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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增試⽤資料庫，歡迎多加利⽤！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圓滿結束，感謝讀者熱情⽀持！

有獎徵答活動

i iReading‧愛閱讀

i DVD

校園著作權-碩、博⼠論文著作權及教科書影印問題

圖書館新增試⽤資料庫，歡迎多加利⽤！

 

1. 【試⽤資料庫】JSTOR全系列試⽤,⾄2016/6/30⽌

JSTOR平台上超過2,300本回溯期刊及Global Plants資料庫裡200萬筆數位化植物標本提供讀者使⽤。所有期刊內容
在免費期間提供使⽤，包含JSTOR平台內的熱⾨研究文獻，如：《美國經濟評論》、《科學》、《中國季刊》、
《美國管理評論》、《美國社會學期刊》 和《⼤學英語》。請⾒使⽤指引!

2. 【試⽤資料庫】HST-TBMC商學及管理演講資料庫試⽤,⾄2016/6/20⽌

此資料庫專為學院課程所設計，可做為課程輔助成為課程⼀部分，執業專業⼈的說明，也是領域從業⼈員最佳參
考⼯具。主題包含⾏銷、全球管理、領導、財務、營運、策略…等等。請⾒使⽤指引!

3. 【試⽤資料庫】Naxos Online Library拿索斯線上資料庫 (5種資料庫)，⾄2016/06/30⽌

Naxos Video Library提供超過2,500個古典⾳樂表演、戲劇與芭蕾現場演奏之影片與全文資料。可預先訂做個⼈喜
愛章節與片段、場景。個⼈播放清單的編輯與新增，並⽀援字幕達五種不同語⾔、字幕與影片同步演出、透過種
類、⾓⾊、作曲家、演奏家、作品與節⽇來檢索。兩種視訊串流品質：每秒700 Kb以及每秒⾼達2 Mbps的⾼品質
視訊並可⽀援PC和Mac電腦播放。請⾒使⽤指引!

4. 【試⽤資料庫】Grolier Online葛羅⾥線上百科全書資料庫試⽤，⾄2016/07/15⽌

Encyclopedia Americana Online收錄45,000 篇⼤標題全文，9,000 筆參考書⽬資料，可連結100,000篇EBSCO 期刊
全文(Periodical Links)，155,000 餘個超連結⾄與各主題相關之學術或專業網站(Internet Links)；另外包括3 個⼦資
料庫。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Online收錄40,000 篇⼤標題全文，17,000 筆參考書⽬資料，7,900 個圖表，
可連結100,000 篇EBSCO 期刊全文，114,000 餘個超連結⾄與各主題相關之學術或專業網站，並有多媒體影⾳教
材；另外有5 個⼦資料庫。帳號密碼：concertmm ／ naxosmm請⾒使⽤指引!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0-www.jstor.org.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JSTOR.ppt
https://hstalks.com/business/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HSTDM.PDF
http://0-www.naxosmusic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home.asp?rurl=%2Fdefault%2Easp
http://www.chiuru.com.tw/main/wp-content/plugins/download-monitor/download.php?id=4
http://0-auth.grolier.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ogin/go_login_page.html?bffs=N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Grolier.ppt


圖片來源: steve hanna
》回⽬錄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圓滿結束，感謝讀者熱情⽀持！

 

4⽉23⽇是世界讀書⽇，也是交通部「漂書⽇」，圖書館為響應這充滿愛與書香的美好節慶，於105年4⽉21⽇(四)舉辦過期
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感謝本校同學及教職員⼯們的熱情參與，⼀同享受好書、傳遞書香！

請⾒更多圖片！

 
》回⽬錄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ustonlysteve/
https://plus.google.com/photos/108152292329369381546/albums/6275927605128145825


有獎徵答活動

 

「華藝之眼 王者爭霸」有獎徵答活動 (6/12截⽌)

活動簡介：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華藝之眼 王者爭霸」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
動網址回答題庫中的問題，或者加入華藝線上圖書館下載全文，下載篇數達30篇以上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知
名餐廳餐券、蛋黃哥⾏動電源、⼩米⾏動電源、獎學⾦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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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活動獎項：
 

【學術知識王】
 

【全文下載王】
 下載文章篇數達30篇以上即可有⼀次抽獎機會，可獲得獎學⾦6,000元。

【雙料冠軍王】
 

歡迎參加！

「華藝電⼦書借書王 就是i讀eBook」電⼦書推廣活動 (6/30截⽌)

http://www.airitilibrary.com/EDM/201604/index.html


活動簡介：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華藝電⼦書借書王 就是i讀eBook」電⼦書推廣活動，參加
者只要連線⾄華藝電⼦書資料庫，下載累積到10本或填寫問券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現⾦3000元、全家禮物卡
100元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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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活動獎項：
 

【最i借書王】
 第⼀名 現⾦3000元 (1名/每⽉)

 第⼆名 現⾦2000元 (1名/每⽉)
 特別獎 全家禮物卡100元 (4⽉份25名;5、6⽉份各50名)

【最i有獎徵答】
 點選問卷連結，填妥內容即可參加抽獎。

 特別獎 全家禮物卡100元 (4⽉份25名;5、6⽉份各50名)

【最i技職特別獎】
 全家禮物卡100元 (6/30後結算，共50名)

 

歡迎參加！

「看電⼦書 填問卷 抽獎品」問卷調查活動 (6/15截⽌)

活動簡介：臺灣電⼦書暨資料庫聯盟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看電⼦書 填問卷 抽獎品」問卷調查活動，參加者只要連
線⾄活動網址，根據使⽤電⼦書及資料庫情況填寫問卷，完整填答者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iPad Air2、ZenPad
8.0、迷你運動攝影機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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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604/index.html


活動徵答⽅式：
連線⾄活動網站，根據使⽤電⼦書及資料庫情況填寫問卷。

活動獎項：
⾸獎 iPad Air2..................................................................1名
⼆獎 ZenPad 8.0..............................................................1名
三獎 迷你運動攝影機.......................................................1名
四獎 1TB外接硬碟...........................................................1名
五獎 藍芽NFC拇指喇叭..................................................1名
六獎 參百元超商禮券......................................................30名
七獎 壹百元超商商品卡................................................. 20名

歡迎參加！

「The Pulse of Research Online Quiz」有獎徵答活動 (6/17截⽌)

活動簡介：Wiley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The Pulse of Research Online Quiz 」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
只要連線⾄活動網址正確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iPad、藍芽喇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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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活動徵答⽅式：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建議參考網⾴提⽰。

活動獎項：
 

 頭獎：iPad mini 4 (1台)
 貳獎：無線藍芽喇叭 (3台)

 叁獎：7-11商品卡100元 (20份)

歡迎參加！

 

》回⽬錄
 
 

http://140.122.104.40/lime/index.php/271733/lang-zh-Hant-TW
http://wiley.qualtrics.com/jfe/form/SV_5yGKM43w8Vu0zxH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那年春天,在⾞諾比
作者：艾曼紐.勒帕吉(Emmanuel Lepage)著; 陳文瑤譯
館藏索書號：947.41 434.2
 
「我們是插畫家，我們要去⾞諾比。」法國紀實漫畫家艾曼紐．勒帕吉接受了「圖畫參
與者協會」的委託，在⾞諾比事件發⽣20週年之際，與⼀群藝術家⼀起來到這裡，帶著
罐頭和飲⽔，深入禁區進⾏寫⽣。在為期兩個⽉的旅程中，他們從撒離區周邊⼩鎮到被
荒廢並管制的禁區，與當地⼈⼀同⽣活，藉以瞭解居⺠真實的情感與和這塊被外界稱之
為「髒了」的⼟地之間的羈絆。艾曼紐．勒帕吉以動⼈⼼弦的緩慢敘事風格，與其特有
的紀實畫風，娓娓道出⼀個平凡⼈在⾯對災難與死亡之時，所經歷到的⼀連串震撼教
育。(博客來)

書名：好設計,讓地⽅重燃元氣! : 19個激發⽇本在地特⾊的創新企劃實例
作者：PIE BOOKS編輯部著; 陳芬芳翻譯
館藏索書號：960 754.5
 
⼈⼝減少、農林漁礦產業後繼無⼈、傳統⼯藝瀕臨失傳……這些都是現代社會中⽇益嚴
重的問題。然⽽，透過創新的企劃和讓⼈眼睛⼀亮的設計，我們重新感受到扎根於⺠間
的強⼤⽣命⼒，也透過這些帶有地⽅特⾊的物品，產⽣想⽀援、探究地⽅魅⼒的⼼情。
本書收錄的19個企劃，涵蓋⺠間⾃發舉辦的活動如商店街海報展、東北飲食情報誌；因
應時代變化推陳出新的店家如中川政七、我⼾幹男商店；跳脫保守窠⾅，⼤膽宣傳的官
⽅單位如德島、廣島觀光局等，從新企劃發想、實⾏重點、各界迴響及精彩的設計作品
皆包含其中，⾜以提供台灣產業第⼀⼿借鏡。(博客來)

書名：品格 : 履歷表與追悼文的抉擇
作者：⼤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著; 廖建容,郭貞伶譯
館藏索書號：173.7 365
 
《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衛‧布魯克斯以觀點犀利、論述新穎的文字和TED⾼⼈氣演
講撼動英美各界。布魯克斯在TED著名演說「你為了履歷成績，還是悼文中的美德⽽
活？」讓我們重新思索，那個渴望成功、亟欲征服世界的⾃我，以及另⼀個以愛為先，
以包容和寬恕為主軸的⾃我，該如何達到平衡？當傾盡全⼒想要征服世界的同時，⼈們
如何回應內⼼深處良善的召喚？深受本書感動，微軟共同創辦⼈比爾‧蓋茲推薦本書為必
讀佳作，布魯克斯提醒在這個以我為先，注重個⼈利益的時代，我們不該只為了享樂⽽
活，更⾼聲疾呼，每個⼈都要努⼒戰勝⾃我，找到⼈⽣的真義。(博客來)

書名：俠女醫師的閱讀夢
作者：吳惠晶著
館藏索書號：855 835.3
 
出⽣在緬甸，來到臺灣求學的朱紹盈，選擇落腳花蓮⾏醫，⼀做就是⼗八載。⾝為⼩兒
科醫師主攻罕⾒疾病及遺傳疾病，別⼈所⾒都是正常的寶⾙，她經常需⾯對⼀個個帶著
缺陷，讓⼈⼼疼的⼩天使；然⽽這些⼩天使，不只是⾝體的疾病，更多的是環境的困頓
讓這條成⻑之路更艱難。有沒有⼀種可能性？讓遼闊的書海發揮陪伴的⾓⾊，尤其當周
遭環境都失去功能的時候，我們還能保持⼼靈的⾃我陪伴？朱紹盈說：「推廣兒童閱
讀，是我選擇的⽅式，是我在尋找的可能性。」⼩兒科女醫師朱紹盈⽤愛與夢想的⼒量
彩繪孩⼦們的閱讀地圖讓⼀個個閱讀⾓，成真！(博客來)

書名：上班不囧 : 職場必備法律常識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7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7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7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9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9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9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09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09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09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029~S1*cht


作者：⾺靜如著
館藏索書號：556.84 356
 
30件勞資案例，王牌律師⽣動說故事，從上班第⼀天到退休，報到、加班、請假、簽同
意書？性騷擾！組織⼯會、退休⾦、發明專利歸屬……勞⼯如何⾃保、資⽅如何管理！
無論⼩蝦米或⼤鯨⿂，勞⽅、資⽅都必須掌握的職場法律⼒！本書以⼀個有抱負有理
想、剛出社會的年輕⼈當主⾓，⽣動有趣的30則真實案例，以說故事的⽅式呈現職場實
境，以及與上班族息息相關的職場問題，輕鬆帶 出涉及的法律條文。王牌律師⽤⽩話文
為你講清楚、說明⽩，釐清⼤眾誤解或曲解的狀況。同時針對每個實況，配備所有你最
想諮詢的重量級企業⼈資主管或法務專家。(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紳⼠密令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714

主演：亨利卡維爾、艾米漢默

六零年代早期冷戰極盛時期，中情局拿破崙蘇洛探員（亨利卡維爾飾演）與格別烏伊利亞
科⾥亞⾦特務（艾米漢默飾演）必須放下⻑期以來的敵對⼼態，共同合作阻⽌⼀個執意顛
覆世界強國短暫平衡狀態的神祕國際犯罪組織，然⽽線索只有⼀條，探員們競相尋找⼀位
失蹤的德國科學家，他是這部蓋瑞奇執導、超棒⼜兼具時尚的動作冒險片中滲入組織的關
鍵⼈物。(博客來)

 

影片名稱：蟻⼈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756

主演：保羅路德、海莉艾特沃、伊凡潔琳莉莉

蟻⼈裝備的原始技術概念源⾃於漢克•⽪姆博⼠所開發的「⽪姆粒⼦」，為了貫徹⾃⼰守
護和平的信念，他引領曾經犯下偷竊前科的史考特朗恩成為第⼆代蟻⼈。由於同樣⽣化概
念的元素被敵⼈拿⾛，使得⽪姆跟朗恩必須精⼼策畫並執⾏⼀場驚天騙局，才能拯救世
界。（博客來）

 

影片名稱：危機女王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955

主演：珊卓布拉克、比利鮑伯松頓

⼀名落後對⼿的玻利維亞總統候選⼈，找來美國菁英管理團隊，由曾經受到重挫但仍寶
⼑未老的策略家「災難」珍柏汀（奧斯卡得主珊卓布拉克 飾）負責指揮。在那之前，珍
因為⼀場醜聞⽽⼀敗塗地，⾃願退休。如今她重新披掛上陣，有機會打敗正指導著敵營
的事業宿敵，也就是惹⼈厭的派特坎迪（奧斯卡 得主比利鮑伯松頓 飾）。 整個選舉變
成⼀場政治顧問間的⼤亂鬥，沒有其他的東⻄比贏得選舉還重要。【美國隊⻑2：酷寒戰
⼠】安東尼麥凱亦參與演出。(博客來)

影片名稱：史努比

館藏索書號: DVD N 18956

 
由查爾斯舒茲創作並聞名全球的經典連載漫畫《花⽣漫畫》，其深受喜愛的⾓⾊史努
比、查理布朗及⼀群可愛的⼩朋友，將⾸度以電腦動畫呈現，並由《冰原歷險記》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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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夫⾺提諾指導。⼤家都喜愛的查理布朗帶著樂觀的態度，想要追求⼼儀的同學，⽽
史努比是他最忠實的軍師。⽽史努比這條世界上最可愛的⼩獵⽝，成天幻想著當⼀個王
牌⾶⾏員，他要⾶上天空去追逐他的頭號剋星紅⾊男爵…。結合夢想與歡樂，【史努
比】帶來動⼈的冒險，證明每個⼈都有實現夢想的⼀天！(博客來)

影片名稱：沉默的雙眼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909

主演：妮可基嫚、茱莉亞羅勃茲、奇維托艾吉佛

雷（奇維托艾吉佛 飾）和潔思（茱莉亞羅勃茲 飾）與克萊兒（妮可基嫚 飾）分別是FBI
的優秀探員與地⽅檢察官，合作無間的他們卻因為潔思的⼩孩被殘殺後，⼈⽣就此產⽣
了前所未有的劇變。13年過去，犯下此謀殺案的兇⼿仍逍遙法外，此案延宕許久也遭當
局勒令停⽌調查；即便如此，凶案仍在雷⼼中揮之不去，多年來，他棄⽽不捨調查案
件，終於讓他找出關鍵性的證據，⽽這些蛛絲⾺跡也將帶出辦案⼈員、受害⼈家屬與兇
⼿間微妙的關係；因此得到令⼈出乎意料的結局。(博客來)

 

 
 

》回⽬錄

校園著作權-碩、博⼠論文著作權及教科書影印問題
 

⼤學校園中有關碩、博⼠論文學⽣之著作權⼀直以來爭議頗多，碩、博⼠學⽣論文完成後，著作權應歸屬學⽣？指導
教授？還是共同擁有？另外同學對於教科書的影印，多半存有⼀些疑問，例如學⽣可否影印教科書在學校上課使⽤？
影印教科書會不會觸犯著作權法？如果可以影印，可不可以印全部？不能印全部的話，可以印多少？ 跟您切⾝有關的
智財權問題，⼀次幫您釐清！

1. 碩博⼠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
2. 校園影印教科書問題之說明

文章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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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Sean MacEntee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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