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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歡迎新⽣參加圖書館之旅 Welcome to join Library Tour
 

歡迎您成為臺科⼤的⼀份⼦，圖書館在學期初舉辦新⽣圖書館導覽活動，歡迎您相約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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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場 3⽉ 7⽇(⼆)13：30~14：10(英文導覽)
報名 第⼆場 3⽉10⽇(五)10：00~10：40
Welcome to TaiwanTech Librar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join “Library Tour”. In this 40-minute library tour,
librarians will give you a brief overview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nd let you know how to use TaiwanTech library for
your study and research.

Date: 3/7(Tue) (English)
Time:13：30-14：10
Location: Library lobby
Click here to register

Date: 3/10(Fri) 
Time:10：00-10：40
Location: Library lobby
Click here to register

詳情請洽圖書館流通櫃台  TEL: 02-27376195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89


》回⽬錄

歡迎多加利⽤教師指定參考⽤書！

教師因課程所需，指定學⽣閱讀之圖書，即可列為教師指定參考書。圖書館將指定參考書集中陳列於⼀樓參考書庫指定參考
書專區，有需要的同學可⾄該區閱覽，但僅供館內閱覽不得外借。請⾒教師指定參考⽤書清單！

》回⽬錄

【試⽤電⼦書】臺灣學術電⼦書聯盟2017年試⽤電⼦書~

主題項⽬說明：S&T(基礎科學暨科技與⼯程類)、M(醫學類) 、Ss&A(社會科學暨⼈文藝術類)

⻄文電⼦書名稱 主題 內容簡介 試⽤期限 備註
McGraw-Hill E-
Book Collection--
⻄文電⼦書選輯

綜合 McGraw-Hill E-Book Collections係由出版社與L&B技術團隊開
發的優質學術電⼦書,專業的資訊檢索服務和平台技術,可供多
⼈同時連線、下載離線閱讀、內文引⽤/標註、列印等功能。
本次提供的書籍皆是⻄文暢銷書⽬,以商業企管、財經投資、
醫學實⽤臨床及教學⽤書、⾃然科學及⽣醫⼯程等領域為主。

期限⾄
2017/03/08

使⽤⼿冊

HyRead ebook電⼦
書

綜合 精選全國師⽣愛⽤之各類暢銷書及學術電⼦書,提供flash動態
翻⾴、全文檢索、螢光筆畫線、註記、書籤、雲端同步、
EPUB、顯⽰最近圖書館等加值功能,⾼解析度畫質,讀者可於
館、內外隨時利⽤電腦、平版、⼿機等載具閱讀電⼦書,使⽤
最具效益！

期限⾄
2017/03/31

L&B數位圖書館--中
文電⼦書選輯

綜合 本次提報超過2500筆中文學術書籍。主題內容包羅萬象,包括
⼤學出版社與專業知名學術出版社如：香港⼤學出版社、國立
清華⼤學出版社、國立交通⼤學出版社、國立台北藝術⼤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台灣⾦融研訓院、敦煌、書林、前衛、遠⾜
文化、德威、全華、新造數位、碁峰資訊、松崗文魁、華杏出
版集團、新⾃然主義、⼈類智庫、千華數位、宏碩文化等之中
文著作。

期限⾄
2017/03/08

使⽤⼿冊

McGraw-Hill E- Ss & A McGraw-Hill E-Book Collections係由出版社與L&B技術團隊開 期限⾄ 使⽤⼿冊

http://www-o.ntust.edu.tw/~lib/libcat/catalog/referencebook.html
http://0-lb20.mcgrawhill.libraryandbook.net.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7/McGraw-Hill.pdf
http://taebc.ebook.hyread.com.tw/
http://0-lb20.libraryandbook.net.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7/L&B.pdf
http://0-lb20.mcgrawhill.libraryandbook.net.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7/McGraw-Hill.pdf


Book Collection--
中文電⼦書選輯

發的優質學術電⼦書,專業的資訊檢索服務和平台技術,可供多
⼈同時連線、下載離線閱讀、內文引⽤/標註、列印等功能。
本次提供近50筆中文暢銷書⽬,以Social Science之商業企管、
財經投資等領域為主。

2017/03/08

udn 讀書館_數位閱
讀電⼦書庫

綜合 由udn數位閱讀網與國內各出版社與作家合作的電⼦書,重新編
排製作、互動設計,除了銷售給⼀般網友,也提供圖書館典藏。
知名作家的文學作品、奇幻⾼⼿的⼩說套書、全⺠英檢語⾔學
習書,或休閒旅遊、電腦教學和財經企管叢書、年鑑,在udn數
位閱讀館電⼦書庫都看得到！

期限⾄
2017/03/31

使⽤⼿冊

 
 

》回⽬錄

圖書館⼆樓新增沙發充電區，歡迎多加利⽤！

圖書館⼆樓閱覽室外新增沙發充電區，每張沙發搭配⼀座立式枱燈，沙發上⽅另安裝充電插座，讓您在閱讀疲憊之餘可在此
稍作休息，好好充電，重拾動⼒！快來試試這舒適的「充電站」吧！

 

》回⽬錄

本校博碩⼠論文系統全新改版上線，歡迎多加利⽤!!

本校博碩⼠論文系統全新改版上線，歡迎多加利⽤!!
舊有之「學位論文全文系統」將停⽌服務，⾃105學年度第2學期起，研究⽣提交論文電⼦檔請⾄新版「博碩⼠
論文系統」。
請參考論文上傳步驟說明！

http://0-lb20.mcgrawhill.libraryandbook.net.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reading.udn.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taebc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7/udn.pdf
http://etheses.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ETD-db/etheses_filing.html
http://etheses.lib.ntust.edu.tw/


》回⽬錄

【展覽】「學期新聲」設計所學⽣作品！

圖書館⼀樓展覽廊道正展出設計所學⽣作品，此次共展⽰7件作品，包括：
Anti- potholes light 利⽤⼤數據分析設計的腳踏⾞路況提醒燈。
Double 利⽤兩個冰冷的異材質-⽔泥與磨⽯⼦，結合產⽣有溫度的茶⼏。
ebanner 運⽤可撓式螢幕技術，設計可客製化的電⼦展架。
鱷⿂肚⼦餓  堆疊⿂兒，讓兒童學習平衡與重量的遊戲。
Trasher ⼀體成形的有袋夾⼦，可夾起垃圾並暫時存放於內。
特殊造型的coco咖啡機套組，享受美好晨光。
Air Blade 透過電能與氣流結合，搭配對應粘板，使烹飪的"切"更精準衛⽣。
圖書館邀請您⼀起來欣賞!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天后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883

主演：梅莉史翠普、休葛蘭

樂壇奇葩真⼈真事改編！紐約貴婦佛羅倫斯佛斯特珍⾦絲（梅莉史翠普飾）從
⼩便熱愛⾳樂及歌唱，期許⾃⼰有⼀天成為當代最偉⼤的女歌⼿，沒想到竟五
⾳不全，⼀開⼝唱歌便如魔⾳傳腦般叫⼈崩潰，但⾃我感覺超良好的她，卻覺
得⾃⼰的歌聲就像天籟美⾳、黃鶯出⾕般美妙。善良的丈夫⾙福爾德（休葛蘭
飾）癡癡守護在旁⽀持著佛羅倫斯，不願戳破她對於演唱事業的癡⼼妄想，直
到她開⼝希望在樂壇聖地紐約卡內基⾳樂廳舉辦售票演唱會，⾙福爾德才發現
⼤事不妙，眼看事情⼀發不可收拾，⾙福爾德該如何告訴⼼愛妻⼦殘酷真相，
⽽佛羅倫斯在⼀連串的歌唱特訓後，⼜會以怎樣的歌聲震撼全場？(博客來)

影片名稱：怪奇孤兒院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921

主演：伊娃葛林、⼭繆傑克森、阿薩巴特菲爾德

由⿁才導演提姆波頓執導，改編⾃蘭森瑞格斯同名暢銷奇幻⼩說，影評⼈朱利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2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32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4678~S1*cht


安羅曼稱讚「充滿想像⼒的世界！」，並帶領觀眾踏上⼀段不凡的冒險。當16
歲的傑克（阿薩巴特菲爾德 飾）跟著祖⽗留下的線索，發覺⼀個不同於現實和
時代的神秘世界，在這不為⼈知的「怪奇孤兒院」裡，住著由裴利隼⼩姐(伊娃
葛林 飾)所保護的擁有非凡能⼒的⼩孩。然⽽恐怖的噬魂怪，卻也跟著傑克⼀
起來到這個奇幻國度，讓這地⽅更加危險。傑克則必須運⽤他的超能⼒，引領
著這群孩⼦，以保護他們的世界…。(博客來)

影片名稱：美麗⼈⽣

館藏索書號:DVD PN 2706

主演：羅⾙托．⾙尼尼、妮珂塔．布拉斯奇、喬治．卡塔⾥尼  

1998奧斯卡7項⼤獎提名；榮獲最佳男主⾓、最佳原創⾳樂與最佳外語片3項⼤
獎。1997年上映的義⼤利電影，由導演羅⾙托．⾙尼尼（Roberto Benigni）⾃
編⾃導⾃演，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男主⾓、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及多
個國際⼤獎。電影講述在⼆次⼤戰時期，⼀對義⼤利猶太裔⽗⼦被送進納粹集
中營，天性幽默的⽗親古意多（導演羅⾙托．⾙尼尼飾）不忍年僅五歲的兒⼦
約書亞飽受驚恐，利⽤⾃⼰豐富的想像⼒扯謊說他們正在參加⼀個遊戲，必須
接受集中營中種種規矩以換得分數贏取最後⼤獎。影片笑中有淚，將⼀個⼤時
代⼩⼈物的故事，轉化為⼀個扣⼈⼼弦的悲喜劇。(博客來)

 

影片名稱：透明海洋之旅 : 為藍鯨發聲

館藏索書號:DVD M 19867

「透明海洋團隊」集結了⼀群藝術家、⾳樂家、運動員及名流們，透過藝術及
⾳樂創作關注全球海洋環境的議題。為了藍鯨的棲息地進⾏抗爭並吸引加州沿
海重點地區的⼈們注意到海岸的問題，由英國知名樂團Band of Frequencies發
起了⼀趟“透明海洋”之旅，在23天內探索世界上⼈⼝最多的海岸線之⼀的南加
州海岸，每天創作出⼀⾸歌曲。成員們乘著六艘橡⽪艇，追尋從聖塔芭芭拉南
遷到美國邊境的加州灰鯨和藍鯨，⼀度迷失在⼤海中，藉由⼀天創作⼀⾸歌
曲，融入藝術與⾳樂，抒發個⼈對於海洋與⾃我的連結，輕快的節奏、舒暢的
旋律與動⼈的嗓⾳，扣⼈⼼弦！關注海洋的衝浪⼿、⾳樂家及電影創作者們⼀
同帶領觀眾航向23天⾳樂與海洋的感官旅程。（博客來）

 

影片名稱：魔髮精靈

館藏索書號:DVD N 19904

曾成功打造【史瑞克快樂4神仙】的導演麥克米契，將1960年代創造流⾏旋風的
巨魔娃娃搬上⼤銀幕，網羅賈斯汀、安娜坎卓克、詹姆斯柯登等影歌星共同獻聲
演出。故事描述⽣性樂觀的波比（安娜坎卓克 配⾳），為了拯救被陰險的柏根
族抓⾛的朋友，與總是陰沉沉的⼩布（賈斯汀 配⾳）展開⼀趟拯救任務…。締
造全球票房逾3億美⾦的【魔髮精靈】，再度掀起片中魔髮熱潮，⽽美妙動聽的
歌曲替影片製造驚喜，其中《Can't Stop the Feeling!》還入圍本屆⾦球獎最佳電
影原創歌曲。（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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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