⼀個魔⿁終結者收養。從那時起，她就被
阿諾史⽡辛格所扮演的T-800撫養⻑⼤，這個機器⼈的程式設計是⽤來防衛⽽不是殺戮。
也因此，讓莎拉康納成為了⼀個擅⻑使⽤狙擊槍且不喜與⼈交涉的反社會⼈格，但是卻
無法深刻體會⼈類細微情感變化。(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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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屋、銀河 藏⾝國⼩圖書館

國⼩圖書館越來越有創意了，松⼭國⼩打造森林圖書館，有樹穴、⿃巢型座位，團體閱讀室則打造成⼩⽊屋等，康寧國⼩位
在星雲街上，圖書館以「銀河」為意象，在天花板裝設⼀千顆會反光的⼩球，景興國⼩旁就是仙跡岩，圖書館打造故事屋，
牆上繪滿仙跡岩圖案…，⼀起來看看這些有趣的創意吧！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108~S1*cht
http://udn.com/news/story/7323/1501577-%E9%B3%A5%E5%B7%A2%E3%80%81%E6%9C%A8%E5%B1%8B%E3%80%81%E9%8A%80%E6%B2%B3-%E8%97%8F%E8%BA%AB%E5%9C%8B%E5%B0%8F%E5%9C%96%E6%9B%B8%E9%A4%A8


（文章及圖片取⾃聯合新聞網）

更多詳情請⾒youtube影片
https://youtu.be/b-Nekhdw6DA
影片取⾃TVB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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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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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b-Nekhdw6DA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854.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