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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_關鍵少數
 

圖書館邀請您免費欣賞奧斯卡入圍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

【電影】關鍵少數 Hidden Figures 
【片⻑】127分鐘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60566,r1-1.php?Lang=zh-tw


【時間】106/05/16(⼆)18:30-20:40  (18:10開放進場，⾃由入座)
【地點】IB-101    
【主辦單位】圖書館 
※可登錄公務⼈員及約⽤⼈員終⾝學習時數※ 
【簡介】 
激勵⼈⼼! 樂觀昂⾸! 好評、⼝碑不斷的佳片!
奉獻，關於三位聰明絕頂的非裔數學家凱薩琳強⽣(泰拉姬⽪漢森 飾)、桃樂斯范恩(奧塔薇亞史班森 飾)、瑪莉傑克森
(賈奈兒夢內 飾)，她們於1960年代在美國太空總署擔任擔⼯程計算⼈員，並在參與了美國太空任務史上重要的⼀役。
凱薩琳強⽣與其他女性數學家在那個充滿標籤的年代裡跨越了種族、性別的藩籬，⽽帶來⿎舞⼈⼼的⼒量...。 (摘⾃博
客來)  
歡迎踴躍參與！

 
》回⽬錄

畢業季書展

⼜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畢業⽣們也即將邁入⼈⽣新的階段，不論是進入職場、繼續升學還是出國留學…，圖書館特別挑選
了相關的書籍舉辦畢業季書展，展⽰的圖書皆可外借，還有電⼦書喔，歡迎踴躍參加!!!
時間：106年5⽉15⽇~6⽉9⽇
地點：圖書館⼀樓海報展⽰區
歡迎前往參觀！

 

》回⽬錄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圓滿結束，感謝讀者熱情⽀持！

4⽉23⽇是世界讀書⽇，也是交通部「漂書⽇」，圖書館為響應這充滿愛與書香的美好節慶，於105年4⽉21⽇(五)舉辦過期
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感謝本校同學及教職員⼯們的熱情參與，⼀同享受好書、傳遞書香！



 

 
 

》回⽬錄

書香獎勵閱讀計畫，讓你讀好書拿⼤獎！

您知道圖書館有舉辦書香獎勵閱讀計畫活動嗎?
只要選⼗冊書籍提出申請，可⼀冊冊上傳⼼得，不⽤累積到⼗冊⼼得寫完才能上傳。不但每冊⼼得審核通過有機會獲得獎
勵，⼗冊全部完成即可獲得300元禮券。每⽉和每年都有舉辦抽獎，參加就有機會獲得。 
請登入我的閱讀計畫填寫閱讀計畫申請，提出申請後列印閱讀計畫申請表，並親⾃簽名，送交圖書館參考櫃台由專⼈進⾏審
核，審核通過後，圖書館將寄發E-mail通知申請⼈申請案號，並可開始撰寫⼼得。  
凡各申請案於年度中核予結案者均具獲獎資格，圖書館將於次年元⽉進⾏公開抽獎，並網⾴公告獲獎名單。各獎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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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嗎?趕快⾏動吧!!!
請⾒詳情！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7_Emerald/index.htm
http://brpp.lib.ntust.edu.tw/BRPP/Stu_Login.php
http://brpp.lib.ntust.edu.tw/BRPP/


圖片來源：Josh Antonio

 
 

》回⽬錄

【電⼦書推廣】【有獎徵答】

【電⼦書推廣】「udn借閱王．閱讀Star 閃耀Library」推廣活動 (5/31截⽌)

活動簡介：
漢珍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udn借閱王．Play Now 閱讀Non-Stop」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借閱 udn 電⼦書
刊，就有機會獲得SAMSUNG Galaxy 平板電腦、拍立得相機、誠品購書禮券等好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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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活動⽅式：
1.活動期間內，歡迎於所屬圖書館申請⾏動帳號，借閱udn電⼦書刊。
2.登入「⾏動借閱帳號」，才能列入借閱冊數計算。
活動獎項：
依不同讀者群與借閱量作統計，獎品內容請詳⾒活動網站。
歡迎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viewform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oshoantonio/
http://reading.udn.com/act/20170310/
http://reading.udn.com/act/20170310/


【有獎徵答】「看雜誌 ，奪⼤獎！」有獎徵答活動 (05/21 截⽌) 

活動簡介：
⼤鐸資訊公司正為您舉辦「看雜誌 ，奪⼤獎！」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Acer Walking Library
電⼦雜誌」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7-11禮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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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活動徵答⽅式：
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Acer Walking Library電⼦雜誌」找資料回答問題，有機會獲得⼤獎。
活動分兩階段進⾏，兩階段分別計算積分及總答題數。每⼈每⽇答題10題(含)以上，即獲得1積分。每⼈每⽇⾄多獲得1積
分，若總積分相同，按各階段答題數多寡排名。
活動獎項：
7-11禮卷1000元.....1名
7-11禮卷500元......4名
7-11禮卷200元.....10名
歡迎參加！

【電⼦書推廣】「世界悅讀⽇」電⼦書推廣活動 (5/31截⽌)

活動簡介：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世界悅讀⽇」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依照活動辦法操作，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
iPad mini4、LG360 ˚環景攝影機、旋轉式藍芽喇叭、威秀電影票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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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活動徵答⽅式及獎項：
【活動⼀ 悅讀悅滿⾜】
⾄台科⼤圖書館的HyRead電⼦書平台，借閱書籍達制定冊數，即可參加抽獎。
獎品：
iPad mini4 (32G wifi) /1名    
LG 360˚環景攝影機 /2名      
旋轉式藍芽喇叭 /5名     
⼩夜貓公仔8G隨⾝碟 /10名  
【活動⼆ 我要悅讀傳⼼意】
參加「傳情活動」就有機會獲得電影票，⽽您傳情的對象還有機會獲得HyRead電⼦書，快來傳情吧。
獎品：威秀電影票2張共25名、HyRead電⼦書共25名。
【活動三 分享悅讀不寂寞】
來「HyRead ebook電⼦書」粉絲團按讚，完成指定任務，就有機會獲得獎品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7hyreadschool/index.html


獎品：全家禮物卡500元共5名、QUALY雀兒夾共10名、City Café咖啡提貨卡2張共10名。
歡迎參加！

》回⽬錄

i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TensorFlow實戰
作者：黃文堅,唐源著
館藏索書號：312.83 364
 

在《TensorFlow實戰》中講述TensorFlow的基礎原理，TF和其他框架的異同。并⽤具體
的代碼完整地實現了各種類型的深度神經網絡：AutoEncoder、MLP、CNN（AlexNet，
VGGNet，Inception Net，ResNet）、Word2Vec、RNN（LSTM，Bi-RNN）、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Policy Network、Value Network)。此外，《TensorFlow實戰》
還講解了TensorBoard、多GPU并⾏、分布式并⾏、TF.Learn和其他TF.Contrib組件。
《TensorFlow實戰》希望能幫讀者快速入⾨TensorFlow和深度學習，在⼯業界或者研究
中快速地將想法落地為可實踐的模型。(⼤學簡體電腦書店 )

書名：森⼭⼤道的台灣街拍
作者：森⼭⼤道,仲本剛著; 王淑儀譯
館藏索書號：958.31 767-4
 

本書要帶著讀者了解，森⼭⼤道這名攝影家在拍攝的那⼀瞬間，所捕捉到的奇妙感受：
森⼭先⽣對著眼前的事物舉起相機、透過鏡頭看出去的同時，他所看⾒的與眾不同的影
像。 究竟他看到了什麼？為了找出這個答案，⽽有了這趟台灣的旅⾏。解開森⼭作品中
獨特的不可思議感，正是適合本書的⼀⼤主題。這本書是仲本剛與森⼭⼤道這名攝影家
⼀同在台灣旅⾏，同時也是探索森⼭⼤道內⼼之旅的記錄。(iRead 灰熊愛讀書來)

書名：⼤前研⼀「新.商業模式」的思考
作者：⼤前研⼀著; ⾼詹燦譯
館藏索書號：494.1 745-3
 

本書是世界五⼤管理⼤師、趨勢專家⼤前研⼀在⽇本BBT⼤學的熱⾨課程精華結集。不
同於多數知名商學院還在⽤早已過時的陳年案例作討論，⼤前研⼀著眼在「現在進⾏
式」的個案，引導讀者深入思考：如果你是這家公司的經營者，你會如何解決公司所⾯
臨的問題？他挑選出⼗⼆家老牌和新興企業「沒有標準答案」的經營課題，傳授讀者從
如何蒐集資訊到「分析、研究、下結論」的技術，他並針對每⼀個個案提出⾃⼰的戰略
建議，在在顯⽰出⼤師過⼈的眼光與獨到的⾒解。⼤前研⼀說：「在每個重要時刻，你
是否具有決斷⼒，在你的⼈⽣中會愈來愈重要！」透過本書，你將可以⽤最少的代價學
會「⼤前流」的思考⽅法，掌握關鍵決斷⼒，成為各⾏各業最搶⼿的⼈才！(iRead 灰熊
愛讀書)

書名：村裡來了個暴⾛女外科 : 偏鄉⼩醫院的⾎與骨、笑和淚
作者：劉宗瑀著
館藏索書號：416 723-3
 

我們都有需要「看醫⽣」的時候，但你可曾真正「看」到醫⽣的內⼼？醫⽣、護理師、
病⼈，有時還有猛獸（？）的⼤亂鬥第⼀⼿揭露偏鄉⼩醫院的真實⾯貌！史上最暴⾛的
女外科下～鄉～啦～！⼩劉醫師寫出不同於都市⼤醫院的偏鄉醫院⾯貌，在這裡，醫護
⼈員與城市有著相同的無奈，病⼈被現實擠壓的⽣死掙扎也多有相似。但相較都市醫院
的冷漠與權⼒鬥爭，這裡滿滿的⼈情能融化冰冷的⼼，讓找不到⾃我的醫師，重新對⽣
命、對外科，燃起堅定向前的勇氣！(iRead 灰熊愛讀書)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7hyreadschool/index.html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57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57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57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0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0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0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0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14~S1*cht


書名：情緒勒索：那些在伴侶、親⼦、職場間,最讓⼈窒息的相處
作者：周慕姿著
館藏索書號：176.52 643
 

情緒勒索最常發⽣在伴侶、親⼦、職場、⼈際間，⽽在華⼈社會裡，更常⾒，且更糾
葛，因為我們有根深柢固的孝順文化與對權威的尊崇，以及總是要求孩⼦「好，還要更
好」，⽽後者，更容易讓⼈⾃我價值感低落。周慕姿⼼理師以精準且層次分明的⾓度，
剖析情緒勒索的⾯貌，以及何種⼈最容易陷入情緒勒索的困境，並且針對華⼈文化，提
出提升「⾃我價值感」為避免情緒勒索的最主要關鍵。此外，適時建立情緒界限，搭配
練習，重新掌握⾃⼰的⼈⽣，因為，這是你的⼈⽣，你不該為滿⾜別⼈的需求⽽活。
(iRead 灰熊愛讀書)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海底總動員2 : 多莉去哪兒？

館藏索書號:DVD N 19741

⽪克斯年度動畫歡樂鉅獻，《海底總動員》⼗年後⼜回來了！這次將以健忘的多
莉為主軸，故事發⽣在尼莫返家後的六個⽉，多莉在魟⿂雷老師的校外教學看到
魟⿂的集體洄游，⼀向什麼都記不起來的她突然受到記憶的衝擊，想起⾃⼰與⽗
⺟分離的過往，多莉決定啟程尋找⾃⼰的雙親，展開⼀段遠赴加州海岸、潛入加
州海⽣館的全新冒險之旅，多莉必須克服她的健忘，憑著僅存的記憶找到她失去
的寶貴家⼈。(博客來)

影片名稱：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069

主演：艾迪瑞德曼、柯林法洛

某個神祕事物在1926年的紐約街道上留下⼤肆破壞的痕跡，導致巫師世界曝光的
危險。此時為了追蹤並記錄奇獸的紐特斯卡曼德，提著⼀只魔法⽪箱到達了這個
城市，卻在無意間遇到莫魔雅各，陰錯陽差的狀況下讓⽪箱中的怪獸逃出紐特的
掌握，幾個英雄必須在怪獸們造成損害之前把牠們找回來，⽽在此同時，他們也
將⾯對⿊暗⼒量的威脅。（博客來）

 

影片名稱：奇異博⼠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061

主演：班尼迪克康柏拜區

史蒂芬史傳奇原本是⼀位狂傲天才腦神經外科醫⽣，卻因為⼀場⾞禍雙⼿嚴重受
傷，無法再繼續⾏醫。他為了治療抵達尼泊爾的卡瑪泰姬，因⽽認識魔法⼤師古
⼀，發現來⾃於其他次元的神秘⼒量，為了尋求⾃我⾝體和⼼靈上的提升，以及追
尋更⾼層次捍衛世界和平的⽬地，史傳奇開始接受魔法訓練，從此開啟了奇異博⼠
精彩的⼼靈冒險之旅。(博客來)

 

影片名稱：完美陌⽣⼈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2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21~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2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7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7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7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37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5298~S1*cht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015

主演：朱賽佩巴帝斯通、安娜佛格萊塔、⽡⾥歐⾺斯坦德

多少伴侶能真正坦誠相對？⽉蝕之夜，4對夫妻情侶相約共聚晚餐，其中1⼈的女友
缺了席，流⾔揣測因⽽四起。餐桌上的7個⼈各懷⼼事，這時突然有⼈提議來玩「公
開⼿機」遊戲：若對⾃⼰問⼼無愧，就將⼿機放在餐桌上。從此刻起，任何⼈收到
任何簡訊、郵件、留⾔甚⾄來電，都得公開內容…。(博客來)

影片名稱：星際過客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085

主演：克⾥斯普瑞特、珍妮佛勞倫斯

"兩名搭乘艾⽡隆號移⺠星艦的乘客，艾⽡隆號移⺠星艦有5259名⼈員，準備前往另
⼀個星球，航⾏120年後展開全新⽣活。吉姆(克⾥ 斯普瑞特 飾演)的休眠艙因不明原
因，竟在抵達前90年提早開啟。吉姆在意外甦醒的⼀年內，⽤盡所有⽅法卻無法回到
休眠艙，⼼灰意冷的他...遇上了沉睡的奧蘿拉(珍妮佛勞倫斯 飾演)。兩⼈在找尋休眠
艙故障原因的過程裡，無法⾃拔地愛上了彼此，完全無法抗拒對⽅強烈的吸引⼒...於
此同時，移⺠星艦開始漸漸崩解，他們必須找出提早甦醒的原因，試圖拯救這艘移⺠
星艦⾯臨沉沒於宇宙的悲劇。"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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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播版影片著作權介紹

 

近來⺠眾在辦理各類活動如慶典、廟會、社區營造等，為增加活動內容⽽播放影片，在公開場所放映影⾳節⽬，是否
需取得授權? 如何取得授權?學校或圖書館提供空間讓學⽣觀賞電影或是定期辦理電影欣賞，涉及哪些著作權相關問題
呢？什麼是「公播版」、「家⽤版」? 何種情況下需要取得影片公開上映的授權?讓經濟部智財局詳細告訴您!
文章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圖片來源：Kenneth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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