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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不⽤愁 -- EBSCO資源探索服務 (以下簡稱EDS) 幫您找資料

你想⼀次搜尋圖書館多種電⼦資源嗎?
EDS利⽤單⼀檢索入⼝，可同時檢索本館各類型中英電⼦資源 (電⼦書、電⼦期刊)之文章內容。
整合範圍包含BSP、Web of Science、JCR、SCOPUS、DOAJ Open Access、IEEE、CEPS、Pubmed,MEDLINE 醫學資源、臺灣
博碩⼠論文系統、臺灣期刊論文、Google Scholar、Google Book、維基百科、Youtube和REAL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等16項
電⼦資源。

提供您⼀個 Google like 的⽅式查詢圖書館的資料庫、電⼦期刊及電⼦書。

連線網址： https://goo.gl/TLjnih

或者由圖書館⾸⾴即可進入查詢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s://goo.gl/TLj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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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05年聖誕節祈福許願活動，歡迎參加~

 

⼜到了⼀年⼀度的聖誕節~~圖書館去年的祈福許願活動反應熱烈，今年將再度舉辦!!!

同學或教職員都可以來圖書館⼀樓⼤廳，免費索取許願卡，寫上願望或祝福，親⼿綁在活動板上，祈禱願望成真。

特製許願卡數量有限，趕快來參加吧!

活動地點：圖書館⼀樓⼤廳
活動時間：105年12⽉2⽇⾄106年1⽉6⽇

https://goo.gl/TLjnih
https://goo.gl/TLj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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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獎勵閱讀計畫，你參加了沒?

你知道嗎?書香獎勵閱讀計畫除了結案會有獎勵外，每年還有年度抽獎喔!
於當年度12⽉31⽇前結案(如遇假⽇截⽌⽇往前)，將可參加明年初的年度抽獎。
結案件數越多，獲獎機率越⾼。

已經申請的同學加緊腳步，還沒申請但有興趣的同學趕快⾏動呦!!!

獎品豐碩，歡迎踴躍參加~~

書香獎勵閱讀計畫活動網站：http://readbook.lib.ntust.edu.tw: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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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獎之額數將視參與狀況調整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科技英文導讀
作者： 李開偉編著
館藏索書號：805.18 457-2 2016
 

本書內容是作者依據科技發展趨勢及⽬前國內產業的特⾊編寫的，主要包含平板電腦、
觸控、電⼦、著作權等相關科技產業內容，讓讀者習得最新科技產業資訊及英文字彙。
針對英文字彙的加強，每課皆有「Families of Vocabulary」（字彙家族）單元，提升讀
者記憶的字彙量，並增進科技英文閱讀能⼒。(博客來)

書名：跨世紀的產業推⼿ : 20個與台灣共同成⻑的故事
作者： 李俊明等著和譯
館藏索書號： 490.9933 495
 

為了幫助有志創新創業年輕⼈的年輕⼈能順利實現理想，《跨世紀的產業推⼿──20個與
台灣共同成⻑的故事》⼀書，收藏⼆⼗位成功⼈⼠的⽣命故事，舉凡立志創業、擔任公
職、投入研究、獻⾝公益……，無論你在哪個領域，都能從中得到啟發，幫助絕⼤多數⼈
找到成功的⽅法。(博客來)

書名：網站企劃、網路⾏銷必讀!圖解Google網站管理員⼯具

http://readbook.lib.ntust.edu.tw:8080/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2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28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29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29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306~S1*cht


作者： ⼤⽊あかね,菊池崇著; 許郁文譯

館藏索書號： 496 770
 

本書從搜尋的機制開始解說，介紹Google的演算法。接著解說「Google Search
Console」的使⽤⽅法，以及其功能的開發⽬的。即使⼯具進化改版，只要懂得基本的操
作原理，也能輕鬆上⼿。本書的後半部，針對HTML、提升⾴⾯效率的PageSpeed、智慧
型⼿機的⽀援、Google+ 進⾏說明。Google的演算法每天都在微調與更新，但只要根據
Google的思維打造網站，⼀定能讓網站暴紅。希望本書能於網站的經營以及搜尋引擎的
⾏銷助各位讀者⼀臂之⼒。 (博客來)

書名：學數學 弄懂這39個數字就對了 : ⽤數學的語⾔看⾒這個世界的真實樣貌,180張圖激
發你無所不在的演算⼒ 

作者： 伊恩.史都華(Ian Stewart)著; 畢馨云譯
館藏索書號： 310 856-5
 

⼀流數學家圖解邏輯思考×⼀次學會提升演算⼒的關鍵法則，從1到10、從0到無限，從演
算法的奧祕，到⾳樂中和⾃然界裡的數字，還有⽣活中妙不可⾔的數、歷史上重要的數、
穿越宇宙的數……有了⼀流數學名家的內⾏指引，你會發現無限⼤竟然也能分⼤⼩。你還
會發覺，原來⾃⼰⽣活在11維空間裡。凡是喜愛數字的⼈，或是⽬前以為⾃⼰不喜歡數字
的⼈，都會從本書中讀出無限的樂趣！(博客來)

書名：⽣⽽⾃由,寫⽽⾃由 : ⼀個美國記者和南非女孩們的⼼靈寫作課
作者: ⾦柏莉.伯爾格(Kimberly Burge)著; 游淑峰譯
館藏索書號： 768.13 640
 

《⼘⽣⽽⾃由，寫⽽⾃由》從真實的記錄出發，描繪出南非的現況，並將個⼈故事交織在
歷史環境、制度論述裡，這些女孩的⽣命故事以及她們對於社會的體悟，帶領讀者認識了
整個南非。本書充滿了同理⼼與希望，是⼀本討論女孩⾃主之必要的⾒證，同時它也⾒證
了寫作如何促使⽣命破解⾃⼰⼈⽣的⾓⾊。(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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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片名：阿公歐買尬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9563

主演: 主演：勞勃狄尼洛、柴克艾佛隆

傑森（柴克艾弗隆 飾）是位⼀板⼀眼做事總是拘謹的準新郎，過著正經八百的無趣⽣
活，每天被重度控制狂未婚妻使喚，⽽就在結婚前夕，他被精⼼「設計」去載剛經歷
喪偶的爺爺迪克（勞勃狄尼洛 飾）到佛羅⾥達度假散⼼。讓傑森意外的是，爺爺⽣性
好⾊⼜輕浮，不僅喪禮隔天就搭上幼齒⼩辣妹，還答應⼀同去…放浪過春假？！⽽傑
森就這樣半推半就地踏上這段風流旅程。究竟個性迥異的兩⼈要如何共處？⽽傑森與
⾊胚爺爺，⼜會在這趟旅途中遇到多少令⼈啼笑皆非、放浪形骸、情節超展開的事件
呢？ (博客來)

片名：北京遇上⻄雅圖之不⼆情書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9553

主演: 湯唯、吳秀波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30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3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35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09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09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64~S1*cht


在澳⾨賭場擔任公關的焦姣（湯唯 飾），賭城⼈都叫她姣爺，雖在⽣活中屢屢遇挫，
但仍然想要追尋美好的⽣活；⽣活在洛杉磯的房地產經紀⼈Daniel（吳秀波 飾），為
⼈機靈圓滑、能⾔善道，想趁華⼈的國外買房熱潮⼤賺⼀筆，但物質豐富的他內⼼卻
空虛浪蕩。兩⼈因⼀本《查令⼗字路84號》牽起奇妙的情緣，數度書信往來鴻雁傳
情，使得「澳⾨」遇上「洛杉磯」並相知相近，上演⼀場橫跨太平洋的溫情暖愛和⼀
段觸及靈魂的動⼼奇戀......展現愛情浪漫和溫暖的同時，也呈現出親情的感動和美好
(博客來)

片名：麥兜我和我媽媽

館藏索書號: DVD N 19583

配⾳：黃秋⽣‧吳君如‧李雲迪‧黃磊

第52屆⾦⾺影展動畫⻑片，神探波比⼩時候叫麥兜。麥兜⾃⼩愚笨，⽋缺運氣和⾃
信，但有⼀個非常愛他，⽽且精明能幹的媽媽。她能夠把⼀個不⾜三百呎的家設計成
兩房兩廳，有桑拿、有健⾝室、有圖書館的家居，還在⼀個不⾜⼀百呎的舖位裡同時
經營地產代理。他們⼀同過著啼笑皆非⼜其樂融融的⽣活，甚⾄從未疑惑過到底爸爸
在哪裡。有⼀天，⼀個突如其來的意外打破了這種⽣活。麥兜迎來了⼀段全新的⼈⽣
旅程，進入⼀個嶄新的世界——當偵探、做⽔⼿、做廚師、甚⾄遇到⼀個很像爸爸的
男⼈。成⻑後⾛出⼩⼩⽣活的他，開始感覺到⽣命的沉重與虛浮，與拼搏的麥太關係
更是愈⾒疏離。直⾄他失去麥太時，才回想起媽媽的好(博客來)

 

片名：⼤賣空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9221

主演：演員 : 克⾥斯汀⾙爾、史提夫卡爾

2005年，整個華爾街瀰漫著⼀股⽣機蓬勃的樂觀氛圍，然⽽四個在⾦融界名不⾒經傳
的⼩咖(史提夫卡爾、克⾥斯汀⾙爾、萊恩葛斯林、布萊德彼特 飾)，嗅到了榮景背後
的衰敗之氣，察覺了⼤銀⾏和政府機構都視⽽不⾒的房貸危機，他們不約⽽同的以各
⾃的⼿段，操作⼀場⼤賣空，⼤膽地與整個華爾街、甚⾄是全球⾦融體系對抗，並成
功地以反向操作的⼿法，獲取⼤筆利益，⽽這也讓他們陷入了醜陋、爾虞我詐的現代
銀⾏體系鬥爭之中。(博客來)

 

片名：與森林共舞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9546

意外中失去⽗⺟的男嬰，由狼群收養照料，隨著他漸漸⻑⼤，叢林裡的霸者老虎對他起
了戒⼼，⼀⼼想將男孩驅逐，狼群無法與殘暴的老虎抗衡，唯⼀的希望就是將男孩送回
⼈類村莊。 就這樣，孤獨的孩⼦踏上⼀個⼈的旅程，在路上，他遇到了棕熊、⿊豹、
蟒蛇、還有猩猩王，各⽅⼈⾺對於⼈類的出現各有盤算。不⽢於離開從⼩⻑⼤的家園，
男孩該如何起⾝對抗森林之王，爭回屬於⾃⼰的家？（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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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開始囉！

 

由國家圖書館主辦的「臺灣閱讀節」，是⼀個屬於全⺠的閱讀節慶，世界各國將從「臺灣閱讀節」中看⾒不⼀樣的臺灣
⼒量。105年的臺灣閱讀節，將有更豐富的閱讀饗宴與⺠眾分享，除了國家圖書館辦理的系列活動外，12⽉3⽇嘉年華
會，在國家圖書館及周邊⼈⾏道和廣場，有35個精⼼設計的活動引領愛書⼈來⼀趟知性及感性之旅。為展現書香滿寶
島，全⺠⼀起來閱讀的豐沛能量及活⼒，全國有17個縣市立圖書館亦共襄盛舉，同步舉辦各式各樣精采活動，讓閱讀的
燦爛花朵開在臺灣的⼤城及⼩鎮、⼭顛及⽔湄。⼀系列活動，邀您⼀起來參與！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46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5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7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417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1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3122~S1*cht
http://trf2016.ncl.edu.tw/index.html


圖.文 來源：圖家圖書館網站

105年臺灣閱讀節形象宣傳短片

https://youtu.be/vOL0Sd_nm_8

 

影片來源：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加入粉絲團 糖果.⼩禮送給你」活動花絮！

「加入粉絲團 糖果.⼩禮送給你」活動花絮！

為了推廣粉絲團，並結合⼀年⼀度的萬聖節，圖書館於10/26⽇舉辦「加入粉絲團 糖果.⼩禮送給你」活動，當⽇除了抓糖
果外，圖書館也提供各種變裝⼩道具讓粉絲和FB拍照框拍照，並於活動貼文上傳照片與留⾔，雖然當⽇豔陽⾼照，同學依
然踴躍參與，為回饋粉絲團，圖書館於活動後抽出30位參與的幸運同學贈送精美⼩禮物！⼀起來回顧當⽇的盛況吧！我要加

入圖書館粉絲團！

105年臺灣閱讀節形象宣傳短片105年臺灣閱讀節形象宣傳短片

https://youtu.be/vOL0Sd_nm_8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1ZTP3hdBYdkBsssZzVZPfA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LI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L0Sd_nm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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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歷年快報 │ 來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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