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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開館時間

暑假到了！要出國或回家的同學請記得先還書哦！

圖書館暑假開放時間 (2016/06/27 - 2016/09/11)

時 間 書 庫 閱覽室
週⼀⾄週五 08：30 - 20：00 08：30 - 20：00
週六 08：30 - 17：00 08：30 - 17：0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週⽇： 
07/03、07/10、07/17、07/24、07/31、 
08/07、08/14、08/21、08/28、09/04、09/11
暑假期間，週⽇全館不開放，9⽉12⽇起恢復正常開放時間 
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提醒您：要出國或回中南部的同學，請記得還書，以免逾期產⽣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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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Salem (MA)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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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院資料庫介紹

 

 

⼯程學院資料庫選介，歡迎多加利⽤！

1、⼯程學刊全文影像資料庫：收錄國內最有名的⼯程專業期刊包含【機械⽉刊】、【電機⽉刊】、【化⼯⽉刊】、【電⼦
⽉刊】、【現代營建⽉刊】和【⾼分⼦⼯業雙⽉刊】等期刊，⾃1991 年迄今，共超過200,000 ⾴以上之⼯程文獻全文影像
資料。除此之外，另有技術講座、報導性文章、新書介紹、展覽會消息、新產品介紹、國際會議消息、市場動態、科技報
導、⽇本產業動 脈等動態報導。 

 

http://0-engineer.windeal.com.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


2、EV⼯程資料庫：收錄1970⾄今⼯程類各主題之期刊文獻、會議論文及技術報告之索摘。EV資料庫講義下載。

 

3、Nature Publishing Group Publications：收錄Nature Publishing Group所發⾏之全文電⼦期刊。本校訂購的期刊有：
Nature Archive(1987 - 1996)、Nature Biotechnology(2007-)、 Nature Methods(2007-)、Nature Materials(2007-)、
Polymer Journal(2007-)

 

 

4、Elsevier電⼦書：eBooks on ScienceDirect - Elsevier 電⼦書包含電⼦電⼒、化學及化⼯、電腦科學、能源學、電機、環
境科學、材料科學、數學、地球科學、⼈文與藝術、社會科學、商管、⼼理學、⽣技醫療與精緻農業領域的3453本電⼦
書。 

 
更多資料庫的查詢，讀者可從以下途徑進入： 
圖書館⾸⾴/電⼦資源/電⼦資料庫查詢/輸入欲查詢的資料庫名稱即可進入！由校外連線利⽤本館電⼦資源時，需登入帳號
密碼，請⾒登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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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ing

書名：求職⼒ : 破除新鮮⼈⾯試的50道陰影
作者：蔡祐吉著
館藏索書號：542.77 434.2
 

「要怎麼寫出完美的履歷嗎？好⾃傳該怎麼寫？」「⾯試時有哪些必勝技巧嗎？⼜有哪
些禁忌？」「最重要的薪資待遇該怎麼談嗎？依公司規定就真的好嗎？」如果現在的你
滿腦⼦都是問號，趕快打開這本書吧！資深媒體⼈蔡祐吉綜合多年求職或擔任⾯試官的
經驗，並把多年輔導學⽣求職順遂或碰壁的案例⼀⼀剖析，讓即將進入職場或規劃轉職
的你，成為求職常勝軍。(博客來)

https://0-www.engineeringvillag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quick.url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22854,r200-1.php?Lang=zh-tw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search~S1*cht?/mCollege%20of%20Engineering/mcollege+of+engineering/1%2C1%2C42%2CB/eresource&FF=mcollege+of+engineering&33%2C%2C42
http://0-www.sciencedirec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img/880/120997105.pdf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9435~S1*cht


書名：求職聖經
作者：楊⼠漢著
館藏索書號：542.77 646.2
 

不論你是剛踏入社會的新鮮⼈，或是在職場打滾多年的專業⼈⼠，乃⾄於在⼤企業或外
商公司擔任⾼階經理⼈，本書都能讓你完全洞悉在求職時忽略的重要事項。作者提醒每
位應徵者：不要總是只想著⾃⼰要哪個職缺，卻沒思考企業到底要哪種⼈才。從求職過
程中，企業就可以瞭解你的為⼈、你做事情的⽔準，以及你是否具備前瞻性。本書全⽅
位網羅了所有求職該具備的觀念與細節，只要融會貫通，你⼀定能得到⼼⽬中渴望的⼯
作，打造出成功的職涯！(博客來)

書名：老闆到底要什麼? : 獵頭⼈資主管⾸度公開求職者的錄取祕辛
作者：林徐秀清著
館藏索書號：542.77 756
 

曾任世界500強企業的獵頭⼈資主管，告訴你找⼯作不能不知道的背後祕密。求職者為
什麼⼼慌？你知道⾃⼰要什麼嗎？你知道老闆要什麼嗎？⽬標⼜要怎麼去達成？從事獵
頭、企業諮詢、與⾼層管理⼈員培訓的菁英⼈資主管，毫不藏私傳授求職者順利錄取的
實戰技巧。不論是寫履歷、⾯試、還是談薪⽔，免擔⼼、免害怕！本書⼀步步助你將夢
想⼯作⼿到擒來！(博客來)

書名：履歷⾯試 : 密技⼤公開
作者：臧聲遠編
館藏索書號：542.77 357.2 2013
 

企業名⼈⾯試犀利考題⼤公開，教你最新版履歷⾯試密技！網路履歷表，要如何通過關
鍵字篩選？情境模擬⾯試，為何成為企業新流⾏？為何會『說故事』的履歷⾃傳最吃
香？就業博覽會現場，怎樣搶⼯作？『時事題』與『不可能題』如何接招？為何企業對
有⼼來學習的求職者很感冒？學歷不如⼈，有哪些⼤補帖可搶救？！(博客來)

書名：決戰⾯試 : 解讀50個⾯試問題背後的意義
作者：侯淑媛著
館藏索書號：542.77 969.2
 

要提⾼招募錄⽤的準度，在招募⾯談上，不是問很多問題，⽽是問對問題。⽽要問對問
題，在問題設計與發問上就要下⾜功夫。本書依據致鼎⼈資多年的實作經驗，彙整了招
募⾯談必問的50題，⾯試官只要抓住問題的「眉⾓」，選題提問，就能判定求職者是不
是公司要的⼈。(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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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影片名稱：歡迎來到瑟達公寓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060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4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4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664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315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315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315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17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17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717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6267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6267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66267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68~S1*cht


繼《三個傻瓜》後⼜⼀幽默勵志喜劇，雜亂不堪的瑟達公寓住著⼀群喜好玩樂、
不愛整潔的魯蛇：愛起鬨的拉傑與把妹王艾凡整天胡搞瞎搞，總是帶著演員薩米
爾和老實的卡柏⼀起胡鬧，害得準備公務員考試的薩佛無法專⼼唸書，所幸有超
級管家⼩久出⾯充當和事佬，才讓公寓恢復平靜。越吵感情越好的他們，在追尋
夢想的道路上互相扶持，共同往⽬標邁進。(博客來) 

影片名稱：意外製造公司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042

主演：喬治娜薇班、珍迪可兒、亨利古德曼

年輕的億萬富翁雅各(亞倫范康寧斯伯格飾)，是⼈⼈稱羨的「⼈⽣超級勝利
組」，他卻對⾃⼰的⼈⽣不滿意。⺟親過世後，他⼈⽣毫無⽬標，⼀⼼想死，但
總是死不成…於是，雅各找上專為客⼾量⾝安排各式死法的「⾃殺設計公司」，
更選擇了「意外」⽅案。 在等待死亡的過程中，他遇⾒了同樣報名尋死的美麗
女⼦安妮(喬治娜維班飾)，兩⼈在幾天的朝夕相處後，漸漸愛上對⽅。雅各決定
毀約與安妮共度餘⽣，卻因此引來⾃殺設計公司的連環追殺，⼀段驚險意外不斷
上演，愛的⼤逃亡就此展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怪物遊戲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955

主演：傑克布萊克、歐德雅羅許、狄倫明奈特

改編⾃美國作家羅伯特勞倫斯史坦創作的系列恐怖叢書，由【格列佛遊記】傑克
布萊克主演。描述剛從⼤城市搬到鄉下的青少年柴克（狄倫明奈特 飾），原本
憤憤不平的他，在認識鄰居的漂亮女孩漢娜（歐德雅羅許飾）後⼼情完全改觀。
柴克發現漢娜的爸爸是知名恐怖童書作者RL史坦（傑克布萊克 飾），⽽他古怪
的⾏徑引起柴克的注意。柴克與好友奇普在好奇⼼的驅使下來到史坦的家，⽽不
⼩⼼讓怪獸從史坦的書中逃出並危害整個⼩鎮…。影片由【少年Pi的奇幻漂流】
視覺特效團隊打造，讓書中的怪物躍上銀幕，帶來充滿娛樂的觀影饗宴。(博客
來)

 

影片名稱：有⼀個地⽅只有我們知道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067

主演：吳亦凡、王麗坤

⾦天（王麗坤飾）因男友悔婚⼜遭逢深愛的奶奶（徐靜蕾飾）離世⽽傷⼼欲絕，
她毅然決定前往布拉格遊學，並在當地結識了年輕帥氣的華裔⼤提琴⼿彭澤陽
（吳亦凡飾），兩個完全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卻在不知不覺中⾛入彼此的⽣
活。直到某天，⼀封來⾃捷克⼤使館的信，讓⾦天發現奶奶過去⼀段不為⼈知的
愛情故事，⽽她⾃⼰，卻也將⾯臨與奶奶當初⼀樣的考驗。(博客來)

 

影片名稱：追婚⽇記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078

主演：林依晨、陳柏霖、周渝⺠

「事業是我的，你也是我的！」33歲的杜拉拉（林依晨飾）只輸在沒結婚，上有
惡魔老闆（鄔君梅 飾）、下有貌美下屬虎視眈眈，⼯作還算順利。愛情裡，穩定
交往的攝影師男友王偉（周渝⺠飾）遲遲不求婚，⻑輩的關切讓兩⼈爭吵不休。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08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0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0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0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67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673~S1*cht


剛認識的多情「⾼富帥」陳豐（陳柏霖飾）⼜展開猛烈追求…。到底5年的愛情該
堅持還是棄守？⾯對職場和情場的四⾯埋伏，她⼜該如何抉擇？(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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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服務成⻑學習⼼得--充滿書香的環境

我的服務成⻑學習⼼得--充滿書香的環境

我是機械四⼄蔡穎寬，升⼤三的暑假進來台科⼤圖書館參與服務成⻑學習，在這將近兩年的學習期間，我收穫很多。
在流通櫃台的值班業務，除了要處理讀者們的借還書、協助校外⼈⼠完成換證入館的⼿續等等事務之外，常常會有需
要接受讀者詢問的時候，必須耐⼼地仔細傾聽不同讀者的需求，確切地針對問題點去做說明以及解惑，這並不如想像
中容易，但是透過館員以及前輩們的教導、輔助下，漸漸地我在表達能⼒以及臨場應變上成⻑了不少，有時候會遇到
外籍讀者，還可以訓練⾃⼰的英文⼝說能⼒呢！ 
本⾝不愛閱讀課外書籍的我，在台科⼤圖書館學習之後，也漸漸地培養閱讀的好習慣，俗話說的好，「開卷有益」、
「學海無涯」，閱讀可以開闊我們的視野，閱讀過程中也可以培養系統性思考的能⼒。在圖書館閱覽組學習的這幾
年，讓我對於圖書館各類書籍的位置分布更加熟悉，使我更快地找到我想要閱讀的書籍。學習期間的獎學⾦補貼了我
部分的⽣活費，降低了家裡的經濟負擔，但我認為在學習中能夠學習、成⻑、更有責任⼼才是最⼤的收穫。 
圖書館的館⻑、組⻑、館員和打掃阿姨、叔叔，都非常照顧我們這群學習同學，這裏氣氛融洽就像⼀個⼤家庭，我很
喜歡圖書館這個充滿書香的環境，也很慶幸當初能加入台科⼤圖書館，跟著⼤家⼀起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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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2016夏季閱讀講座：君臨天下-「歷代帝王的雄才⼤略」
 

中國政治傳統⼤都以天⼦為中⼼，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開創王朝基業的帝王，其問鼎天下的歷程與⼿法，領導統御哲
學，為王朝制定之種種興利除弊之制度，不僅影響萬⺠、當朝，更深深值得現代⼈學習探究。⽽其學思風範、⼈⽣經
歷、處世哲學也值得現代⼈學習、借鏡。國家圖書館於105年夏季6⽉⾄8⽉，規劃辦理六場專題講座，以中國歷代著
名帝王為主題，邀請國內⼤學或研究機構知名教授演講，期望藉由閱讀六位盛世帝王的事功及立國之宏規，讓⺠眾了
解中國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並從中學習經世濟⺠的胸懷與智慧。
時間：⺠國105年6⽉4⽇~105年8⽉6⽇，星期六14：00~16：30
地點：國家圖書館 文教區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南路20號
請⾒詳細內容！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673~S1*cht
http://105read.ncl.edu.tw/summer_01.html


 
文章、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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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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