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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2017/2/20~2017/06/25)
 

時間 
Hours

書庫 
Stacks

閱覽室 
Study Rooms

週⼀到週五 
Mon-Fri 08：10 - 21：30 08：10 - 23：30

週六、⽇ 
Sat、Sun

08：30 - 17：00 08：30 - 21：3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2/27（⼀）和平紀念⽇調整放假 
02/28（⼆）和平紀念⽇ 
04/03（⼀）兒童節 
04/04（⼆）⺠族掃墓節 
04/05（三）校際活動週調整放假 
05/29（⼀）端午節調整放假 
05/30（⼆）端午節

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Note: Books can be returned after the Library hours via the book drop outside the Library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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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Gerald Pereira
》回⽬錄

圖書館近期施⼯公告

1、2/18-3/13進⾏⼤⾨階梯、雨遮牆⾯改善⼯程

為改善及美化本校圖書館入⼝⾨廳環境⼯程，預計106年2⽉18⽇~106年3⽉13⽇進⾏圖書館入⼝⾨廳地坪敲除貼磚及⽯材吊
掛等⼯程，屆時請師⽣配合留設通道進出，造成諸多不便，敬請⾒諒。

2、2/21-3/6⼆、三樓進⾏全熱交換器施⼯

為改善圖書館空氣品質，本館⼆、三樓於2/21(⼆)~3/6(⼀)進⾏全熱交換器施⼯，不定時將有巨⼤噪⾳，若有不便，敬請⾒
諒！

圖片來源： Laurence Johnson

》回⽬錄

歡迎參加105學年度第⼆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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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學期本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讀者熟
悉各項資訊服務及資料庫之使⽤，並藉以提升同學蒐集及整理文獻的能⼒，請密切注意開放報名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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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03(五)10:00~12:00 電算中⼼ RB509教室 EndNote書⽬管理軟體 ※ 各學院 開放報名
2017-03-07(⼆)10: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天下/哈佛/ABI INFORM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放報名
2017-03-13(⼀)14:00~16:00 電算中⼼ RB509 教室 WOS & JCR資料庫 各學院 開放報名
2017-03-14(⼆)14:00~16: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SCOPUS、SDOL資料庫 各學院 開放報名
2017-03-21(⼆)10: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EV & IEEE資料庫 ⼯程、電資學院 開放報名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eraldpereir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arryj/
http://8000-pc03.lib.ntust.edu.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7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0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4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1


其他詳細課程，請利⽤圖書館網⾴線上報名 
如有疑問，歡迎來電詢問!
圖書館 參考資訊組 
Tel:(02)2737-6196

 
》回⽬錄

學位論文新舊系統轉換公告

 

本校新版博碩⼠學位論文系統預計於106年3⽉初正式上線，因應系統轉置，舊有的學位論文全文系統⾃2/22起，不再受理
電⼦論文上傳作業，僅提供既有電⼦論文查詢瀏覽功能。⾃105學年度第2學期起，提交論文電⼦檔請⾄新系統，新系統正

式上線時間將擇⽇公告。此段期間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諒。

 
圖片來源：Anthony Cramp

》回⽬錄

圖書館⾦雞"讀利"（Wiley）問卷抽獎活動 (2017/4/30截⽌)

活動簡介：
文崗資訊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雞“讀利”（Wiley）問卷抽獎」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並完成
規定的三步驟，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GoPro 攝影機、電影優惠券、LINE貼圖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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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30⽇⽌。
參⾒臉書活動網址及問卷網址！
活動流程說明：
步驟⼀ 填寫問卷(http://ppt.cc/EnJQ9 )
步驟⼆ 在臉書粉絲專業活動⾴⾯上留⾔【⾦雞讀利,我要讀Wiley】並Tag⼀位好友
步驟三 公開分享本活動並按讚
活動獎項：
頭獎：GoPro壹台......................1台
貳獎：威秀影城團體電影優惠券壹張.....3份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28.php
http://ppt.cc/EnJQ9
https://www.facebook.com/Apexi91/
http://ppt.cc/EnJQ9
http://goo.gl/m8PJaF


參獎：LINE貼圖NT$60..................20份
歡迎參加！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設計師⽣存戰 : 找出個⼈競爭⼒ 接案X求職戰無不勝
作者：Denise Anderson著; 陳亦苓譯
館藏索書號：960 357.4
 

透過本書的完整指導，三場戰役穩紮穩打，充份展現個⼈特質並打造出更具競爭⼒的個
⼈品牌，第⼀戰──發展個⼈品牌，此階段將透過發覺內在⾃我與觀察外在⾃我的⼀連串
評估過程，找出你最有價值的特⾊，並以此培養出個⼈品牌的特⾊。第⼆戰──建立殺⼿
級作品集⼿邊有很多作品，你將在這⼀階段學習到如何去蕪存菁，整理並製作出吸引雇
主或業主們的精彩作品集。第三戰──找到夢寐以求的⼯作。想要成功的職涯切忌亂槍打
⿃，本階段將教你⾯試前、中、後的技巧以及注意事項，並邀請業界成功⼈⼠以及作者
輔導過的學⽣分享⼼得。(博客來)

書名：艾莉絲的莫內花園 : 天才⾃閉症女孩的彩繪⼈⽣
作者：阿菈⾙拉.卡特-強森(Arabella Carter-Johnson)著; 沈維君譯
館藏索書號：415.988 453
 

備受矚⽬的天才⼩畫家，三歲即受到全球媒體的瘋狂報導，五歲時畫作即在拍賣會上以
近2,000英鎊⾼價售出！震驚世界的⾃閉症⼩女孩，創作如印象派莫內的畫作，透過藝
術，讓世⼈知道「與眾不同，才更加非凡」。艾莉絲展現的絕讚藝術天分，讓她的故事
更添⼀抹驚奇。她的畫不但激勵與感動⾃閉症患者，為許多⼈帶來勇氣，更替⾃⼰找到
穩定的⼒量，也為原本灰暗的世界中注入繽紛。(博客來)

書名：⼈性中的良善天使 : 暴⼒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
作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顏涵銳,徐立妍譯
館藏索書號：541.627 550
 

「這是我讀過最重要的⼀本書，不只是今年，⽽是這⼀⽣最重要的。」──比爾‧蓋茲
在每個⼈⼼中都住著誘⼈作惡的惡魔以及領⼈向善的天使，多虧了政府制度的成熟、識
字率提升、貿易熱絡以及四海⼀家的觀念普及，讓良善天使得以發揮⼒量。我們更能同
理他⼈的遭遇、以講價代替搶奪、丟棄有害的觀念、運⽤理性的⼒量來降低使⽤暴⼒的
衝動。
作者在這本書中打破許多對暴⼒的迷思，闡述現代化及啟蒙運動帶給⼈類的好處，延續
了他在過去著作中對⼈性本質的探討，爬梳歷史脈絡，證明⼈類是如何⼀步步戰勝暴⼒
的誘惑，迎向太平盛世。(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冷酷の代課老師
作者：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館藏索書號：861.57 764.3-74
 

為了多點時間寫稿、成為推理⼩說家，「我」不得不放棄⼀般朝九晚五的全職⼯作，選
擇當⼀名代課老師。單⾝，沒有家累的「我」，對代課老師這份⼯作抱持著「⾛出校⾨
即下班」的⼼態，有些得過且過。反正學校並不在意像「我」這種來去匆匆的老師，也
不必費⼼跟學⽣建立感情。
然⽽，這次代課的學校卻在「我」上任沒幾天後，發⽣了⼀起命案──中年女教師陳屍在
體育館中，玻璃窗被打破，她的⾝邊還放著擺出「6X3」模樣的記分板。和同事們⼀起

https://www.facebook.com/Apexi91/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0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0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0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032~S1*cht


接受警⽅調查時，以推理⼩說家為志願的「我」，理所當然地開始主動分析這起案件…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吉他⼿的⼩動作 : 在限制中得到⾃由
作者：陳綺貞,鍾成虎著
館藏索書號：916.65 774
 

◎吉他之於陳綺貞--對我來講，⾳樂是⼈⽣，⽽吉他，則是夥伴。
◎吉他的六根弦限制，對⾝為吉他⼿的陳綺貞來說是什麼呢？⼈有五隻⼿指頭，可是吉
他是六根弦，你要持續鍛鍊，才能在有限的空間內有著不同的變化。有時候我會想，如
果吉他只有五根弦，事情會不會變更好？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樣的限制，讓你可以去創造
⾃⼰的⾃由。◎遇到創作瓶頸的時候，可以跟⼤家分享⼀下你的⼩技巧嗎？回到最簡單
的原點，特別在寫歌的時候，不知道第⼀個和弦要從哪裡出發時，就會回到最簡單的
C。每⼀位吉他⼿，寫歌與演奏時，都有獨⼀無⼆的⼩動作，初次揭露，吉他⼿陳綺貞
的專屬⼩動作──！(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殺突擊隊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814

主演：並由威爾•史密斯、傑瑞德•雷托、瑪格•羅比

美國政府在暗地裡與⼀群被監禁超級罪犯訂下契約，要他們去進⾏⼀項攻擊秘
密組織的任務，如果任務能成功，他們將被能減輕刑期，但若是任務失敗，美
國政府也不需要出⾯承認，甚⾄可以把罪過完全推在他們⾝上，讓政府全⾝⽽
退。對情報⻑官阿曼達華勒來說這群秘密集結的惡⼈軍團實在是最佳的⼈選，
因為他們幾乎都是肆無忌憚的敗類。(博客來)

影片名稱：吹夢巨⼈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818

主演：⾺克勞倫斯、盧比芭爾后、蕾⾙卡霍爾

改編⾃【巧克⼒冒險⼯廠】童書⼤師羅爾德達爾作品。⼩女孩蘇菲，在⼀個失
眠的夜晚，被⼤巨⼈偷偷從孤兒院帶⾛…原來，每天晚上，當所有的⼈都進入
了夢鄉後，會有九個⼤巨⼈卡滋卡滋的把孩童當豆⼦嚼。幸運的蘇菲，遇上的
是第10個友善的巨⼈，他⾝⻑只有八公尺，在群體中顯得較矮。善良的他會把
好夢⽤⼩喇叭吹進⼩朋友的腦袋瓜裡。因為他不吃⼈⾁，只吃臭瓜，能穿越到
夢境之地，捕捉像螢火蟲⼀樣的好夢，然後在深夜裡，吹進寂寞孩⼦的夢鄉，
所以⼜被稱為「吹夢巨⼈」。友善的巨⼈不是9個壞巨⼈的對⼿，勇敢的蘇菲
就想了個妙計，兩⼈聯⼿，要把壞巨⼈⼀網打盡，讓他們不能再出沒抓孩童。
（博客來）

 

影片名稱：神⿁認證 : 傑森包恩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9771

主演：文森卡索、湯米李瓊斯、麥特戴蒙

故事描述傑森包恩這名昔⽇中情局最致命的特務殺⼿，⼜⼀次被迫重出江湖、
⼤顯⾝⼿。在本集中麥特戴蒙已經知道⾃⼰就是傑森包恩，但是他卻還是不知
道隱藏幕後的更⼤秘辛……他將揭曉過去隱藏在記憶中的隱密真相。劇情將接
續2007年《神⿁認證：最後通牒》，傑森包恩失蹤的多年後，新的狙擊他的組
織出現，威脅到傑森包恩。《神⿁認證：傑森包恩》將經典的拍攝⼿法、拳拳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297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2976~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297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12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12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12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67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67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67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67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67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677~S1*cht


到⾁的近⾝搏擊、驚⼼設計的⾶⾞橋段、意想不到的劇情轉折……等，⼀⼀忠
實呈現給觀眾，讓麥特戴蒙成為最無可取代的諜報動作新英雄。(博客來)

 

影片名稱：明天別再來敲⾨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810

主演：洛夫拉斯卡、芭哈爾帕爾斯、伊達安格沃 菲利浦柏格

這部詩意感⼈、逗趣幽默的電影【明天別再來敲⾨】，劇情描述獨居的歐弗
（洛夫拉斯卡 飾）想告別世界，隔壁卻搬來惡鄰，意外激起了他的鬥志。但他
死意堅定，⼀次次尋短，奇事卻⼀件件發⽣，不斷阻撓著他堅決的死意。歐弗
曾受⽗⺟呵護，曾有恩愛妻⼦，曾有可愛孩⼦。他的⼈⽣雖是從⼀次次的增加
⾛來，再往⼀次次的減少⾛去，但曾經擁有過的美好，卻永遠縈繞⼼頭。電影
將現實與回憶完美交織，⽗親的期望、妻⼦的關愛，他⼀⽣擁有的美麗與遺
憾，溫暖重現、⼗分⽣動⽽感⼈。 改編⾃瑞典作家菲特烈⾙克曼熱賣30國的同
名⼩說，創下瑞典史上新⼈新書最暢銷記錄。爆紅⼩說登上⼤銀幕，電影不僅
票房賣座，同時橫掃瑞典⾦甲蟲獎最佳影片、男主⾓等七項⼤獎提名， 勇奪最
佳男主⾓、最佳化妝以及觀眾票選獎，絕佳⼝碑與盛況，使它被拿來與瑞典經
典傑作【狗臉的歲⽉】相提並論。(博客來)

 

影片名稱：我的老爸喵星⼈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783

凱文史⾙⻄、珍妮佛嘉納、克⾥斯多福華肯 湯姆布萊德是全球商業⼤亨，坐擁
北美最⾼的商辦⼤樓，全球時區都有⾃⼰的別墅，他狂熱於⾃⼰的⼯作事業，與
家⼈關係疏遠；諾⼤的房⼦裡，常常只有妻⼦-拉拉和女兒-蕾⾙卡相依相偎。蕾
⾙卡11歲⽣⽇那天，她最想獲得的禮物是⼀隻貓，湯姆來到寵物店為她挑選。回
程途中，湯姆發⽣意外，恢復意識時，他發現⾃⼰被困在貓的⾝體裡，並由⾃⼰
的女兒收養牠，他開始體驗到除了財富之外，⼈⽣的另⼀種價值…(博客來)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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