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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105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6/09/12-2017/01/15)

 

圖書館105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6/09/12-2017/01/15)

時 間 書 庫 閱覽室
週⼀⾄週五 08：30 - 21：30 08：30 - 23：30
週六、⽇ 08：30 - 17：00 08：30 - 21：3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9/15(四) 中秋節
09/16(五) 中秋節調整放假
10/10(⼀) 國慶⽇
01/01(⽇) 開國紀念⽇
01/02(⼀) 開國紀念⽇補假
 
附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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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錄

歡迎參加新⽣圖書館之旅 &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新⽣圖書館之旅 
歡迎各位新鮮⼈成為臺科⼤的⼀份⼦，圖書館在開學季舉辦多場新⽣圖書館之旅，歡迎有興趣的新⽣相約來報名。介紹內
容：台科⼤圖書館館舍空間配置、館藏資源分佈、圖書館服務項⽬。

場次如下： 
報名 9⽉29⽇(四)14：20~15：00
報名 10⽉5⽇(三)11：20~12：00
報名 10⽉7⽇(五)13：30~14：10(英文導覽)
詳情請洽圖書館流通櫃台
TEL: 02-27376195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為使讀者能更有效利⽤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本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歡迎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期 /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適⽤學科 報名

2016-09-29(四)14:00~15:3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圖書館資料查詢指引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6-10-05(三)10: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SCOPUS、SDOL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6-10-06(四)14:00~16: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WOS & JCR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6-10-13(四)14:00~15: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DDC數位化論文 &
PQDT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6-10-13(四)15:00~16: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ABI INFORM、哈佛商
業評論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始報名

2016-10-26(三)10: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EV & IEEE資料庫 ⼯程、電
資學院

開始報名

 
詳情請洽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 
TEL: 02-27376196

》回⽬錄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73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74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75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6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6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61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64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65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69


休閒期刊區和資料庫檢索區全新開放

休閒期刊區和資料庫檢索區全新開放

圖書館⼀樓休閒期刊區和資料庫檢索區裝潢整修完畢，已於9/21(三)正式開放啟⽤，沙發區和檢索區移除原有的隔
板，使整體空間更具通透性檢索區空間採站立式及坐位式兩種，粉綠的⾊調及多樣化的桌⾯設計，營造出活潑氛
圍！全新的空間，歡迎⼀同來感受！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VR虛擬實境學習⼿冊 : 為桌⾯應⽤、網⾴、⾏動裝置打造⾝臨其境的體驗
作者：Tony Parisi著; 徐瑞珠譯
館藏索書號：312.8 464.2
 

本書將帶領您了解桌⾯、⾏動與瀏覽器應⽤程式的VR開發流程。您將探索三種平台：
Oculus VR、Gear VR與Cardboard VR，以及數種VR開發環境、程式⼯具以及技巧。如果
您是熟悉⾏動開發的經驗豐富程式設計師，本書清楚簡單的範例可以幫您了解VR開發的
⼯作知識，晉⾝於新⼀代主流娛樂媒體之林。(博客來)

書名：設計滿分的簡報 : ⽤103個經典活⽤術來成就PowerPoin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8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8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8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04~S1*cht


作者：蔡志成著
館藏索書號：312.49P65 433-2
 

內容按照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全書共精⼼製作了百種的多元範例：知識測驗、
旅遊簡介、企業介紹、組織結構、交通線路、電⼦相簿、培訓計畫、動畫展 ⽰…等等，
將PowerPoint 2013的功能與操作技巧以知識重點的形式分散到這些範例中。之所以這樣
安排，筆者是希望各位讀者透過實際操作來掌握相關知識重點，在對知識重點全⾯掌握
的基礎上進⽽熟悉靈活使⽤軟體的重要功能，最終達到⾃⼰獨立製作所需簡報的能⼒，
將其巧妙運⽤在⽇常⽣活與⼯作中。(博客來)

書名：鎖鎖菇.畫⽇常 : 平凡⽇⼦再發現!

作者：辜品瑄圖/文
館藏索書號：855 554.4
 

「她的筆觸就像週末的早晨，伴著早餐，看著窗外，讓時間靜⽌在這簡單的美好，細細
品嚐當下的領悟。」 ─勤美文創企劃賴若堯。從⼩時候⾃然課本學的，⽣命三要素：陽
光、空氣、⽔為核⼼，延伸出四個系列，以療癒、豐富的⾊彩表情和線條以及平實、帶
點詼諧的文字，解構⽣命中那些⼤⼤⼩⼩、有時候⼜光怪陸離的情節。⼀步步地進入切
片裡天⾺⾏空的世界，讓這尋常的⽇⼦，泛起了與⽣命共鳴的漣漪。(博客來)

書名：Stan哥的青春12堂課
作者：施振榮著
館藏索書號：177.2 476.2-2
 

⼈⽣要贏在起跑點？⼈⽣先⾛哪⼀段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那段路時，要留下
深刻的痕跡。⼩確幸還是⼤夢想？追求⼤夢想，先以⼩確幸為基礎，有了⼩確幸，再拓
展企圖⼼。每⼀個⼈都是特別的，然後呢？好好把握⾃⼰獨⼀無⼆的特性、價值、潛
⼒，你的獨特，才有意義。⼀位退⽽不休的品牌教⽗，⼀個⾯對世界瞬息萬變的年輕世
代，聯⼿擊破稚澀歲⽉、騷動青春的迷惘與瓶頸。(博客來)

書名：離開後留下的東⻄ : 遺物整理師從逝者背影領悟到的⽣命意義
作者：⾦璽別著; 蕭素菁譯
館藏索書號：191.9 636
 

「我是傳達⼈們最後訊息的遺物整理師。」當所有⼈都轉⾝離開的時候，只有他會留下
來，並安撫死者最後⼀程。他將溫暖⽽深邃的雙眼所看到的⼀切，整理成⼆⼗九篇故
事。在⻑達⼆⼗年的時間裡，他接觸過超過⼀千⼈的死亡，但是每當再次遇到令⼈⼼痛
的緣由時，依然會感到難以呼吸的悲傷。(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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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影片名稱：蝙蝠俠對超⼈：正義曙光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455

主演：亨利卡維爾、班艾佛列克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1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45~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9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7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73~S1*cht


由於擔⼼神般的超級英雄沒⼈監督，⾼譚市的強⼤私刑者─蝙蝠俠（班
艾佛列克 飾）正⾯挑戰深受⼤都會尊敬的救世主─超⼈（亨利·卡維爾
飾）。⽽世界正為了什麼樣的英雄才是真正需要的爭鬥不休。(博客
來) 

影片名稱：功夫熊貓 3

館藏索書號:DVD N 19385

夢⼯廠動畫超⼈氣動作喜劇作品【功夫熊貓】推出第三集，除了原班
⼈⾺外，還加入【絕命毒師】布萊恩克萊斯頓、【進擊的⿎⼿】JK⻄
蒙斯等巨星加入配⾳陣 容！描述成為神龍⼤俠的阿波，終於能和失聯
已久的爸爸相聚，並探訪神祕的熊貓村。然⽽，擁有強⼤能⼒的天煞
打算擊敗所有武林⾼⼿獨霸天下。為了保護族⼈和 熊貓村，阿波必須
將熊貓們訓練成武功⾼強的「功夫熊貓」以保護整個村落....。(博客來)

 

影片名稱：13⼩時 : 班加⻄的秘密⼠兵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384

主演：⾺克斯⾺丁尼、詹姆斯⾙吉戴爾

電影改編⾃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米歇爾祖考夫同名⼩說《13⼩時》，媒
體稱為「班加⻄慘案」的真實事件，講述2012年9⽉11⽇利比亞班加⻄
美國領事館前發⽣的⼀起反美⽰威事件，入夜後數⼗名武裝分⼦衝入
領事館，讓⽰威演變為暴⼒衝突，最終導致包括⼤使在內4⼈死亡的流
⾎事件。這也是美國33年以來第⼀位遇 襲殉職的在任美國⼤使。駐紮
於班加⻄中情局的影⼦部隊，6名⼠兵在艱困時刻勇敢地選擇做正確的
事，在事件中誓⾔保衛班加⻄的美國同胞。(博客來)

 

影片名稱：因為愛你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444

主演：凱特布蘭琪、魯妮瑪拉

20幾歲的特芮絲柏李維（魯妮瑪拉飾）熱愛攝影，卻在曼哈頓某間百
貨公司當店員，理想與現實的巨⼤差距讓她充滿痛苦，在這時邂逅了
卡蘿（凱特布蘭琪飾），卡蘿是上流社會的貴婦，成熟⼜充滿魅⼒，
與即將離婚的富有丈夫育有⼀女，正為了監護權⽽焦頭爛額。兩⼈年
齡和背景天差地別卻⼀⾒鍾情，頻繁的往來讓感情逐漸升溫，⼀場公
路旅⾏，將感情與慾望燃燒到最⾼點… 卡蘿的丈夫（凱爾錢德勒飾）
為了爭取監護權⽽雇⽤私家偵探，發現卡蘿與特芮絲以及她最好的朋
友艾比（莎拉寶森飾）的親密關係，並以此作為證據質疑她為⼈⺟的
資格。好不容易擁有愛情和⾃由的卡蘿，因為女同性戀者的⾝分，在
爭奪監護權的風暴中受到攻擊，⽽特芮絲也思考這段感情該何去何
從……(博客來)

 

影片名稱：怪物的孩⼦

館藏索書號:DVD N 19429

孤單少年（宮崎葵）遇⾒了跟他⼀樣孤單的怪物熊徹（役所廣司），少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7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9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19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25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3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3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3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7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760~S1*cht


年為了讓⾃⼰變得堅強，決定前往怪物的世界。少年成為熊徹的徒弟，
還有了⼀個新的名字－九太。⼀開始兩⼈常意⾒不合，動不動就吵架的
兩⼈，隨著奇妙的共同⽣活和⽇復⼀⽇的練武修⾏，如⾎緣相連親⼦般
的牽絆，在他們之間逐漸萌芽，少年九太也⻑⼤蛻變成獨當⼀⾯的堅毅
青年。某天，他從「澀天街」回到「澀⾕」，在那裡，九太偶然遇⾒了
⾼中女⽣⼩楓（廣瀨鈴）。他從⼩楓認識了這個陌⽣新世界，也開始探
索這個他原本該⽣存的世界。某天意外事件突然爆發，把⼈類世界與怪
物世界捲入其中，熊徹、九太與⼩楓各⾃⾯臨抉擇的關鍵時刻，危急⽣
存的最後之戰即將到來……（博客來）

 

》回⽬錄

讀好書、拿⼤獎-書香閱讀計畫活動

為⿎勵學⽣培養閱讀與寫作風氣，圖書館每年舉辦書香獎勵閱
讀計畫活動，歡迎⼀起來讀好書、拿⼤獎！
活動辦法：

 每次申請閱讀之書⽬為⼗冊。可由公告推薦之閱讀書⽬中⾃⾏選擇，或⾃擬書⽬（須依「閱讀計畫申請表」填列完整資料備
查，並經所屬系所圖書委員審核通過），但不得與已申請登錄之書⽬重複，且⾃擬書⽬佔比不得超過三成。

 請⾒詳情！
 獎勵：

 經圖書館審查合予結案者，頒發禮券300元，以茲獎勵，並將圖書「閱讀⼼得」發表於圖書館網站，分饗⼤眾。凡各申請案
於年度中核予結案者均具獲獎資格，圖書館將於次年元⽉進⾏公開抽獎，並網⾴公告獲獎名單。各獎項如下：

 
獎別 獎項 名額

頭獎 禮券5,000元 1名
貳獎 禮券3,000元 2名
參獎 禮券1,500元 3名
普獎 禮券500元 若⼲名

圖片來源: Jimmy Hilario

 

》回⽬錄

新增2種英文報

圖書館10⽉起新增USA Today & Taipei Times英文報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0760~S1*cht
http://readbook.lib.ntust.edu.tw:8080/Lib_ReadBook/0index.aspx


圖書館將於10⽉起新增USA Today及Taipei Times兩種英文報紙，加上圖書館原本已訂購的China Post，共3種英文報提
供讀者閱覽，歡迎多加利⽤！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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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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