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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招募106學年度第⼀學期⼯讀⽣
 

誠徵106學年度第⼀學期⼯讀⽣
1.閱覽組：正取4名，備取4名；
2.參考室：正取2名，備取2名。

⼯作性質：
1. 閱覽組：櫃台值班、圖書上架、整架、移架等。
2. 參考室：網⾴修改、圖書整架、檔案整理等業務。

⼯作時間：
1. 閱覽組：週⼀⾄週⽇按輪班時間排班，平均每⽉50⼩時。(週末需安排輪流值班及整架，不能配合者，請勿申請。)
2. 參考室：週⼀⾄週五⽩天，每週總時數10⼩時以上。

有意申請者，請填寫「⼯讀申請表」後，連同下學期(106學年度第⼀學期)課表⼀併送⾄圖書館借還書櫃台，未附課表者恕不辦
理。
收件截⽌時間：106年6⽉18⽇(週⽇)⽌。
⼯讀申請表下載網址：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img/660/form26.doc
⾯談通知：資料審查後，將擇優進⾏⾯談，⾯談時間及地點將於繳交報名表後⾄截⽌⽇之間以電話通知，請屆時務必開機。
錄取名單將於6⽉21⽇(週三) 於本館網⾴公告。
備註：錄⽤者試⽤期⼀個⽉，如不適任則由備取名單遞補。

》回⽬錄

放暑假學英文超有⽤！

圖書館提供許多線上語文學習資料庫及線上語⾔雜誌供讀者⾃學使⽤，包括空中英語教室、常春藤解析英語、Live互動英語、biz互動英
語…等，使⽤⽅便，在家亦可使⽤，歡迎多加利⽤！

名稱 路徑 請點選

空中英語教室
[課文講解線上收聽]

圖書館⾸⾴/語⾔學習區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img/660/form26.doc
http://0-www-o.ntust.edu.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studio/index.html


空中英語教室
[數位影⾳典藏學習系統]

圖書館⾸⾴/語⾔學習區

常春藤解析英語

1. 館藏⽬錄直接搜尋期刊名稱
2. 圖書館⾸⾴/電⼦雜誌/ Acer
Walking Library

常春藤⽣活英語

Live互動英語

ABC互動英語

biz互動英語

ALL+互動英語

English Island英語島

Discovery互動英語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有獎徵答】「閱讀漂流記」電⼦書推廣活動 (6/15截⽌)

http://0-www-o.ntust.edu.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studio/index.html
http://0-tccs1.webenglish.tv.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tccs1.webenglish.tv.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0220630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0220630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0220640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0220640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6094867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6094867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6838548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6838548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8102573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8102573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8133452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18133452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23105208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23105208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24139742
http://0-edo.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ocp.aspx?subs_no=00006&issn=24139742


活動簡介：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閱讀漂流記」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依照活動辦法操作，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全
家禮物卡200元、⾏動電源、饗食天堂下午茶餐券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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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活動徵答⽅式及獎項：
【閱讀漂流記】
於活動期間內任選⼀本書籍閱讀後，寫下⼀則經典好話並透過臉書(Facebook)分享給其他好友。每⽉需於結算期間內將截圖寄給華藝電
⼦書⾏銷活動信箱。只要成功標記5本書或5位好友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獎品：全家禮物卡200元 (每⽉20名)。
【閱讀⼈氣獎】
於活動期間中發文累積最多讚+留⾔+分享，即可獲得獎品。每⽉需於結算期間內將截圖寄給華藝電⼦書⾏銷活動信箱。
獎品：⻄堤等價餐券2張。
【下載閱讀獎】
於活動期間內⾄「iRead eBook華藝電⼦書」登入個⼈帳號後下載書籍並閱讀10本以上者即可參加抽獎。每⽉需於結算期間內將截圖寄
給華藝電⼦書⾏銷活動信箱。
獎品：每⽉⾏動電源1名、全家禮物卡500元2名、饗食天堂下午茶餐券1名。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挑戰⾦頭腦」有獎徵答活動 (6/16截⽌)

活動簡介：
Wiley Online Library正為您舉辦「挑戰⾦頭腦」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依照活動辦法操作，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華納威秀電影票
(4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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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Wiley Online Library資料庫查找。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好棒棒⾦頭腦獎-華納威秀電影票 (4張)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TAIWAN QUIZ 2017」有獎徵答活動 (6/16截⽌)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https://wiley.qualtrics.com/SE/?SID=SV_3f4FgOz0DaPOyJ7&Q_JFE=0
https://wiley.qualtrics.com/jfe/form/SV_3f4FgOz0DaPOyJ7
http://www.surveymonkey.com/r/TaiwanQuiz17


活動簡介：
⾶資得知識服務公司正為您舉辦「TAIWAN QUIZ 2017」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Taylor & Francis Online」找資
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罩式⽿機、隨⾝碟、誠品禮券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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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活動徵答⽅式：
限本校IP位址⾄Taylor & Francis Online資料庫查找。
活動獎項：
頭獎：MARSHALL Major II 藍芽⽿罩式⽿機 (1 份)
貳獎：⾳樂立⽅藍芽LED檯燈 (1份)
叁獎：電影造型隨⾝碟 (5 份)
肆獎：誠品禮券貳百元 (20 份)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挑戰密室逃脫」有獎徵答活動 (6/14 截⽌)

碩睿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挑戰密室逃脫」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Web of Science」與「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資料庫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VR實境機、⽜排餐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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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Web of Science」與「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資料庫查找。
2.本密室有兩重關卡，凡參與第⼀關解謎者，始能進入第⼆關。第⼀關解謎成功者，即有機會抽獎獲取精美獎品。第⼆關闖關成功者，
即為從密室脫逃成功，有機會抽獎獲取VR實境獎品⼤獎!歡迎來挑戰!!
歡迎參加！

》回⽬錄

iReading‧線上畢業季書展

 
書名：如何找份好⼯作
作者：胡剛編著
館藏索書號：542.77 460.3  
 

應徵⼯作時的8⼤法則、60項細則，讓你在換⼯作、找⼯作、轉換跑道時。求理想、求⾼薪、求發展，屢試
屢中、順遂如意本書為求職者提供八⼤法則和許多錦囊妙計。這八⼤法則是求職過程中需要掌握的要點內
容，書中將逐⼀詳加說明，⽤簡潔的話語、⽣動的事例，揭開求職的神秘⾯紗，帶給讀者豁然開朗的感
受。改變「求職難，難於上青天」的迷思。。( iRead 灰熊愛讀書 )

書名：不瘋狂,成就不了夢想：⾃⼰的事業⾃⼰創!

作者：琳達.羅騰堡(Linda Rottenberg)著; 劉復苓譯
館藏索書號：494.1 556.6  
 

在本書中，琳達‧羅騰堡告訴讀者：不瘋狂，成就不了⼤事！書中揭露了如何在降低風險的情況下，做出最
有智慧的⼤冒險。根據琳達的說法：「如果沒有⼈說你瘋了，表⽰你設想的格局不夠⼤。」本書結合精彩
故事、第⼀⼿研究和實⽤建議，創造出開始⾏動與做⼤事業的指導⽅針。它⽣動描述華特‧迪⼠尼和雅詩‧蘭
黛等指標性創業家的故事、揭露奇異電器和Burberry是如何重獲新⽣，並讓我們認識像蕾拉‧薇雷茲這樣的
創業家，是如何從⾥約市⾃家廚房建立起八千萬美元的護髮王國。( Readmoo電⼦書店 所提供)

書名：菜⿃變精英的職場進化⼿冊：職場菜⿃如何展翅⾶翔
作者：作者：池秋雨編著

http://www.surveymonkey.com/r/TaiwanQuiz17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7_Wos_JCR/index.htm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3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4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4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1326~S1*cht


館藏索書號：494.35 493.2-2
 

本書包括職場規劃、職場技巧、職場能⼒的培養以及職場語⾔、職場處事技巧及職場發展等內容，可指導
和説明初入職場的年輕⼈更好地適應職場，在職場中遊刃有餘。職場的⾏進之路固然辛苦，有失意和煩
惱，但也伴著⼀路收穫，在⼀個笨⼿笨腳的⽑⽑蟲蛻變成蝶的時候，回頭再看，再多的付出都值得。作者
編著本書的⽬的是説明職場菜烏成功地過渡到無敵⼩⽩領，實現華麗的轉⾝，使你在成功路上⾛得更快更
遠。成功從來都不是偶然的，它需要努⼒，需要智慧，需要全⼒地拼搏。成功也是有捷徑的，在⽭盾與協
作、問題與機遇同在的職場，找對⽅法，便有可能讓你少奮鬥10年，早⽇實現⾃⼰的職業夢想。(iRead 灰
熊愛讀書)

書名：⼤膽起步：在⼯作中展現⾃我,創造耀眼的⾃⼰
作者：南.羅素(Nan S. Russell)著; 洪慧芳譯
館藏索書號：494.35 530.9  
 

本書探討你在職場中會遇到的問題，⼀⼀給予具體的解決之道，以及思考的⽅向。 例如：如何在眾多⼈中
脫穎⽽出，即使你沒有顯赫的背景與超群的能⼒；如何避免在⼯作中⼈云亦云，即使保住⼯作，卻失去⾃
我；如何在⼯作中展現獨特的⾃我，⾃由揮灑，⽽非犧牲⾃我，迎合⼯作；如何在這個⼤家忙著溝通，卻忽
略溝通的時代，好好聆聽別⼈的意⾒，彼此合作，變成⾃⼰成⻑的養分；如何在這個競爭的世代，超越個⼈
利益，做出有益⼤局的決策；如何在⼯作中注入你的靈魂，但不要誤以為⼯作等於你；如何展現信任，創造
互信的合作關係；如何避免非⿊即⽩的專斷式思考，更能理解灰⾊地帶，進⽽找出彼此的交集；如何讀到老
闆的⼼聲……。(Readmoo電⼦書店)

書名：1份⼯作11種視野：改變你未來命運的絕對⼯作術
作者：褚⼠瑩著
館藏索書號：177.2 342-4
 

褚⼠瑩說「⼯作」本來就是動詞，找到對的⼯作，比有沒有夢想還重要。不是換100個⼯作就動⼒⼗⾜，也
不是出國就有國際觀，別看輕⾃⼰，但也別⾼估⾃⼰，⼯作是讓我們變成⼀個更懂享受⽣命的⼈！ 
1份⼯作11種視野 特別筆記：

夢想要反覆練習，才能成為專業夢想家。
想⼀想你的⼯作是否得了蛋⽩質缺乏症？
請丟掉懷才不遇吧！
觀念上更新的⼯作，就是新⼯作。
接受最平凡的⾃⼰。
你是為了⾃⼰快樂 ？還是為了讓別⼈羨慕？
改變觀念，就可以改變世界。
⼯作不能只有「飽⾜感」，卻沒有「滿⾜感」。
世界上沒有不無聊的⼯作。
帶腦⼦去旅⾏，回來記得說故事。
⼯作當然不是為了準備退休。(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畢業不怕失業：除了學歷,你更需要的是職場即戰⼒
作者：王乾任著
館藏索書號：525.619 446-3   
 

不怕畢業即失業！！
⼤學⽣畢業前，需要覺醒的３件事！
沒有接軌⼒，學校畢業後你將徬徨失措且無所適從。
沒有軟實⼒，你將不能為職場所⽤，喪失立⾜機會。
沒有競爭⼒，在社會洶湧的洪流中，你只能被淘汰。

順利接軌即將開展的新⼈⽣。(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聰明⼯作：新鮮⼈輕鬆搞定專案的第⼀本書
作者：李治著
館藏索書號：494.35 430.11-2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13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28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288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552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9552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8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80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205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720593~S1*cht


 

專案無所不在，靈活運⽤專案管理，就能將專案點⽯成⾦！做⼀份PPT簡報給客⼾，是專案；舉辦⼀場商品
展⽰會，也是專案；開發⼀種新的產品，更是專案。靈活運⽤專案，就能把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把複雜變
簡單！！學會專案管理，職場愈拚愈快樂！這是⼀本你絕對要看的最省⼒職場⼯作祕笈！ ★在這個⼯作難尋
的年代，比學歷更重要的是實⼒！ 這是⼀本教你把不可能變可能，絕對要看的最省⼒職場⼯作祕笈！(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天看完的⾯試英文
作者：Mars Chuang, Nina Wang編著
館藏索書號：805.188 600.2  
 

這本書把嚴肅的⾯試情境完全圖像化，透過⼀連串的趣味圖片，激發你的英文想像⼒、進⽽把英文句⼦與圖
片做連結，今天就能夠輕鬆看完，隔天就可以⾃信滿滿地⾯試去！本書前半部份包含了⾯試⼀定會問到的15
⼤主題，圖像式引導你直接⽤英文思考、在腦海裡組織英文；後半部份是15種熱⾨職務真實⾯試場景，完全
模擬求職者與⾯試官之間的實境對話。為了讓求職者的應對更得體，還穿插了「⾯試⼩錦囊」以及「圖解英
文⼀天速記」單元。不僅讓你看著圖片、就能夠立即脫⼝說出英文，更幫你儲備求職時必備的⾯試基本常識
與⾯試禮節，⼀天之內，學好「英文」也學會「⾯試技巧」。(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履歷⾯試：密技⼤公開
作者：臧聲遠編
館藏索書號：542.77 357.2 2013  
 

企業名⼈⾯試犀利考題⼤公開，教你最新版履歷⾯試密技！
網路履歷表，要如何通過關鍵字篩選?
情境模擬⾯試，為何成為企業新流⾏?
為何會『說故事』的履歷⾃傳最吃香?
就業博覽會現場，怎樣搶⼯作?
『時事題』與『不可能題』如何接招?
為何企業對有⼼來學習的求職者很感冒?

學歷不如⼈，有哪些⼤補帖可搶救?!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老闆到底要什麼?：獵頭⼈資主管⾸度公開求職者的錄取祕辛
作者：林徐秀清著
館藏索書號：542.77 756  
 

曾任世界500強企業的獵頭⼈資主管，
告訴你找⼯作不能不知道的背後祕密。
資深專業獵頭顧問
林徐秀清 Stella Lin◎著
求職者為什麼⼼慌？
你知道⾃⼰要什麼嗎？
你知道老闆要什麼嗎？
⽬標⼜要怎麼去達成？
從事獵頭、企業諮詢、與⾼層管理⼈員培訓的菁英⼈資主管，毫不藏私傳授求職者順利錄取的實戰技巧。不
論是寫履歷、⾯試、還是談薪⽔， 免擔⼼、免害怕！！本書⼀步步助你將夢想⼯作⼿到擒來！！。(iRead
灰熊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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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影片名稱：海洋奇緣

館藏索書號:DVD N 20122

無畏⾯對危險，成為⾃⼰想要成為的⼈。莫娜是位⼀⼼嚮往⼤海的酋⻑之女，原本跟族⼈在島嶼上安
居樂業，直到有⼀天，漁獲量漸漸短少，農作物也減少產值，樹⽊慢慢枯死⋯莫娜認為唯⼀⽣路就是
向外拓展，但⽗親卻認為⼤海凶險嚴格禁⽌出航。然⽽莫娜的祖⺟卻指引她另⼀⽅向，傳說中半神⼈
⽑伊從女神那邊偷⾛了具有神秘⼒量的海洋之⼼，才使得⿊暗⼒量蔓延，⽣態平衡受到破壞。祖⺟告
訴莫娜她是⼤海選中之⼈，使命就是要找到半神⼈⽑伊，請他歸還海洋之⼼，讓⼀切恢復原狀⋯ 懷抱
著對族⼈的責任與對⼤海的熱愛，莫娜無畏地踏上⼀段不凡的旅程！(博客來)

影片名稱：遇⾒街貓BOB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119 

主演：Bob the Cat （全球最紅街貓）、路克索德威

在街頭⾃彈⾃唱兼賣《The Big Issue⼤誌雜誌》的詹姆⼠（路克索德威飾演），在家中意外發現⼀隻
腿受傷的瘦⼩貓。當時他正在戒毒，卻沒有因為經濟壓⼒棄牠不顧，反⽽耐⼼照顧牠直到康復，並將
牠取名為「Bob」。隨後，詹姆⼠試圖將Bob放回街頭，沒想到Bob竟對詹姆⼠產⽣依賴，再也不離開
他。詹姆⼠開始帶著Bob⼀起上街賣藝，Bob在賣藝期間總是靜靜地待在詹姆⼠的琴袋上、吉他上，
甚⾄是肩膀上。這般乖巧與可愛的Bob，⾃然吸引到不少⼈關注，更讓詹姆⼠的經濟狀況逐漸好轉。
他在街頭賣藝的影片，也在YouTube廣為流傳，引發熱議。Bob也陪伴詹姆⼠度過每個毒癮發作的夜
晚，他們療癒了彼此，不再讓彼此流浪。（博客來）

 

影片名稱：怒火地平線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147

主演：⾺克華柏格、寇特羅素

2010年，鑽油平台「深⽔地平線」（Deepwater Horizon）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墨⻄哥灣鑽探深海油
井，可是在4⽉20⽇，油氣從鑽探井深處噴發，造成爆炸，引發熊熊⼤火，威⼒驚⼈，平台變成⼀團
烈焰火球，即將沉入海⾯，平台上的126名員⼯性命危在旦夕，平台技師麥克威廉斯（⾺克華柏格
飾）與幾名員⼯逃過⼀劫，但他們得在千鈞⼀髮的⽣死關頭救出其他同僚，設法讓傷害降到最低。眼
前是茫茫火海和滾滾濃煙，周圍是⼀望無際的海洋，他們只能搏命奮戰，拼死求⽣。(博客來)

 

影片名稱：最美的安排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108

主演：威爾史密斯、艾德華諾頓

故事敘述曾經熱愛⽣命、傑出⽽且創意無限的廣告⼈霍華(威爾史密斯 飾)，在痛失⾄親後，變得厭
世、與世隔絕，他的同事們不斷嘗試與他溝通，卻都無法得到他的回應。在偶然的機會下，他們發現
霍華開始寫信，但卻不是寫給任何⼈，⽽是分別寫給「時間」、「愛」與「死亡」，霍華相信這三個
元素聯結了世上每⼀個⼈。得知霍華試著探索宇宙尋找答案，他的同事們想出⼀個極端的⽅法，要在
他失去⼀切之前喚醒他，以⼀種令⼈驚訝⼜深具⼈性的⽅式，幫助他勇敢⾯對⼈⽣。(博客來)

 

影片名稱：熔爐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134

主演：孔劉、鄭有美

電影描述來⾃⾸爾的美術老師仁浩（孔劉 飾），前往霧津⼀聾啞學校應聘，然⽽校⻑李江福卻向他索賄
5千萬韓元，為獲得職位養家的仁浩只好答應。任職後，本應天真活潑的孩⼦們，校園中卻不⾒絲毫歡
愉的氛圍，洗⼿間時常傳來學⽣的尖叫聲。他抽絲剝繭後，發現校⻑與老師們對學⽣進⾏各種性侵與暴
⼒虐待，真相令仁浩感到痛苦與震驚，他決⼼聯合⼈權組織社⼯幼真（鄭有美 飾）將學校老師和校⻑告
上法庭！仁浩與孩⼦們⼀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是選擇不被世界改變…(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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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著作權利⽤之相關問題

 

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加⼀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這樣會違反著作權法嗎？擅⾃以光碟燒錄機拷⾙盜版⾳樂CD，是否
違反著作權法？販賣燒錄歌⼿精選集的⼤補帖或MP3有何刑責？⼀連串同學容易遇上的著作權合法性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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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ffpustek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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