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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4/21(四)10:00 -14:00)！

圖書館新增電⼦資源，歡迎多加利⽤！

期中考期間閱覽室 週⼀⾄五開到PM 11:30

「愛逛社群網站可能增加焦慮感」有獎徵答活動 (4/24截⽌)

i iReading‧愛閱讀

i DVD

新北市圖⾏動借閱證 「新北愛Book」APP啟⽤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4/21(四)10:00 -14:00)！
 

圖書館為迎接「423世界書香⽇」這充滿愛與書香的美好節慶，配合⼈們於此⽇互贈書籍與玫瑰的傳統，圖書館將現
有之2014年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及不納入館藏之贈書，免費贈予本校師⽣。內容豐富，包括電腦、語⾔學習、旅遊、
健康、財經等。歡迎有興趣之讀者⾃⾏⾄本館選取。 
該批贈閱期刊將暫置於圖書館⼀樓⼤廳，陳列時間為105年4⽉21⽇(四)10:00 -14:00，或⾄送完為⽌。敬請把握機會，
踴躍到館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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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Jake Slagle

 

 
》回⽬錄

圖書館新增電⼦資源，歡迎多加利⽤！

 

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1933 - 1955美國博⼠論文檔案資料庫

資料庫簡介：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與位於美國波⼠頓的Congregational Library & Archives共同合作將原為紙本型式
的美國⼤學博⼠論文索引檔案(Doctoral Dissertations Accepted by American Universities, DDAAU)數位化。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1933 - 1955收錄約有100,000筆從1933年⾄1955間的論文文獻。該資料庫是唯⼀收錄1933-1955年
間，被美國⼤學所承認的博⼠論文最完整的檔案資料庫。請⾒使⽤指引!

BKCI資料庫

資料庫簡介：完整匯集2005年⾄今，科學、⼈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超過3萬本書籍索引，每年新增超過1萬本新書索引。此
為強⼤的探索⼯具，研究者可迅速地透過相關具影響⼒書籍及文獻，讓引⽤資訊瀏覽功能發揮最⼤成效，以分析書籍與學術
研究間的相互引⽤關係。 
備註：BKCI隸屬Web of Science (WOS)核⼼合輯，請選擇核⼼合輯後，於基本檢索列(Basic Search)下⽅更多設定(MORE
SETTINGS)進⾏勾選。請⾒使⽤指引!

Vocational Studies Premier技職領域集中索引全文資料庫

資料庫簡介：以技職相關之教育科⽬為導向，收錄2,000種以上技職領域實⽤期刊，其中超過974種全文期刊與近40種專業
書籍。主題涵蓋：職涯規畫、商業⾦融、財務管理、醫務管理、電腦與資訊處理、機器⼈學、電⼦科⽬、資訊科技CAD（電
腦輔助設計）、流⾏設計、平⾯設計、繪畫、攝影、建築與室內設計、旅遊與觀光、 美容與化妝品領域等相關國內以技術
為主之科技⼤學、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所教授之科⽬及領域。請⾒使⽤指引!

以上資料庫均可由以下路徑進入：圖書館⾸⾴/電⼦資源/電⼦資料庫/電⼦資料庫查詢/輸入資料庫名稱即可！

 
圖片來源：Dissertation india

期中考期間閱覽室 週⼀⾄五開到PM 11:30

http://0-search.ebscohos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ogin.asp?profile=bsi
http://support.ebscohost.com/training/lang/zh/zh-tw-t.php
http://0-www.webofknowledg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BKCIDM.pdf
http://0-search.ebscohos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vsh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VSP.ppt


 
別再傻傻擠進書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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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逛社群網站可能增加焦慮感」有獎徵答活動 (4/24截⽌)



 
活動簡介：Elsevier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Scopus資料庫回答題
庫中的問題，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Elsevier藍芽⾳響、Elsevier保溫杯、Elsevier 8G隨⾝碟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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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Scopus資料庫查找。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歡迎參加！
 活動獎項： 

「傾聽內⼼的聲⾳ 」有獎徵答活動(5/22截⽌)

http://0-www.scopus.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scopus/home.url
http://communications.elsevier.com/nl/jsp/m.jsp?c=%40c9j99zfbA%2FLrvsWxJ3ZSBmzQpR0MTHN%2FKmYrS%2B55aeI%3D
http://communications.elsevier.com/nl/jsp/m.jsp?c=%40c9j99zfbA%2FLrvsWxJ3ZSBmzQpR0MTHN%2FKmYrS%2B55aeI%3D


 
活動簡介：⾶資得知識服務公司正為您舉辦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回答問題全對者即有機會參
加抽獎，就有機會獲得OSIM uGalaxy眼部按摩器、⽔氧機、誠品禮券等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5⽉22⽇⽌。 
請連結活動網址！
活動辦法：
 1.點選網⾴上的有獎徵答區作答，請務必參考並使⽤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完成所有問答。全對者即有機會參加抽
獎。 
2.可重複做答，以最後⼀次回覆答案為參賽標準。 
活動獎項： 

 

http://59.120.40.122/signup/tnf/2016spring/FT1.html
http://0-www.tandfonlin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呷KMCC配MARS 」有獎徵答活動(5/30截⽌)

 
活動簡介：碩睿資訊公司正為您舉辦平台試⽤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參加有獎徵答活動，就有
機會獲得擦地機、保溫杯、⾏動電源等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5⽉30⽇⽌。 
請連結活動網址！ 
活動辦法：點選網⾴上的呷KMCC配MARS試⽤抽獎作答 
1.試⽤資料庫：KMCC 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
2.試⽤資料庫：MARS臺灣管理文獻庫
以上資料庫登入⽅式：帳號/ 密碼：happytry
活動獎項：
頭獎（1名）歌林⾃動擦地機；⼆獎（2名）微觀森林保溫杯；三獎（3名）Ice Cream⾏動電源；特別獎（4名）三合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6_KMCC_MARS/index.html
http://kmcc.libraryandbook.net/
http://newmars.libraryandbook.net/


⼀⽿機⼿機座

 

「搜好禮，就是你！」電⼦書推廣活動 (5/20截⽌)

活動簡介：⼤鐸資訊公司正為您舉辦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閱讀平台上的電⼦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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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內，藉由搜尋及閱讀次數，就有機會獲得⼤獎。 
請連結活動網址！ 
註：依搜尋及閱讀次數多寡分配獎項 (每⽉21號重新計算答題數)，詳情請⾒活動網⾴。 

http://hunteq.com/emags/login.html


活動獎項：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掌握⾏銷新趨勢 你不可不知的網站流量分析
作者：鄭江宇,張佳榮,黃哲彥編著
館藏索書號：312.014 434 2016
 

本書⽤最淺顯易懂的文字將⾼深的學問轉化成普羅⼤眾都能瞭解的知識，所以請你好好
閱讀這本結合⼯具與考照的書籍，考取網站流量分析師證照（GAIQ），成為未來企業界
最重視的網站巨量資料分析專業⼈才，且利⽤此項能⼒去瞭解、預測並創造產業未來的
趨勢與脈動。(博客來)

書名：智慧型控制：分析與設計
作者：林俊良編著
館藏索書號：448.9 796 2016
 
「智慧型控制」成為當下⽇常⽣活切⾝話題，舉凡家電、醫療、國防等隨處可⾒。本書
可分三⼤部份，第⼀部神經網路控制，第⼆部模糊邏輯控制，第三部基因演算控制。書
中對於上述三種控制法理論、⽅法及應⽤有詳細介紹。對於相關的數學基礎，作者以最
淺顯易懂⽅式來論述，希望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能以最快、最清楚⽅式 進入智慧型控制的
殿堂。(博客來)

書名：跟我學Office 2016 : 盡情體驗Office雲端應⽤!
作者：江⾼舉著
館藏索書號：312.49O4 335
 
文件和簡報中的繼續閱讀功能、直接開啟與儲存PDF格式、新的設計索引標籤、輕鬆插
入線上視訊、試算表中的快速分析⼯具與快速填入功能、快速微調圖表⼯具鈕、簡報⽀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1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2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20~S1*cht


援16:9寬螢幕、改良的智慧簡報者模式和顏⾊滴管、全新的線上圖片與⽀援多種多媒體
格式…，讓您⼀次學會重要必學功能。(博客來)

書名：無價⿃⽣活 : 免開錢的歐洲交換食宿⽇記
作者：王韵⼼,黃詩婷文字.攝影、插畫
館藏索書號：740.9 432
 
⽩吃⽩住歐洲500天，⼀張機票換⼀卡⽪箱的荒謬回憶。比「打⼯度假」更爽快的「打
⼯換宿」！義⼤利拍紀錄片，巴爾幹拍全裸寫真；⻄班牙朝聖誤闖性藥旅館，⼟⽿其女
扮男裝勇闖清真寺；瑞典森林找麋鹿、睡冰屋，冰島跟賞鯨船船⻑追極光；跟巴黎裸男
對視五天，還被清潔⼯撿回家……所有你意想不到的⿃事、瞎事、荒唐事，都發⽣在老
王、黃賽的歐遊初體驗！老王、黃賽兩個⼤學剛畢業的怪怪女⽣，⾝無⻑物卻想遊歷歐
洲，只好像買菜⼤嬸⼀般找尋最划算的⽅式，遊歷歐洲⼀整圈。原本以為能成為跟⼦孫
炫耀的壯遊計畫，卻如脫韁野⾺般全⾯失控，「因為耶穌的指引，我們⾒到了真實的瘋
⼦……」(博客來)

書名：研究研究論論文 : 研究歷程之科P解密與論文寫作SOP⼤公開
作者：吳鄭重著
館藏索書號：501.2 846
 
論文寫作解密內容：申請研究所的準論文寫作、修課／研討／論文三效合⼀的研究所⽣
存之道、結合研究歷程與論文寫作的知識宮籟 × 學術沙漏雙螺旋取徑、科學敘事的經典
範例、找尋研究⽅向與訂定論文題⽬的眉⾓、與指導教授的相處之道、從分析閱讀到整
合閱讀的文獻批判閱讀策略、從歸納演 繹到辯證轉繹的科學創意邏輯、簡單有效的「五
四三⼆⼀」學術論述技巧、⼝試攻防要領與後續論文修改的論文版本升級、研討會發表
／期刊論文投稿／學術專書出 版的進階學術寫作，還有指導教授也未必知道的論文審查
意⾒撰寫要領……。(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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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影片名稱：⾼年級實習⽣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842

主演：安海瑟威、勞勃狄尼洛

【愛 找⿇煩】、【戀愛沒有假期】、【愛你在⼼眼難開】編劇及導演；⾦像獎得主勞勃狄尼
洛所飾演的70歲鰥夫班，退休後不⽢寂寞決定重返職場，以⾼齡實習⽣的⾝份加入了茱兒(⾦
像獎得主安海瑟威飾)所創辦的時尚購物網站！兩個世代的碰撞，他們找到了珍貴的友誼以及
值得依靠的對象─他們彼此……。 (博客來)

 

影片名稱：絕地救援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841

主演：麥特戴蒙、潔⻄卡雀絲坦、傑夫丹尼爾

劇情描述太空⼈⾺克⽡特尼（麥特戴蒙 飾）和太空⼩組登陸火星執⾏任務時，遭受突如其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2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9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5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5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5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5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582~S1*cht


來的暴風襲擊與團隊分散，他的組員誤以為他已殉職，將他獨留火星便撤退折返地球。變成
名符其實的火星⼈，⾺克必須運⽤他的知識，在有限的資源下努⼒存活下來，並設法將訊息
傳回地球以獲得救援...。宛如【浩劫重⽣】火星版，情節緊奏⽽幽默，麥特戴蒙在片中的獨
⾓戲堪稱個⼈演藝⽣涯的代表作，本片全球⼝碑沸騰，不僅突破六億美⾦的票房，更榮獲各
⼤影評協會年度佳片以及各⼤電影獎的肯定。(博客來) 

影片名稱：間諜橋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878

主演：湯姆漢克、艾美萊恩、亞倫艾達

⾦獎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執導，改編⾃冷戰時期美國律師詹姆斯多諾萬真⼈真事，並由奧
斯卡影帝湯姆漢克領銜主演。故事描述來⾃紐約布魯克林的律師（湯姆漢克 飾）受中情
局聘⽤，擔任與蘇聯談判的代表，以交換蘇聯情報份⼦魯道夫阿爾⾙（⾺克⾥朗斯 飾）
來營救被劫持的偵察機⾶⾏員，卻因此被捲入冷戰風暴之中...。史蒂芬史匹柏以細膩的
⼿法抓住時代的氛圍，加上兩位主⾓湯姆漢克與⾺克⾥朗斯等演員精湛的演技，讓這部
⼤時代的電影更具可看性，⽽巨星⾺克⾥朗斯的內斂演出更榮獲各⼤電影獎最佳男配⾓
的肯定。（博客來）

影片名稱：我們的故事未完待續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805

主演：湯瑪斯曼恩、奧利薇亞庫克

 
榮獲⽇舞影展評審團⼤獎以及觀眾票選獎，並在本屆⾦⾺影展⼝碑沸騰的【我們的故事
未完待續】記錄了⼀段純真的友情，幽默動⼈故事讓你會⼼⼀笑，甚⾄悄悄偷⾛你的眼
淚。劇情描述⼀個古怪的⾼中少年葛雷，唯⼀的好友是他的「同事」厄爾，兩位超級影
癡從⼩便合拍了不少向經典電影致敬的短片，包括【發條橘⼦】、【四百擊】等片都名
列致敬清單。某天，葛雷的老媽卻提出意外要求，強迫他去陪罹患⾎癌的同校少女瑞
秋，葛雷隱形的⾼三⽣活似乎即將破功。(博客來)

影片名稱：愛上變⾝情⼈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855

主演：韓孝周、朴叙俊、李棟旭
 

韓國奧斯卡影后韓孝周領銜主演，搭配20多位跨國超⼈氣卡司，華麗陣容，耀眼合作演
出 每⼀天的『我』，都將愛上同⼀個妳… 禹鎮有著不為⼈知的秘密…。他每天早上醒
來，都會變成與前⼀天全然不同的⼈，有時是男⼈、有時是女⼈、有時年輕帥氣、有時
老態龍鍾，甚⾄還會變成外國⼈…！但是，在他神祕莫測的⽣活裡，唯⼀得以延續不變
的，只有⾝邊美麗善良的女孩怡秀（韓孝周 飾）。然⽽兩⼈的愛情，也必須在每⼀次禹
鎮「變⾝」之後，⾯臨全新的考驗。愛情的『百變⾯貌』在他們⾝上獲得最實際的印
證，所謂真愛的意義，在這變化多端 的過程中，⼀步步展現最溫暖的解答…(博客來)

 
 
 

》回⽬錄

新北圖書新總館 ⼿機能借書

以後到新北市圖書館不必帶借書證，借書更不必非跑圖書館不可，在新北市智慧圖書館，⼿機就可搞定。「⾏動借閱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05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8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274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39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39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33959~S1*cht


證」是創新服務，下載「新北愛BOOK」App，即可⾃助借還書、進出使⽤館內設備，不必再帶借書證，⽅便廣⼤⼿
機族。 
請⾒詳細內容！

 
圖、文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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