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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有獎徵答⼜來囉！

 

活動簡介：
 您知道多少圖書館的⼤⼩事呢?藉由此活動⼀起來認識圖書館吧!於活動當⽇⾄圖書館⼤廳，向活動⼈員出⽰學⽣證(教職員

證)，即可戳戳樂抽取題⽬，回答正確後現場抽獎，歡迎踴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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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16-17⽇9:00開始

活動地點：圖書館⼤廳

活動內容：
 1.出⽰學⽣證或教職員證確認⾝分且未參加過活動後，抽取問題題⽬。

 2.利⽤電腦、⾏動裝置或已知知識回答問題。
 3.確認回答正確後，即可現場抽獎，根據所抽到的獎項號碼給與對應的獎品。

注意事項：
 1.各獎項數量有限，抽完不再增加，獎項全數抽完則提早結束，為了讓更多⼈參與，請勿重複來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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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題⽬有分「進階」和「初階」兩⼤部分，隨機抽取。抽中「進階」題⽬且回答正確，可抽⼀獎⾄四獎；抽中「初階」題⽬
且回答正確，可抽五獎⾄⼗獎。

活動獎項：

獎項 名稱 每⽇個數

進階

⼀獎 ⼩米⾏動電源 10000mAh 1

⼆獎 IEEE後背包 1

三獎 全家便利商店禮券200元 3

四獎 全家便利商店禮券100元 5

初階

五獎 Elsevier多⽤途⼯具筆 5

六獎 Elsevier實⽤夾鏈袋 5

七獎 可愛萌兔⼿機座 20

八獎 艾菲爾鐵塔書籤 30

九獎 圖書館特製L型夾及書籤組 30

⼗獎 神秘⼩禮 56

 

》回⽬錄

使⽤圖書館電⼦資源時，需遵守哪些事項呢？

圖書館有豐富的電⼦資源提供讀者使⽤，在使⽤電⼦資源時，請遵守以下注意事項，以免違法或被停⽌使⽤權！

請先詳閱出版社之使⽤規定及版權聲明，並限於個⼈學術研究或教學⽬的使⽤，不得以資料庫及其資料從事商業⾏
為。
禁⽌使⽤⾃動下載軟體或有計劃、⼤量地列印及下載，例如：下載某期刊各卷期的全部(或⼤部分)全文文章，或於⼀
定時間內下載之全文量已超出合理比例。
合法下載資料後請勿於線上傳播流通，如果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讀者須⾃負法律責任。
請依規定使⽤，以免嚴重影響本校校譽。如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除應負相關責任外，並停⽌其使⽤權。
使⽤完畢，請正常登出，以免影響他⼈權利

        開始使⽤電⼦資源!

        
        圖片來源：Stephan Geyer

 
》回⽬錄

 
 

校際活動週開放時間

⽇期 書庫 閱覽室
4/1~4/3

(週五~⽇Fri.~Sun.)
不開放
Closed

08:30-17:00

4/4~4/5
(週⼀~⼆Mon.~Tue.)

兒童節 (Children's Day)
⺠族掃墓節 (Tomb Sweeping Day)

全館閉館Closed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cht/y


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Note: Books can be returned after the Library hours via the book drop outside the Library entrance.

圖片來源:Tadeu Pereira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臺灣學術電⼦書聯盟有獎徵答活動 (3/30截⽌)

活動簡介：
 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正為您舉辦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根據問題查找相關電⼦書，

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精美獎品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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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活動徵答⽅式：
 1.連線⾄活動網⾴。

 2.根據問題⾄本校圖書館館藏⽬錄或聯盟電⼦書整合查詢系統，查找相關電⼦書資料回答問題。全對者即有機會參
加抽獎。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6epaper-1/index2.html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cht
http://www.lib.ntnu.edu.tw/taebc/search.jsp


活動獎項：

精美獎品組 .............................................................................5組
(包含標籤貼、便條紙、油性筆、萬⽤卡片、運動⽔壺、扇⼦)
詳情請⾒活動網站！

【有獎徵答】「新春封猴⼤賽」有獎徵答活動 (4/30截⽌)

活動簡介： Wiley正為您舉辦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參加慶猴年祝福語以及有獎徵答活動
者，即可參加【猴塞雷抽獎活動】，就有機會獲得Beats⽿罩式⽿機等精美獎品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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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請連結活動網址！

活動⽅式：

活動⼀：Wiley慶猴年祝福語
 1. 活動期間內寫下⼀句猴年佳句( "猴" 相似⾳亦可)，Tag⼀位朋友，並發布於文崗FB粉絲專⾴。

 2. PO文時，請寫下【 Wiley慶猴年 + ⾃⼰的猴年創意祝福 】。

活動⼆：Wiley電⼦書有獎徵答
 請連結有獎徵答題⽬！

 (連結後,請先登入google gmail)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6epaper-1/index2.html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6%87%E5%B4%97%E8%B3%87%E8%A8%8A%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wiley%E6%96%B0%E6%98%A5%E5%B0%81%E7%8C%B4%E5%A4%A7%E8%B3%BD/74888041857829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JJ2QdoOYt3UW1MB_7DdcxDg_dzaarPAPQvbM2VJtpA/viewform?pli=1


活動獎項：

頭獎：Beats⽿罩式⽿機.......1台
貳獎：香蕉先⽣藍芽喇叭......3台
參獎：7-11商品卡200元 .....20張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創造奇蹟的9⼤正向思考之道
作者：古川武⼠著； 蔡世桓譯
館藏索書號：177.2 473.10-4
 
本書作者為美國NLP（神經語⾔程式學）協會認定訓練師，在研究鈴⽊⼀朗、松下幸之
助、聖雄⽢地等逾百家成功⼈⼠⾯臨困境時習慣的處理⽅式後，結合各類宗教、認知科
學、⾏動科學、⼼理學，歸納出以超實⽤主義為信條的9⼤正向思考習慣，這套思考邏輯
協助逾兩萬名「深受負向思緒操控者」重拾信⼼，在遭遇困境時能秉持信念，操縱思
緒，風靡⽇本各⼤企業界。(博客來)

書名：Google輕鬆玩,⽤Google sites打造專業級網站
作者：黃德文著
館藏索書號：312.1653 356
 
Google Sites協作平台除了簡單易學，更能輕易整合Google雲端應⽤服務，將Google文
件、簡報、表單、YouTube、相簿…等等整合進平台中。本書完整講解Google Sites協
作平台的帳號申請、網站規劃及建置，並且融合作者多年使⽤的經驗，幫助您在最短的
時間內掌握網站建置的流程及技巧，進⽽快速打造出⼀個專業的網站。(博客來)

書名：老家屋診療所：老屋醫⽣健檢,三帖活化處⽅，以舊復舊、新舊融合、由舊創新，
重修舊好，賦予新靈魂
作者：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館藏索書號：422.9 236-12
 
4⼤類老家屋、17個老屋新⽣故事、18位老屋醫⽣---找到你我的曾經、現在、未來，讓
老屋醫⽣們帶我們重溫20世紀爺爺與我們⼩時候⽣活的台灣建築，從⽇式宿舍、和洋建
築、街屋到戰後的老公寓，每⼀塊磚⽡都有動⼈的故事，重新了解台灣住宅與⼈們在外
來文化所帶來的影響與型態，並讓老屋醫⽣的診療帶著我們⾛在活過來的老建築的軌跡
之中，看著舊物件如何得到新⽣命。(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1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1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1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25~S1*cht


書名：Excel職場函數468招 : 超完整!新⼈⼯作就要⽤到的計算函數+公式範例集
作者：羅剛君著
館藏索書號：992.07 764
 
內容涵蓋財務、⼈事、業務、銷售、倉儲、教育等⾏業的實例為主，以函數語法剖析為
輔，⽰範468個函數的實⽤範例。每個範例皆可解決⼀個或者某項⼯作疑難，且在範例
之後附有函數的語法剖析以及函數或者圖表設計的注意事項，讓讀者全⽅位地掌握每個
函數的⽤法、公式的思維，並能舉⼀反三。本書涉及數學與三⾓函數、邏輯函數、文字
函數、統計函數、⽇期和時間函數、查閱與參照函數、資訊函數、財務函數、Web函數
以及巨集表函數等類別的函數，並進⾏實例⽰範及語法剖析。(博客來)

書名：⼈⽣每件事，都是取捨的練習
作者：吳若權著
館藏索書號：855 854-36
 
你不能什麼都要；也不能什麼都不要！如果暫時放不下；就勇敢帶著⾛吧！我們未必每
次都能做出對的選擇，但⾄少可以愈來愈清楚，⾃⼰要的是什麼。這是⼀本思緒澄清、
親切可喜的激勵作品。藉由50個「取捨」的⾃問與故事，探索包括：內在的韌性、⾦錢
與時間的迷思、⼈際相處的難題、性格的⾃省、職涯的挑戰等多⾯向問題。透過練習，
你可以更溫柔地認識⾃⼰，更無畏地善待⼈⽣。(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兵

館藏索書號:DVD N 18601

⼩⼩兵，他們從⼈類發跡以前就活躍在地球上，追隨窮兇惡極的⼤惡棍是他們的⽣活⽬標。
但是找⼀個主⼈很容易，要他們跟得久卻很難，這群渾⾝圓圓黃黃的⼩傢伙服侍幾任老⼤，
沒⼀個有好下場。富有使命感的凱文決定代表⼤家 出⾛尋找新主⼈，這個對象必須比前幾任
主⼈夠壞、夠邪惡、夠強壯！與凱文同⾏的是貪吃的史都華和膽⼩的蘿蔔，他們翻越⼤半個
地球，揹負族⼈未來的希望。此時是1968年，格魯出現的42年前，凱文⼀⾏⼈來到奧蘭多參
加「⼤壞蛋博覽會」，惡棍界的第⼀把交椅：史嘉蕾‧殺很⼤，正在此地招兵買⾺，準備偷⾛
⼤不列顛女王的皇冠……。 (博客來)

 

影片名稱：我的少女時代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737

主演：宋芸樺、王⼤陸

神經⼤條且⻑相平凡的林真⼼(宋芸樺 飾)，每天眼珠都是跟著校內風雲⼈物歐陽非凡(李⽟璽
飾)轉動，⽽徐太宇(王⼤陸 飾)⾝為學校頭號痞⼦，則⼀⼼要把上亮麗的校花，他們青春，⼀
⾝是膽、不⾃量⼒。夢想愛情，卻總是看著別⼈享受愛情… 告⽩的青春、落寞的青春、極致
⽣猛的青春！在被紀錄的瞬間，已是昨⽇的青春燦爛，今⽇的美好回憶。⼈⽣中，每⼀個曾
經離去的背影，也許，有⼀天會轉⾝…就在你眨眼那⼀瞬間…。(博客來) 

 

影片名稱：移動迷宮：焦⼟試煉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760

主演：狄倫歐布萊恩、李基弘、派翠⻄亞克拉克森

更多的動作場⾯、更多的刺激鏡頭以及更壯觀的視覺特效都在【移動迷宮】的全新章節
【移動迷宮：焦⼟試煉】。在全球創下3.4億美⾦的【移動迷宮】，原班⼈⾺再度攜⼿推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8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9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9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9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70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70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70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59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59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59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7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78~S1*cht


出⼆部曲，故事描述離開迷宮的湯瑪⼠(狄倫歐布萊恩 飾)等⼈被帶到位於焦⼟⼤漠中⼀
座神秘的庇護所，這個機構由表裡不⼀的詹森(艾登吉倫 飾)所管理。⽽來⾃另⼀座迷
宮的獨⾏俠亞⾥⼠（雅各洛夫蘭德 飾）找上湯瑪⼠，帶他來到⼀處禁區，卻發現那裡
有著不為⼈知的機密。察覺事有蹊蹺的湯瑪⼠於是決定再次帶領他的夥伴逃出詹森的掌
控，然⽽在⾯前等著他們的，卻是充滿活屍狂客的焦⼟...。（博客來）

影片名稱：尖叫旅社2

館藏索書號: DVD N 18762

 
對於充滿著怪物的「尖叫旅社」來說，慢慢地接納⼈類的客⼈讓旅社的營運越來越好！
然⽽，德古拉（亞當⼭德勒 配⾳）卻擔⼼他那半⼈半吸⾎⿁的外孫，是個「全」⼈類⽽
完全不像吸⾎⿁！所以當女兒梅菲絲(賽琳娜⼽梅茲 配⾳) 與⼈類老公強尼(安迪⼭伯格 配
⾳) 去度假時，德古拉與科學怪⼈、⽊乃伊、狼⼈等好友，帶著丹尼斯展開怪物新⽣訓
練，希望能夠打開他的吸⾎⿁基因，卻也引來⼀連串的風波…。全球賣座逾三億美⾦的
【尖叫旅社】除了原班⼈⾺再度回鍋外，續集還加入了可愛的丹尼斯以及老吸⾎⿁等⾓
⾊，帶來更多的歡笑與驚喜！(博客來)

影片名稱：聖⺟峰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780

主演：傑森克拉克、喬許布洛林、約翰霍克斯

 
改編⾃1996 年的真實「聖⺟峰」⼭難事件，描述來⾃世界各地的登⼭隊伍，並從其中幾
位登⼭者的⾓度展開，他們有些⼈有家庭有些⼈則是⽣活失意，唯⼀的共通點就是對⼭
的熱愛。在全世界最危險的⼭峰上，⼈類的⾝體會因無法適應⽽產⽣種種不適，但他們
義無反顧挑戰⾃⼰體能的極限，在嘗試攻頂「聖⺟峰」的途中卻遭到⼈類有史以來所⾯
臨最險惡的暴風雪襲擊，在挑戰⾃我極限的逆境⽣存中，⼜會對他們的⼀⽣造成什麼樣
的啟發？(博客來)

 
 
 

》回⽬錄

«被典藏的回憶» 台灣圖書館員形象片

為了讓普羅⼤眾更了解現代圖書館提供的優質服務內容，也為了讓台灣圖書館員提升對⾃我的期許與肯定，由中華⺠國圖書
館學會和台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共同出品，圖書館學會公共關係委員會劉淑德主任委員擔任監製，從真⼈實事改編⽽成
的台灣圖書館員形象片«被典藏的回憶»在學會 2015年年會中⾸度試映，引起熱烈回響，邀您共同欣賞！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7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9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9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9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83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83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8318~S1*cht
http://www.ifii.org.tw/focus_trend_login.php?num=267&class=18


請連結下⽅欣賞完整影片! 

 
圖、文來源: 台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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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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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典藏的回憶» 台灣圖書館員形象片(完«被典藏的回憶» 台灣圖書館員形象片(完……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854.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GlZ66uO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