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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檢索區施⼯

【公告】⼀樓休閒期刊區和資料庫檢索區封閉公告!

圖書館⼀樓休閒期刊區和資料庫檢索區將於105年8⽉23⽇起預計⾄9⽉20⽇封閉進⾏裝潢整修，期間無法閱覽休閒期
刊及使⽤檢索區電腦，如要查詢館藏⽬錄可⾄書庫裡的電腦查詢。造成不便， 敬請⾒諒！

》回⽬錄

電資學院資料庫介紹

電資學院資料庫選介，歡迎多加利⽤！

1、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為美國電⼦電機⼯程師學會 (IEEE -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與英國⼯程技術學會 (IET -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出版品之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0-ieeexplore.ieee.org.millennium.lib.ntust.edu.tw/Xplore/dynhome.jsp


電⼦全文資訊系統，內容包括 IEEE 與 IET ⾃ 1988 年以來出版之期刊、會議論文集、及 IEEE 技術標準 (不含標準草案)，現
約有兩百多萬篇文章，平均每週更新15,000篇文獻，全文採⽤ PDF 格式，全文影像與其紙本⼀致，包括讀者來函、投稿須
知及所有圖表照片等資料。IEL(IEEE)資料庫講義下載！

 

2、SPIE Digital Library：涵蓋學科主題包括:光電⼯程、光電物理、信號及影像處理、通訊及光纖、微電⼦學、雷射與應
⽤、微機電、⾃動化、⽣醫光學、航太、遙感等。資料庫內容包含：SPIE會議記錄:收錄1990年⾄今的⼤多數會議論文的全
文及摘要，始於第1200卷，每年約新增17,000篇會議論文。SPIE期刊:包含四種期刊及兩種電⼦期刊。1.Optical Engineering
v.29(1990)-2.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v.1(1992)-3.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v.1(1996)-4.Journal of
Micro/Nanolithography, MEMS and MOEMS v.1(2002)-5.Journal of Applied Remote Sensing(僅發⾏電⼦版)
v.1(2007)-6.Journal of Nanophotonics(僅發⾏電⼦版) v.1(2007)-  SPIE資料庫講義下載！

 

 

3、ACM Digital Library：ACM Digital Library是由全球最⼤的電腦教育及科學機構ACM所出版的資料庫，集合電腦科學領域
中頂尖的作者、編輯群和評論者，提供⾼品質和可靠的資訊來源，收 錄⾃ 1950 年起⼤量廣泛的電腦文獻，類型包括專業期
刊、雜誌、Newsletters、會議記錄、多媒體等資料。ACM資料庫講義下載！ 

 

4、Morgan電⼦書：Morgan電⼦書收錄⼯程學及電腦科學等領域之電⼦書，本校可使⽤的範圍包含⽣醫⼯程、電腦⼯程、數
位電路與系統、信號處理、電腦/電磁/天線等叢書中之100冊電⼦書。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30359,r200-1.php?Lang=zh-tw
http://0-spiedigitallibrary.org.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22873,r200-1.php?Lang=zh-tw
http://0-portal.acm.org.millennium.lib.ntust.edu.tw/dl.cfm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22843,r200-1.php?Lang=zh-tw
http://0-www.morganclaypool.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page/coll_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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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巔峰之後
作者：江秀真文字.攝影
館藏索書號：783.3886 363
 

台灣第⼀位完成攀登世界七⼤洲頂峰的女性、全球⾸位登上七頂峰、並從南側及北側路
線完成聖⺟峰登頂的女性登⼭家！唯⼀獨家授權⽣命傳記！⼆⼗年前，她感謝珠穆朗瑪
峰成就⼀⽣的勇敢。⼆⼗年後，她感恩所有恩師、貴⼈朋友們⼀路相挺相伴！本書以第
⼀⼈稱撰寫，完整記錄江秀真從⼩認真⾯對⽣命的態度，成⻑後與世界⾼峰邂逅的喜悅
與困境……除了是⼀部精采的勵志⼈⽣故事呈現，更⾸次公開她親⾃拍攝的世界頂峰絕美
照片，壯麗⽽撼動⼈⼼！(博客來)

書名：FinTech⾦融科技⾰命 : 網路⾦融新體系,改變你我消費、理財、保險與借貸的未
來
作者：曹磊,錢海利著
館藏索書號：562.19 440.2
 

【花錢、籌錢、理財的⽅式正在改變！】全球FinTech投資超過497億美元，⾦融的樣貌
即將改觀。出⾨不⽤帶⽪夾、缺錢不必找銀⾏的時代已經來臨。理財、投資與保險完全
線上化，再也看不到⽩花花的鈔票。當網路、⼤數據、⾦融三者合⼀，你從未想過的花
錢、籌錢、理財⽅式即將成真。這是⼀場規模上看4.7兆美元的FinTech浪潮！【當網路
科技跟傳統⾦融正⾯交鋒與重組，個⼈與企業的消費、借貸、投資模式從此顛覆！】新
消費型態：從付帳到繳費，所有交易完全⾏動網路化，⼀機在⼿免帶現鈔，新借貸型
態：利⽤P2P網貸平台發佈借款需求，向你完全不認識的⼈借錢，新銀⾏型態：純網路
銀⾏聲勢⾼漲，提供物廉價美、⾼效率的全⽅位⾦融服務... (博客來)

書名：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宋朝趣史
作者：賈文龍等著
館藏索書號：635.022 363
 

宋朝百業興盛活⼒⼗⾜，食衣住⾏娛樂樣樣不缺，經濟繁榮發達，前所未有，物價指數
非常低，幸福指數非常⾼。宋朝到底有多好玩，宋朝⼈的⽇⼦過的有多幸福？宋朝⼈怎
麼作消遣：相撲、⾼爾夫球、⿇將、戲⽔族。宋朝⼈怎麼過夜⽣活：逛夜市吃宵夜，再
上⽡舍勾欄通宵看戲去。宋朝⼈有宅急便：步遞、⾺遞、急腳遞，每天五百⾥加急快速
宅配到府。宋朝⼈在遼夏⾦爪牙下怎麼⾃保：最早的救⽣圈、最早的地雷、最早的消防
隊。宋朝⼈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官府⺠間開設養濟院、慈幼局，濟貧養老不⽤愁。。(博
客來)

書名：那天之後的建築 : 伊東豊雄的後311新建築觀
作者：伊東豊雄著; 楊明綺譯
館藏索書號：920.7 875-3
 

「⾝為建築師的我們能做些什麼？建築師真的是必要存在嗎？」311後，伊東豊雄思考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img/880/120997105.pdf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8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8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8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9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97~S1*cht


著……地震過後，伊東豊雄參與岩⼿縣釜⽯市的重建計畫，在災區各地興建的聚集場所
「眾⼈之家」。如「合掌造型」的集合住宅，強調與居⺠的⼼靈相繫，作為⼼靈之所；
沒有都會氣息，也沒有個⼈原創風格的展現，⽽是與當地居⺠⿑⼼協⼒完成……。建築，
不再只是打造個⼈作品，⽽是與居住者交流及對話，它同時也擔負起社會責任，扮演連
結建築、⼈與環境的⾓⾊，伊東豊雄的後311建築觀，從「⼼」開始，回歸建築的初
衷，讓建築，以⼈與⾃然的關係為起點，重新出發！(博客來)

書名：LINE@⾏動⾏銷 : 邁向百萬星級店家
作者：劉滄碩著
館藏索書號：496 733.4
 

集結【LINE@⽣活圈官⽅合作單位-天⻑互動創意】過往輔導超過1,000家LINE@⽣活圈店
家實務經驗，⼀次滿⾜您三種需求【實戰操作】、【⾏銷⼼ 法】、【業績提升】，針對
LINE@⽣活圈每個功能操作與活⽤，給予專屬的LINE@⽣活圈⾏銷策略擬定⽅針與執⾏⽅
向，協助中⼩店家將您的LINE好友 轉為顧客，⽣意⼀直來！。(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惡女訂製服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259

主演：凱特溫絲蕾

本片改編⾃暢銷⼩說，由凱特溫絲蕾、雨果威明、連恩漢斯沃斯、莎拉史努克、
朱蒂戴維斯主演。描繪⼀位⼼機美⼈，要⽤時尚做最完美的甜蜜復仇！ ⼀個美
麗優雅的女⼦緹莉（凱特溫絲蕾 飾）回到澳洲家鄉，帶著⾃⼰的縫紉機和⾼雅
時尚的穿衣風格重返偏僻⼩鎮的老家，她將⽤超凡潮流品味為當地婦女們進⾏⼤
改造，⽤時尚對那些曾羞辱她的⼈，進⾏最完美的甜蜜復仇！(博客來)  

影片名稱：動物⽅城市

館藏索書號:DVD N 19328

【冰雪奇緣】【⼤英雄天團】製作團隊全新⼒作，本片故事發⽣在⼀個現代化的
動物城市，在這裡⾁食和草食動物們和平共存。女主⾓哈茱蒂是動物⽅城市新到
任的警官，也是第⼀位成為警官的兔⼦。但沒想到她⼀到任就感受到⻑官和其他
同事異樣的眼光，沒多久更被捲入⼀件奇案當中，城市接⼆連三發⽣失蹤案件，
為了追查真相，哈茱蒂被迫要和⼀位狐狸尼克合作，要知道兔⼦和狐狸本來就是
天敵，所以⼀開始他們不太對盤，後來隨著案情升溫，有更⼤陰謀正醞釀著，他
們必須通⼒合作，才能揭發幕後的真相。（博客來）

 

影片名稱：惡棍英雄：死侍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294

主演：萊恩雷諾斯、莫蓮娜芭卡琳、吉娜卡拉諾、艾德斯克林

抓好你的沙威瑪，繼【即刻救援】史上最強老爸系列後，福斯再造所向披敵⼜夭
壽性感的漫威靠北英雄，也就是哥我本⼈死侍。帶你直接深入（恁爸超愛這套）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79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11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1100~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110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7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7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76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84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5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522~S1*cht


我的⼈⽣故事…其實老套到不⾏…以懲兇鬥狠為樂的⽇⼦、獲得加速⾃我療癒的
能⼒、慘遭毀容的不堪經歷、愛穿紅⾊緊⾝衣的怪癖，和誓死必報的⾎海深仇。
導演是收太多錢的⼯具⼈提姆米勒，加上全世界最性感的男⼈萊恩雷諾斯、火辣
的莫蓮娜芭卡琳等⼈主演。【惡棍英雄：死侍】是部迷死⼈不償命，卻⼜曲折離
奇，加上⼀堆該死的敵⼈，當然還有酷炫動作，還有不斷⾼潮的夜晚！我就是屌
爆了！(博客來)

 

影片名稱：灣⽣回家

館藏索書號:DVD DS 19344

⼀段在臺與⽇幾乎不為⼈知的過去－灣⽣！「灣⽣」是指⽇治時期在臺出⽣⽇
⼈。⼆戰⽇本戰敗，在臺⽇⼈幾乎全數遣返，⼀則則⽣離死別感⼈故事在臺各地
發⽣……。本片由清⽔⼀族移⺠開起，他們將荒地打造成富饒之庄，最後空⼿返
⽇，串連起灣⽣⼼中隨⽣命⽽消逝的思念。88歲富永勝，來臺尋找舊友發現老友
⼀個個死去，在失望與嘆氣中和時間賽跑。78歲松本洽盛，多次回台只為尋找回
家之路。85歲家倉多惠⼦，⼀輩⼦都尋找⾝分認同。遺留在臺灣⽣─片⼭清⼦，
尋⺟80年⼀⼼等待重逢……。 《灣⽣回家》記錄片不僅是片中8位灣⽣故事，也
是25餘萬灣⽣共同故事！⼀份超越⽣死的友情與親情、⼀場逆風中堅持勇敢的過
程、⼀段⽣命真諦的感動! (博客來)

 

影片名稱：丹麥女孩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337

主演：艾迪瑞德曼

在1926年的哥本哈根，畫家格蕾塔·魏格納（艾莉⻄亞·維肯特 飾）⼀次因模特兒
失約，⽽說服她的風景畫家丈夫埃納爾·魏格納（艾迪·瑞德曼 飾）穿上女裝來充
當女模特以完成畫作。這次扮演女性讓埃納爾潛藏的女性基因被喚醒，他不斷模
仿女的神態，並享受著成為⼀個女性。埃納爾逐漸拋開⾃⼰男性的⾝分，他的⾏
為變得女性化，並以莉莉·艾爾伯的⾝分來⽣活。格蕾塔與莉莉搬往巴黎，格蕾塔
繪畫女性狀態下的埃納爾，這深受畫商的青睞，使格蕾塔雀躍，她從未試過這
樣。就在那時，格蕾塔追尋的畫商漢斯（⾺提亞斯·修奈爾 飾），漢斯是莉莉
（埃納爾）兒時的好友，格蕾塔與漢斯相互吸引著，⽽她與莉莉的關係正不斷變
化著... (博客來)

 

》回⽬錄
 

國家圖書館秋季經典導讀系列講座-旅⾏⽅程式：經典遊記的想像與建構

 

國家圖書館今年秋季經典系列講座將以「旅⾏⽅程式：經典遊記的想像與建構」為主題，於8⽉27⽇⾄10⽉29⽇於本
館舉辦六場講座，邀請到相關領域重要研究者，分別為讀者導讀介紹隋唐、明清時期遊記、外國⼈眼中的臺灣之旅，
以及臺灣⼈環遊世界觀，飽覽經典中的文化形象視⾓。
時間：⺠國105年8⽉27⽇~105年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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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詳情！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5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97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97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97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8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8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818~S1*cht
http://105read.ncl.edu.tw/autumn_01.html


 
圖.文來源：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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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閱讀⼼得_江泓儒_服務成⻑學習

閱讀-把⽣活中寂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享受的時刻

在台科圖書館參與服務成⻑學習近兩年，在即將畢業之際，我想我會不時懷念這座充滿喜悅與知識的寶庫。在圖書館
學習，對於圖書資源更甚他⼈清楚，縱使與書香氣息依舊碰不著邊，但在這些與圖書館相處的⽇⼦，體悟了些對書的
想法，也養成了閱讀的良習。

⼈如其閱，⼀本本的書籍都會串在⾃⼰的背景、喜好與渴望之上，當在發現⼀本書⾜夠讓你沉淪後，遇上了第⼆本、
第三本，漸漸地你會有所認知，開始知道什麼樣的書是屬於⾃⼰的養分。幾個⽉前停播的「康熙來了」佈景正中央的
跑⾺燈上，縱使鮮少⼈注意，每集從頭到尾播放著⼀⼤串的推薦書單，這是蔡康永與節⽬製作的⼩默契，除了⾃得其
樂之外也是康永哥的⼀個理念，「別放棄閱讀。」「放棄閱讀，就只能⼀直被困在從⼩已知的所有邊界內，想擴張也
不知該從哪裡擴張起。」

幾⽇前我隨⼿查了個⼈館內借閱歷史，視窗⼀跳轉，近兩百筆的紀錄(書與DVD) ，令⼈⼜驚⼜喜。猶記第⼀次向朋友
要了推薦書單⽽換得⼀本《傷⼼咖啡店之歌》，從朱少麟藍⾊憂鬱的文筆，接續了鐘曉陽、胡晴舫的文學作品，在喜
愛的⼩說中，才驚覺⾃⼰埋⾸於文字竟能如此執著。⽽後也漸漸嘗試了接納更多類型的書籍，對內地的好奇帶領我
《看⾒》中國⼗年⾒與思，設計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便學習《觀察的⼒量》，喜歡旅⾏遂⽽踏上⼀趟揭開旅遊暗⿊真
相的環球之旅深思《旅⾏的異義》，在《介入的旁觀者》的引領下靠近世界、回溯歷史⽽憶起了《⼗⽉圍城》。在整
理書單的同時也⼀遍遍在腦中回顧每⼀本書、每⼀片影片的內容與畫⾯，⼼中倍感充實也感激那些選擇。

「喜愛讀書，就等於把⽣活中寂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享受的時刻。」文末，也與您分享⼗項精選，那些我曾經享受
的時刻。

出⾛,是為了回家 : 普林斯頓成⻑之路 / 177.2 737.11
憂鬱的邊界 : ⼀個菜⿃⼈類學家的⾏與思 / 730.9 560
給予 : 華頓商學院最啟發⼈⼼的⼀堂課 / 177.2 485.2
旅⾏與讀書 / 855 623-3
隱系⼈類 : 浮誇世界裡的沉默菁英 / 494.35 334.2
巷仔⼝社會學 / 540.933 426
記得你是誰 : 哈佛的最後⼀堂課 / 177.2 557.8
⽩⽇夢冒險王 / DVD PN 16004
寂寞拍賣師 / DVD PN 15710
意外製造公司 / DVD PN 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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