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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來囉！

 

圖書館為迎接「423世界書香⽇」這充滿愛與書香的美好節慶，配合⼈們於此⽇互贈書籍與玫瑰的傳統，圖書館將現
有之2015年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及不納入館藏之贈書，免費贈予本校師⽣。內容豐富，包括電腦、語⾔學習、旅遊、
健康、財經等。歡迎有興趣之讀者⾃⾏⾄本館選取。該批贈閱資料將暫置於圖書館⼀樓⼤廳，陳列時間為106年4⽉21
⽇(五)10:00 -14:00，或⾄送完為⽌。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到館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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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錄

圖書館資料庫檢索區新增彩⾊影印機，歡迎多加利⽤！

圖書館⼀樓休閒期刊暨資料庫檢索區新增彩⾊影印複合機，可線上列印及複印文件，彩⾊A4單⾯收費5元。影印機旁有詳細
操作說明，歡迎多加利⽤。

》回⽬錄

【有獎徵答】「Emerald新興市場個案」有獎徵答活動 (4/30 截⽌)



 

活動簡介：
碩睿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Emerald新興市場個案」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Emerald」找資料回答問
題，就有機會獲得漢來海港⾃助餐券、威秀電影票、超商禮卷等多項⼤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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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徵答⽅式：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Emerald資料庫找資料回答問題，有機會獲得⼤獎。
活動獎項：

⾸獎:漢來海港⾃助餐券1張+威秀電影票1張 ..............1名
貳獎:漢來海港⾃助餐券1張+7-11超商禮卷1張.............1名
參獎:⻄堤⽜排餐卷1張 ................................3名
肆獎:威秀電影票2張 ................................. 5名
伍獎:威秀電影票1張+7-11超商禮卷1張...................10名
參加獎:7-11超商禮卷2張 ..............................10名
歡迎參加！

 
 

》回⽬錄

【有獎徵答】「萬⽅品味賞」有獎徵答活動 (05/20 截⽌)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7_Emerald/index.htm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7_Emerald/index.htm


活動簡介： 
萬⽅數據(國際)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萬⽅品味賞」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萬⽅數據知識服務平台」
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NESPRESSO膠囊咖啡機、PORTER包、時尚品牌錶等多項⼤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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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活動獎項： 
樂活品味賞：NESPRESSO U 膠囊咖啡機 ...................2名 
穿戴品味賞：PORTER經典斜背包/托特包/公事包等 .........3名 
配飾品味賞：CASIO/CITIZEN/ALBA等品牌腕表).............4名 
隨⾝⼩物品味賞：⼿機吊飾/指環扣/集線器等周邊配件 .....5名 
幸運獎：Kingston USB 3.0 32G隨⾝碟....................8名

歡迎參加！

 
 

》回⽬錄

幫您快速取得外文期刊文獻！RapidILL⻄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RapidILL⻄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係由美國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研發之合作系統，參加單位以美國⼤學圖書館為
主，並包括加拿⼤、香港、台灣等地之圖書館，逾⼀百多所參與資源共享。申請之資料最快可在24⼩時內取得全文。對於國
內沒有蒐藏的⻄文期刊，只要透過此服務，圖書館將於短時間內幫助您獲取所需的文獻。處理時間：透過RAPID ILL系統，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viewform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Borrow_Service/introduction.php


約1-3個⼯作天（最快為24⼩時），視各單位處理狀況⽽定。
歡迎多加利⽤！

 

圖片來源：Klara

》回⽬錄

i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數據的下⼀步 : ⽤Spark玩轉活⽤
作者：夏俊鸞等著
館藏索書號：312.136 792 2017
 

隨著⼤數據時代的到來，企業資料每天都在急劇快速膨脹，如何發掘這些資料的價值，
需要⼀種⾼效⽽穩定的分散式運算框架和模型。Spark恰逢其時，應運⽽⽣。本書對
Spark進⾏詳細的闡述，包括核⼼模組和各個⼦系統，能讓Spark初學者快速瞭解和上
⼿，是學習Spark的敲⾨磚，希望此書能讓更多的讀者去深入發掘Spark之美。(博客來)

書名：與其替老闆賣命,不如為⾃⼰拚命 : 台灣科技創新教⽗給青年的20堂創業課
作者：楊雅惠、魏妤庭、許瑞福採訪撰文
館藏索書號：494.1 643.6
 

在破壞式創新天翻地覆的時代，傳統的⼯作都將被重新定義。從男性穿搭到銀髮族商
機，從單⾞租借平台到數位創作，這群來⾃各個不同領域的台灣年輕⼈，跳脫舒適圈，
將夢想落實為創業，不僅改變了他們的⼈⽣，更改變了整個社會！然⽽，究竟該怎麼
做，才能將「創意」轉化成「創業」呢？本書集結了17個台灣新創團隊的親⾝經驗，打
破「有錢才能創業」、「聰明⼈才能創業」的迷思，⼀步⼀步教你從如何發想點⼦、籌
備資⾦、招募⼈才、打造⼯作空間，到如何換位思考，運⽤同理⼼、觀察⼒和實踐⼒找
出商業模式，創造產品真正的價值。(博客來)

書名：東京建築散步 : 50條嚴選路線,帶你⾛訪巷⼦裡的建築名作與老屋風景
作者：松⽥⼒著; 黃友玫譯
館藏索書號：923.31 356
 

「東京，是⼀座活⽣⽣的建築博物館！歷經關東⼤地震和東京⼤空襲，東京這座城市有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Borrow_Service/introduction.php
https://www.flickr.com/photos/klara/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2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3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3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36~S1*cht


著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建築文化遺產；不僅有跨越明治、⼤正、昭和時期的建築，更涵納
了柯比意、包浩斯、萊特等各派風格，華麗⼜多元的建築師陣容。建築師松⽥⼒以他獨
特的眼光，為讀者導覽宛如尋寶的東京建築⼩旅⾏，在穿街⾛巷間，巡禮國寶建築、⼤
師傑作，甚⾄是不尋常建物的細節趣味。即使是造訪過多次的東京，只要帶著這本指
南，踏進從未⾛進的⼩巷，便⼜能開展⼀次新的旅程。(博客來)

書名：公眾演說的秘密 = The secret of public speaking

作者：王擎天著
館藏索書號：811.9 467.2
 

學會公眾演說，你將能達成： 
．快速克服上臺恐慌症 
．產品／服務熱銷狂賣 
．個⼈魅⼒、知名度飆升 
．激發團隊熱情與潛能 
．影響⼒、收入直翻倍

好的演說有公式可以套⽤，就算你是素⼈，也能站在群眾⾯前⾃信滿滿地開⼝說話。讓
你有效提升業績，讓個⼈、公司、品牌和產品快速打開知名度！公眾演說不只是說話，
它更是溝通、宣傳、教學和說服，你想知道的──收⼈、收魂、收錢的演說秘技，盡在本
書！(博客來)

書名：數學⼤觀念 : 從數字到微積分,全⾯理解數學的12⼤觀念
作者：亞瑟.班傑明(Arthur Benjamin)著; 王君儒譯
館藏索書號：310.3 635
 

由淺入深，從基礎的數字意義、代數的出現，到使⽤數字做平⾯運算的幾何和三⾓函
數，甚⾄是⾼等數學思考的無窮級數和微積分的概念等，全部共⼗⼆個我們中學到⼤學
⼀年級整整七年所學到的重要數學觀念，以簡單易懂的⽅式講解，搭配五⼗⼆個數學⼩
魔術，並適時引入正規的公式或代數運算法，使你瞭解與實際操作某定理之特殊性質，
像巴斯卡定理與費⽒數列、黃⾦比例之間的微妙關係，讓你重新全⾯理解埋藏在這些數
學中的⼤觀念！
美國數學⿁才教你看到數學規律，求解，更理解！作者被譽為美國數學⿁才，也被票選
為美國最佳三百位教授，他曾上過三次TED演講，每⼀次演講都讓所有的聽眾折服於數
學的神奇當中，第⼀個演講甚⾄達到六百萬個點擊率。本書為作者的最新作品，將不只
教你如何求解得到正確答案，更是教你如何看透數學的規律，全⾯理解數學的x 與y。

 (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神隱任務 : 永不回頭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968

主演：湯姆克魯斯、蔻碧史莫德

過去服役的憲兵隊指揮官蘇珊邀請傑克李奇回到憲兵隊的總部，卻發現等著他的
竟是殺⼈罪罪名。此刻李奇必須趕在軍⽅、FBI、警⽅及四個不知名的歹徒之前找
到蘇珊，並替⾃⼰洗刷罪名。(博客來)

影片名稱：地獄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3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5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5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65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73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733~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73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637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637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6377~S1*cht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952

主演：湯姆漢克、費莉絲蒂瓊斯

哈佛⼤學符號學教授羅柏蘭登教授(湯姆漢克斯 飾)從⼀間醫院的病床上醒來，對
過去幾天發⽣的事情完全失去記憶，他發現⾃⼰⾝處義⼤利佛羅倫斯，⾝旁的醫
⽣席耶娜(費莉絲蒂瓊斯 飾)告訴他，他曾受過槍擊？這次蘭登教授將深入義⼤利
佛羅倫斯，在百花⼤教堂、維奇奧宮等古蹟間追查波提伽利〈地獄圖〉所引發的
種種謎團，在環環相扣的線索間，蘭登教授竟發現這是⼀場⽣化危機！？（博客
來）

影片名稱：我的蛋男情⼈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971

主演：林依晨、鳳⼩岳  

梅寶(林依晨 飾演) 32歲，在老牌冷凍食品公司上班，是個正值適婚年齡的都會OL，
⼀直夢想和交往多時的男友去北歐住冰屋旅館，卻在出發前夕被分⼿！失戀的梅寶
⼀邊等待愛情，⼀邊替瀕臨危機的公司開發新產品，找到當紅的餐廳主廚阿始(鳳⼩
岳 飾演)合作。沒想到阿始崇尚新鮮食材，最厭惡冷凍食品。兩⼈不吵不相識，逐漸
擦出愛情火花，⼀起開發出能溫暖⼈⼼的冷凍食品。阿始決定彌補梅寶的遺憾，帶
她完成北歐之旅。以為幸福終於來臨的梅寶，沒想到阿始突然⼤發雷霆，甚⾄提出
分⼿！究竟阿始⼼中藏著什麼秘密？梅寶能順利解凍愛情，獲得幸福嗎？(博客來)

 

影片名稱：會計師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978

主演：班艾佛列克、安娜坎卓克

克⾥斯汀沃夫(班艾佛列克 飾)對數字有極⾼的理解⼒，跟⼈比起來他還比較喜歡跟
數字相處，⾝為⼀個獨立作業的會計師，並替全世界最危險的數個犯罪組織擔任會
計⼯作。當財政部犯罪稽查局展開雷厲風⾏的調查時，克⾥斯汀正為⼀家合法的機
器⼈製造公司查帳，⽽且發現有幾百萬美元的帳務有問題，當他⼀步步接近事實的
真相，死亡的陰影立刻壟罩在克⾥斯汀⾝上。

 (博客來)

 

影片名稱：列⾞上的女孩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979

主演：艾蜜莉布朗、海莉班奈特、蕾⾙卡弗格森

本片改編⾃珀拉霍⾦斯的知名⼩說《列⾞上的女孩》，由《姊妹》泰德泰勒執導，愛
蜜莉布朗、賈斯汀賽理斯、蕾⾙卡弗格森、路克伊凡斯與海莉班奈特主演。最近才經
歷過離婚的打擊，並且試圖尋找填補她每⼀天空檔的⽅法，瑞秋華森（艾蜜莉布朗
飾）平⽇都固定搭乘早晚兩班曼哈頓通勤列⾞，靜靜地從⾞窗外看出去。她每天早上
都透過⾞窗看著她曾經和前任丈夫湯姆（賈斯汀瑟魯斯 飾）同住在軌道旁的故居，回
想著他們共同的記憶，有⼀天瑞秋在前往曼哈頓的列⾞上，⽬睹了⼀個出乎她意料的
景象，瑞秋告訴警⽅她認為她親眼⽬睹的事情，但是瑞秋能夠相信她以為⾃⼰看⾒的
事情，或者她⾃⼰也捲入這起犯罪案件之中？當她這名偷窺者跨越了旁觀與著迷的界
線，她就必須設法找到真正的殺⼈凶⼿，或是發現她⾃⼰其實才是⼿上沾了鮮⾎的凶
⼿...... (博客來)

 

 

》回⽬錄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637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636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6368~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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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最美的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
 

全台最美的圖書館隱⾝桃園！由CTLU Architect & Associates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打造的「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
館」，外觀⼤量使⽤⽊元素，包括原⽊香衫、碳化⽊雨淋板、橡⽊、花旗松集成材等，搭配質感塗料後，再透過⾦
屬、玻璃等加以點綴，⾃然質樸的設計風格，形塑出⼈文沉穩質感，成為全台最具話題的特⾊圖書館。⼀起來逛逛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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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來源： 公視晚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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