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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暑假開放時間 (2017/6/26~2017/9/10)
 

時間 
Hours

書庫 
Stacks

閱覽室 
Study Rooms

週⼀到週五 
Mon-Fri 08：10 - 20：00 08：10 - 20：00

週六、⽇ 
Sat、Sun

08：30 - 17：00 08：30 - 17：0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08/19-8/20 圖書館年度清潔打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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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FreeFoto.com
》回⽬錄

【公告】7/14-7/20⼆樓閱覽室進⾏磨⽯⼦地板拋光⼯程

7⽉14⽇(五)⾄7⽉20⽇(四)圖書館2樓閱覽室進⾏磨⽯⼦地板抛光處理，暫停開放使⽤，請讀者移⾄書庫區。⼯程期間會有
巨⼤噪⾳及⼤量落塵，請讀者⾒諒！

圖片來源: Buddhike de Silva

》回⽬錄

【電⼦書推廣】「引ｅ書 三重送」活動 (10/31截⽌)

活動簡介:

台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正為您舉辦「引e書 三重送」活動，參加者依照活動辦法操作，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平
板筆電2 in 1、iPad mini4、⼩米⼿環、藍芽⽿機、超商禮物卡等豐富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在學學⽣。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2017年10⽉31⽇⽌。

活動徵答⽅式及獎項：

第⼀重好禮【引ｅ書報告王】 

於活動期間所撰寫之課堂報告或作業等，引⽤本聯盟採購之電⼦書者，即可參加抽獎。⼀份報告可獲得⼀次抽獎機會，本項
重覆得獎者以領取⼀次最⾼獎項為限。 
（報告書寫須含：引⽤電⼦書之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引⽤⾴數、網址等書⽬資料。） 

平板筆電2 in 1................................................................1名 
STAR WARS夜燈隨⾝碟. .....................................................1名 
1TB⾏動硬碟..................................................................2名 
旋轉式藍芽喇叭... ...........................................................2名 
立體聲藍芽⽿機... ...........................................................2名 
時尚⽪⾰文具組.. ............................................................3名 
500元隨⾏卡... ...............................................................5名 

第⼆重好禮【引ｅ書呼朋引伴王】 

呼朋引伴參加活動，介紹⼈與被介紹⼈皆成功報名者，各獲得⼀次抽獎機會。介紹愈多，中獎機率愈⾼，本項重覆得獎者以
領取⼀次最⾼獎項為限。 

iPad(新版Wi-Fi 32GB).........................................................1名 
⼩米⼿環......................................................................10名 
禮券100元.....................................................................30名 

第三重好禮【引ｅ書快⼿王】 
前60名參加者，可獲得超商禮物卡100元。 
團隊以⼀⼈代表領取為限。本項重覆得獎者以領取⼀次為限。 

【引ｅ書伯樂王】 
獎勵積極推廣本活動並協助參賽學⽣報名送件數最多的前兩名成員館。 各補助成員館推廣活動禮券2,000元或等值獎勵品。 
歡迎參加！

》回⽬錄

【新增資料庫】新增MHD繁體中英對照健康衛教資訊資料庫~

MHD(Multilingual Health Databases)繁體中英對照健康衛教資訊資料庫，提供之醫療健康資訊皆有實證資料為基礎，內容有
中文翻譯容易閱讀了解，同時比起網路免費資訊更值得信賴。所以實證資料為基礎的醫療健康資訊提供清晰直覺的圖像、⾼

http://taebc.lib.ntnu.edu.tw/citation
http://0-search.ebscohos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ogin.aspx?profile=chinchi&defaultdb=aph


畫質容易瞭解的插圖以及容易判讀的文字敘述。包含疾病說明、藥物資訊、⼿術須知等訊息，提供⺠眾於就醫前後可獲得即
時且可信之健康醫學知識。EBSCO取得授權與收錄之醫學病患資訊報告，皆為頂尖醫療中⼼所信賴並且實際採⽤之醫學資
訊，並獲得HONcode(瑞⼠健康資訊資源/網站)之認證。 
歡迎多加利⽤!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撕幾⾴青春,愛上⼀個靈魂

作者: P's著

館藏索書號：544.37 553.4
 

青春是所有寫在靈魂裡的註解，繼2016年的第⼀本作品《比起說再⾒，我們更擅⻑想念》
後，P's推出2017最新⼒作！ 記憶中的愛情，是年少輕狂的郵戳， 當信札寄到未來的郵
筒，你這才發現── 是這些年的改變，將你推向離幸福更近的所在。 致青春，讓我們成為
理想的⾃⼰。(博客來)

書名：3ds Max 2017建模技巧與動畫設計實務
作者：陳志浩著
館藏索書號：312.49A3 733-4
 
本書以3D Max初學者的思維編撰，將⾃⾝實務經驗融入教學，以輕鬆學習、有效應⽤的
觀點，精⼼規劃四⼤主題，分別為基礎操作、模型建立、動畫製作與進階實務，內容不僅
加入新功能介紹外，更著重設計觀念與實務的結合，期望能幫助讀者降低3D學習⾨檻，
提⾼對3D動畫的興趣，最後具備未來可以⾃主學習的能⼒。(博客來)

 

書名：超越麥克風的影響⼒ : 表達藝術與全⽅位主持實戰技巧
作者:：陳凱倫著 ★3度榮獲「⾦鐘獎最佳主持⼈」★
館藏索書號：192.32 757.2
 
作者陳凱倫拿麥克風⻑達30多年，從廣播、電視，到多元談話節⽬，主持過總統就職典禮

http://0-search.ebscohos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ogin.aspx?profile=chinchi&defaultdb=aph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2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32~S1*cht


茶會、頒獎典禮、記者會、座談、義賣會、公益活動、企業聯歡、尾牙、婚禮……。兩岸
三地開班授課，傳授主持⼼法，指導演練與操作，⼤受歡迎！ 這本書寫給以主持為專業
的新進者、業餘兼職者， 或在企業內部擔綱活動主持⼈的職場⼯作者， 對於想提升說話
技巧與表達藝術的⼈，更是⼀本超級實⽤⼿冊。 (博客來)

書名：⼀千個裸體陌⽣⼈ : 看盡⽣死的孤寂與瘋狂,救護⾞的邊緣急救紀事
作者：凱文.哈札德(Kevin Hazzard)著; ⾼⼦梅譯
館藏索書號：785.28 555.12
 
⽤⼗年救護⾞⽣涯，來記得⼀千個猝不及防的孤獨死和⾚裸陌⽣⼈。 每⼀次出勤時，我
都希望今夜沒⼈會死，然⽽—— ‧⼀名男⼦眼睛眨也不眨的瞪著窗外，探⾝近看才發現整
台⾞都是頭髮，還有⼀坨腦漿； ‧把⾃⼰釘在牆上的男⼈，⾝邊站著⼀⼿揮舞著防狼噴
霧、⼀邊嚷著要甩掉他的女⼈； ‧當護理⼈員忙著幫殺⼿包紮傷⼝時，他卻突然睜⼤雙眼
瞪著說：「我認識你……」 ⼀個緊急醫療救護員所⾒證的，不只是⼀個個⾚裸裸⼜無助
的陌⽣病⼈，也不僅⽌於接連不斷的意外、暴⼒事件，每次勤務也反映了社會安全網的漏
洞和城市的危機。有時凱文因嘲諷⽽笑，有時因陌⽣⼈的不幸和悲劇⽽哀嘆，但他並不後
悔在危險中現⾝。他⽤⼗年時光去證明，有些道德⽬標值得追求，⽽有些暗夜中的⾝影值
得記憶。 (博客來)

書名：理⼯醫農科系⼯作⼤解密 : 30頂尖職⼈教你⽣涯規劃
作者：Career編輯部編
館藏索書號：525.833 363
 
【⼀次掌握理⼯醫科系- 理⼯X醫藥X⽣科X農林漁牧】 
Dream Job 就是要你 
最夯 ⼤數據資料科學家‧天氣分析師 
最新 穿戴式光學技術⼯程師‧RF通訊⼯程師 
最奇 咖啡尋豆師‧動物⾏為訓練師 
最廣 ⽣物資訊⼯程師‧本⼟農產品牌⾏銷(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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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影片名稱：關鍵少數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189
主演：塔拉吉P.韓森 、奧塔薇亞史班森、賈奈兒夢內、凱文科斯納

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等三項提名的【關鍵少數】改編⾃⼀段不為⼈知的真實故事，⽽這眾
⼈皆知的歷史事件，背後卻藏著不為⼈知的祕密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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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

 

 

影片名稱：屍速列⾞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202
主演：孔劉

事業有成的證券經理⼈碩宇(孔劉 飾)耽於⾦融遊戲導致離婚，也疏於照顧女兒秀安，讓備
感寂寞的秀安滿⼼只想去釜⼭找媽媽，碩宇不得已才帶女兒搭上從⾸爾往釜⼭的⾼鐵。這
趟乍看單純的旅程，卻成為逃離地獄的最後機會!來源不明的病變殭屍肆虐⾸爾，韓國⾯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3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5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5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5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2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1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1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1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81~S1*cht


臨亡國滅種的危機! 碩宇才送女兒上⾞，食⼈殭屍就侵襲了⾞站，沒有受到病毒感染的⼈
們，紛紛想擠上這班最終⽣存列⾞，但是成功擠上⾞的，不是只有活⼈......從⾸爾到釜⼭
的442公⾥，在極速⾶馳的⾼速鐵路之上，絕望的⼈們是否能夠重拾希望，曾經迷失的單
親爸爸碩宇是否能夠找到⼼的⽅向，守護愛女活命抵達安全的地⽅？ (博客來) 

影片名稱：同盟鶼鰈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200
主演:布萊德彼特、瑪莉詠柯蒂亞

1942年期間，⼆次⼤戰的軍情諜報員麥斯⽡唐（布萊德彼特 飾）以及瑪麗安波塞魯爾（瑪
莉詠柯蒂亞 飾）⽽⾔，存活的關鍵是永遠不要讓任何⼈摸透⾃⼰的底細，他們擅於弄虛作
假、玩⼼理遊戲、東猜⻄揣以及刺殺⾏動。他們在執⾏⼀項極度危險的任務時意外地愛上
對⽅，隨後他們⼀⼼只想脫離這種爾虞我詐的間諜⽣活，但是這對在戰時共結連理、鶼鰈
情深的夫妻卻仍然必須⾯對種種疑慮與危險，不得不互相臆猜，不斷考驗著他們的忠誠
度、⾝份與愛情，其後果極可能⾜以致命，並影響這場⼤戰的局勢。(博客來)

 

影片名稱：再⾒⽡城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157
主演：柯震東、吳可熙

「妳想擁有全世界，我的世界只有妳。」趙德胤將鏡頭由《冰毒》的緬甸轉向泰國曼⾕，
是⼀部跨國製作的愛情電影，描述蓮青（吳可熙 飾）偷渡到泰國打⼯認識阿國（柯震東
飾），兩⼈相濡以沫、⽇久⽣情，男⽣⼀⼼想要賺錢帶著愛妻衣錦還鄉、女⽣卻是想要賺
錢到台灣過更好的⽣活，感情則如同彼此分歧的價值觀，漸漸⾛向難以挽回的悲劇。（博
客來）

影片名稱：惡靈古堡 : 最終章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158
主演：蜜拉喬娃薇琪、艾麗拉特

⼈類存亡的最後關鍵艾莉絲，將帶領天譴⽇的倖存者重回⼀切的源頭──拉昆市，對抗保
護傘公司佈下的強⼤軍⼒。在緊迫的時間內她將與昔⽇盟友和新加入的團員共同對抗成群
喪屍、⽣化物種。失去了超凡能⼒和保護傘無預警的奇襲，這將會是艾莉絲最艱難的⼀場
戰役！(博客來)

 

 
 

》回⽬錄

國家圖書館2017秋季閱讀講座

國家圖書館預計於106年秋季8⽉⾄10⽉，規劃辦理6場專題講座，以傳統歷史中的術數、堪輿與傳統信仰為主題，邀
請國內⼤學或研究機構知名教授演講，期望藉由介紹歷史中知名的術數典籍及術數名⼈，讓⺠眾了解古代文化的悠久
歷史和燦爛經典，提昇閱讀的品味並增進⽣活的智慧。 

時間： ⺠國106年8⽉5⽇~106年10⽉28⽇，星期六14：00~16：30 
地點： 國家圖書館 文教區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南路20號， 歡迎參加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3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86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0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0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080~S1*cht
http://106read.ncl.edu.tw/autumn_01.html


 
圖文來源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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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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