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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廳照明設備改善⼯程

【施⼯公告】圖書館⼤廳照明設備改善⼯程

105年10⽉24⾄10⽉28⽇將進⾏圖書館⼀樓⼤廳照明改善⼯程，更換天井燈、間接照明等設備。施⼯期間，敬請⼩⼼進出；
造成您的不便，尚祈⾒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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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錄

圖書館開館時間調整

圖書館開館時間調整！

時 間 書 庫 閱覽室
週⼀⾄週五 08：10 - 21：30 08：10 - 23：30
週六、⽇ 08：30 - 17：00 08：30 - 21：30

圖書館於10/5(三)起學期中周⼀⾄周五開館時間調整為上午八時⼗分。另為⿎勵早起同學利⽤圖書館，圖書館於10/5-10/7
⽇上午8:10~8:30分舉辦早餐券抽獎活動，感謝這三天同學們的熱情響應，也歡迎多加利⽤圖書館！

》回⽬錄

粉絲團推廣活動

「加入粉絲團 糖果.⼩禮送給你」！

活動簡介：
您知道圖書館有專屬的FB粉絲團嗎?許多消息及公告都會PO在上⾯，讓同學們更⽅便的知道圖書館⼤⼩事。為了推



廣粉絲團，並結合⼀年⼀度的萬聖節，特別舉辦「加入粉絲團 糖果.⼩禮送給你」活動，歡迎⼤家於活動當⽇⾄圖書
館前空地來玩。數量有限，要玩要快喔!
參與對象：全校在學學⽣及在職教職員。
活動時間：2016年10⽉26⽇9:30-16:30 (或送完為⽌)
活動地點：圖書館前空地
活動內容：
【不給糖就搗蛋】
1.以⼿機或平板等裝置⾄圖書館FB粉絲團網⾴，按讚加入粉絲團。
2.將畫⾯及學⽣證(職員證)提供圖書館⼈員確認。
3.確認無誤後，即可⽤⼀隻⼿於箱⼦中抓取⼀把糖果。
【拍照上傳送好禮】
1.⾄圖書館⾨⼝和FB拍照框拍照，還有變裝⼩道具讓照片更有趣。
2.加入圖書館粉絲團後，於活動貼文上傳照片(設公開)，並留⾔『加入台科⼤圖書館粉絲團，拍照上傳送好禮~』即
可參加抽獎。有30位幸運兒可獲得精美⼩禮物。
3.獲獎名單將於11/1公布在粉絲團，請獲獎同學前來圖書館領取獎品。

請⾒詳情！

 

》回⽬錄

BrowZine瀏覽學術期刊APP

BrowZine瀏覽學術期刊APP , 同時提供網⾴版試⽤

BrowZine是⼀⽀提供瀏覽學術期刊功能的全新APP，⽀援Android和iOS系統免費下載並整合遠端認證，登入後即可使⽤個⼈
⾏動裝置輕鬆瀏覽圖書館訂購收錄的期刊全文。
試⽤期限：⾄105/11/12⽌

BrowZine功能特⾊：

可透過主題分類找到有興趣的期刊
可檢視現刊與過刊的期刊⽬錄
可建立個⼈書架收藏特定期刊
可儲存⾄雲端硬碟、書⽬管理軟體和⾏動裝置
可透過社群網站與其他研究⼈員分享

備註：

1.請下載相關軟體後(Android、IOS)，依使⽤指引的步驟操作使⽤。
2.請利⽤圖書館個⼈借閱查詢的帳號密碼登入
3. 限臺科⼤校園網域（IP為140.118.*.* ) 使⽤

試⽤連結：

網⾴版

iOS下載 Android下載

使⽤指引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56216,r1-1.php?Lang=zh-tw
http://0-browzin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raries/767
http://0-browzin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raries/767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browzine/id463787411?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browzine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browzine.pdf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有獎徵答】「寶可夢Go!!2016 Web of Science」有獎徵答活動 (11/11截⽌) 

 

活動簡介：
碩睿公司正為您舉辦「寶可夢Go!!」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Web of Science資料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即可
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堤⽜排餐劵、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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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Web of Science資料庫查找。
2.點選參加活動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
⾸獎⻄堤⽜排餐劵+威秀電影票1張...................................名
⼆獎⻄堤⽜排餐劵+7-11超商禮卷100元2張...........................1名
三獎威秀電影票2張...............................................1名
肆獎 7-11超商禮卷100元5張.........................................1名
伍獎威秀電影票+7-11超商禮卷100元.................................1名
參加獎 Thomson Reuters⾏動電源、USB隨⾝碟、筆記本、萬⽤轉接頭等...25名
歡迎參加！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6_TR_quiz/index.htm
http://0-apps.webofknowledg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V12gwnEgqjREOsFJdnZ&preferencesSaved=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55945,r193-1.php?Lang=zh-tw


【電⼦書推廣】「天下王者之爭」推薦書籍活動 (11/16截⽌) 

 
活動簡介：
漢珍數位圖書正為您舉辦「天下王者之爭」推薦書籍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天下雜誌群知識庫】查詢任⼀文章，即可參
加抽獎有機會抽中SONY PS4、STAYREAL懶⼈包、藝奇新⽇本料理餐券等多項好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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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活動⽅式：
活動期間⾄【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平台，開啟閱讀⼀篇文章後，提供「單篇文章連結」，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頭獎 - SONY PS4主機.......................................................1名
貳獎 - STAYREAL 宇宙無敵懶⼈包......................................2名
叁獎 - 藝奇新⽇本料理餐券(⼀組2張)...................................3名
肆獎 - 米奇雙頭隨⾝碟(8G).................................................5名
特獎 - 7-11中杯拿鐵兌換券(⼀組2張)................................20名
幸運獎 - 企鵝炫彩筆記本....................................................5名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acer⾦頭腦，答題拿獎⾦」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 

活動簡介：
⼤鐸資訊公司正為您舉辦「acer⾦頭腦，答題拿獎⾦」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利⽤「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
誌」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7-11禮券 & 哈根達斯冰券，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10⽉1⽇起⾄11⽉30⽇⽌。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誌查找。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
★個⼈獎：7-11禮券 & 哈根達斯冰券。⽉⽉送24名，共計48名。
☆團體獎：活動結束後，依加權比分，各階段前3名的學校可獲得(正式客⼾才有機會獲此獎項)價值NT$48,000的「Walking Library
SearchEngine 電⼦雜誌搜尋平台」1年使⽤權(2017/1 ~ 2017/12)，內容15種雜誌，各刊同時1⼈上線使⽤。
歡迎參加！

》回⽬錄

新⽣圖書館之旅活動花絮

為歡迎新鮮⼈，圖書館於9/29、10/5、10/7三天舉辦新⽣圖書館之旅，為新⽣介紹圖書館的館舍空間配置、館藏資源分
佈、圖書館服務項⽬，感謝同學的踴躍參與，除了新⽣之旅活動外，圖書館另外辦理圖書館利⽤講習活動，歡迎報名！

http://www.tbmc.com.tw/2016cwk/index.php
http://www.tbmc.com.tw/2016cwk/index.php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0-211.79.206.4.millennium.lib.ntust.edu.tw/innotive/content/ocp_content.jsp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28.php?Lang=zh-tw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Think Python : 學習程式設計的思考概念
作者：Allen B. Downey著; 黃銘偉譯
館藏索書號：312.32P97 350
 

如果你想要學習程式設計，Python就是極佳的起點。這本實務指南會帶你逐步了解這個
程式語⾔，從基本的編程概念開始，再移往函式、遞迴、資料結構與物件導向設計等進
階主題。在第⼆版中，所有的範例程式碼都已更新成了Python 3。透過每章中的練習
題，你將會實際動⼿嘗試你學到的程式設計概念。《Think Python》是⾼中學⽣或⼤學⽣
理想的入⾨指南，也適合⾃學者、在家教育的學⽣和專業⼈⼠學習程式設計的基礎。剛
入⾨的初學者將會學習如何在瀏覽器中使⽤Python編寫程式。(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打動⼈⼼的產品設計 : 頂尖設計師打造成功產品的黃⾦法則
作者：Scott Hurff著; 楊仁和譯
館藏索書號：964 350.3
 

如何創造成功打動⽤⼾的產品？藉由這本實⽤的書籍，你將師法這個領域當中最優秀的
⼀些產品設計師，從Facebook和LinkedIn等業界巨擘，⼀直到鋒芒畢露的後起之秀都
有。你將明⽩如何發掘及理解⽤⼾的痛楚，並且學習如何運⽤相關的研究成果，引導團
隊⼀步步地⾛過整個產品建構流程。這本書專為設計師、產品經理以及想要跟設計師充
分溝通的⼈們⽽撰寫，對任何致⼒於產品建構的⼈員來說，這本書絕對是非讀不可的實
務寶典。(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17~S1*cht


書名：架設⾼性能Web網站技術⼤揭密!

作者：郭欣編著
館藏索書號：312.1695 490.2-2
 

本書由⼤師親⾃指導如何建構⾼效能Web網站，提供改善技術和擴展架構的具體解決⽅
案。從多個⽅⾯、⾓度進⾏的講解，涵蓋Web網站性能優化的所有內容，包括資料的網
路傳輸、伺服器平⾏處理能⼒、動態內容快取、動態指令稿加速、瀏覽器快取、Web伺
服器快取、反向代理快取、Web 元件分離、分散式快取、資料庫效能最佳化、Web 負載
平衡、共⽤檔案系統、內容分發和同步、分散式檔案系統、資料庫擴充、分散式運算、
效能監控等。 透過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動有趣的配圖，讓讀者充分並深入了解⾼效能架
構的真相。同時，充分應⽤跨領域知識和科學分析⽅法，透過寬泛的視野和獨特的⾓
度，將本書的內容展現得更加透徹和富有趣味。(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創⼒時代 : 成為創客的第⼀堂課
作者：黃國明,賴維祥著
館藏索書號：448.68 355
 

「創客」不僅是DIY 的延伸，創客們可以建立蘋果電腦、Google 等美國⼀級企業，亦將
「創客運動」推向全球，不僅影響了教育，也影響了產業與社會，未來更將是影響國家
興衰的重要關鍵。然⽽，台灣創客文化郤⼀直低迷，⼤多只是⼩眾的理念及想法，創客
空間很多⾨可羅雀。作者⼤膽推測這是⼀個受限於中國傳統儒／道家思想「形⽽上者謂
之道，形⽽下者謂之器」的影響，以為會思考重於會實作，雖然⾄聖先師孔⼦已提出
禮、樂、射、藝、詩、數六藝均需修習主張，但是因為我們的升學考試制度數千年來文
官與武官分離考試，⽽⼈群裡的順位仍多以⼠農⼯商為序；⼭醫命⼘相均為江湖術⼠，
不⾜觀也。(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寫給PM、RD與設計師看的設計需求分析 : 使⽤者想要的應⽤程式都是這樣打造出
來的
作者：Chris Britton著; 黃振量譯
館藏索書號：312.2 553.3
 

本書約略可分成三個部分，第⼀章～第四章做場景的設定；第五章～第⼗⼀章在說明設
計的細節；⽽最後兩章則是在進⾏總整理。最後的附錄，⽬的是針對脈絡設計這部分提
供了許多分析技巧的查核清單。不論您是軟體設計者、架構設計師、專案管理者、或者
是程式設計師，閱讀本書將能幫助您設計出使⽤者、IT、乃⾄於整個企業都⼀致認為成
功的軟體，幫助設計團隊合作無間地建立出組織「真正想要的設計⽅案」！( iRead 灰熊
愛讀書)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不存在的房間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576

主演：布麗拉森、雅各特蘭姆雷

"⼀段傷痕累累的過去，卻帶來無與倫比的勇氣 ⼀個不為⼈知的房間，卻是他們
的全世界。⼩⼩的房間是傑克的全世界，他與媽媽在裡⾯遊戲、⽣活，從未意
識到這是座將他們監禁起來的牢籠。就在傑克五歲⽣⽇時，媽媽決⼼告訴他真
相，倆⼈靠著⺟⼦間絕佳的默契與信任，策劃了⼀項⼤膽的逃脫計畫，但愛與
勇氣真的⾜以⾯對這真實的世界嗎？" (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4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1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158~S1*cht


影片名稱：美國隊⻑3 : 英雄內戰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609

主演：克⾥斯伊凡 ⼩勞勃道尼 史嘉蕾喬韓森

英雄分裂 你挺哪⼀邊？ 在奧創事件之後，美國隊⻑繼續帶領著復仇者保衛世界
和平，但在⼀次阻⽌⽣化武器攻擊的任務中，卻意外造成無辜⺠眾傷亡…各國
政府和⺠眾的壓⼒排⼭倒海⽽來，提出要把超級英雄列管的計畫，美國隊⻑與
鋼鐵⼈對此意⾒分歧，進⽽導致復仇者聯盟的分裂。另⼀⽅⾯，美國隊⻑的好
友酷寒戰⼠被尋獲，⼀場追捕與救援的追逐戰，更加深了雙⽅陣營的歧異。英
雄之間的內戰無法避免，⿊寡婦、鷹眼、戰爭機器、獵鷹、幻視、緋紅女巫、
蟻⼈都⾝涉其中，全新英雄⿊豹和蜘蛛⼈也亮眼出場，改變漫威世界的戰役就
此澎湃開打！(博客來)

 

影片名稱：梭哈⼈⽣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556

主演：湯姆漢克斯、湯姆提克威

經濟蕭條，美國商⼈艾倫（湯姆漢克斯飾演）陷入周轉不靈的債務危機。為了
擺脫巨額負債⽀付女兒的⼤學學費，他決定放⼿⼀搏，遠赴沙烏地阿拉伯，把
⼀套3D立體投影技術銷售給當地國王，展開⼀場異國之旅。艾倫以為這樣能賺
⼀⼤筆錢，但現實總是事與願違──找不到對⼝聯絡⼈，神秘的國王從未現⾝，
讓他在異國陷入醉酒、失眠、⾃殘的荒謬漩渦。置⾝在⿃不⽣蛋的沙漠當中，
甚⾄找不到網路連線，他⾝上的腫瘤更如噩夢般跟隨著他。⾯對渺無⾳訊的國
王，他唯⼀能做的只有耐⼼等待，因為這是⾕底翻⾝的唯⼀機會…(博客來)

 

影片名稱：X戰警 : 天啟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608

主演：休傑克曼、詹姆斯麥考維、麥克法斯賓達、珍妮佛羅倫斯

奧斯卡影后珍妮佛勞倫斯、威尼斯影帝麥克法斯賓達以及詹姆斯麥艾維與導演
布萊恩辛格帶領新的X戰警成員加入【X戰警：天啟】的陣容，故事描述「天
啟」（奧斯卡伊薩克）這位能⼒最強⼤並且是史上⾸位變種⼈，他汲取多位變
種⼈的超能⼒，變成無⼈能敵的超級變種⼈。歷經數千年後，再度甦醒的他卻
對當今世界的幻滅，於是集結了萬磁王（麥克法斯賓達 飾）等變種⼈，意圖重
建⼀個新世界。在此充滿絕望的關頭，瑞雯（珍妮佛勞倫斯 飾）、X教授（詹
姆斯麥艾維 飾）必須領導年輕的X戰警們⼒抗這史上最強⼤的敵⼈，扭轉⼈類
的命運…。(博客來)

 

影片名稱：幸福百分百

館藏索書號:DVD N 19429

主演：珍妮佛安妮斯頓 Jennifer Aniston、茱莉亞羅勃茲 Julia Roberts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1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5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5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5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1~S1*cht


少根筋的單親媽咪珊蒂(珍妮佛安妮斯頓飾)，獨⼒撫養兩個兒⼦，總期盼著與前
夫破鏡重圓，沒想到他卻娶了⼀個20歲的⼩蘿莉；單親奶爸布萊德利(傑森蘇戴
⻄斯飾)，⾝兼⽗⺟兩職辛苦拉拔女兒⻑⼤，卻不知如何與青春期女兒的相處；
八百年沒⾒老媽的⼤齡女⼦潔⻄(凱特哈德森飾)，藏著不欲⼈知的⼩秘密，不料
遠在百哩外的老爸老媽卻意外來訪；單⾝的事業女強⼈米蘭達(茱莉亞蘿勃茲
飾)，忙到沒時間談戀愛，卻在新書發表會上遇⾒了⽣命中唯⼀的缺憾… 每個⼈
總有不能說的秘密，⺟親節那天，⼀場熱鬧的慶祝派對，將彼此的⼼重新凝聚在
⼀起。其實，⽣活學會加減乘除，就能擁有百分百的幸福！（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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