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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觀新鮮⼈專區

為讓新鮮⼈更加瞭解圖書館館舍及資源利⽤⽅式，圖書館於1樓平⾯海報展⽰區成立「新鮮⼈專區」，告訴新鮮⼈最想知道
的事，例如:要怎麼找到我要的書籍和視聽資料？圖書館有影印機和掃描機嗎？如何⽤⾃助借書機？..歡迎新鮮⼈入館時能
在此區多停留⼀下，您將會得到許多答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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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錄

電⼦書看到飽-圖書館電⼦書平台介紹~

圖書館提供72萬種豐富的電⼦書供您閱讀，您可以利⽤館藏⽬錄以書名或關鍵詞查詢，也可以透過圖書館訂購的電⼦書平台
查詢您想要看的電⼦書，例如HyRead ebooks、華藝電⼦書等等，查詢路徑如下：

1. 館藏⽬錄查詢：圖書館⾸⾴/館藏查詢/館藏⽬錄查詢，輸入關鍵詞查詢
2. 電⼦資源查詢：圖書館⾸⾴/電⼦資源/電⼦書/選擇電⼦書平台，輸入關鍵詞查詢
3. 圖書館⾸⾴右側/中⻄文電⼦書/選擇電⼦書平台，輸入關鍵詞查詢

電⼦書平台選介：請點選連結！

資料庫名稱
簡介 備註

HyRead ebooks 提供文學⼩說、宗教⼼靈、休閒⽣活、財經商管、語文學習等及獨
家教育、有聲書籍，並提供時下最夯的視覺化flash動態翻⾴、離線/
⾏動閱讀模式、智慧搜尋等功能，讓閱讀更活潑有趣。圖書館個⼈
借閱查詢之帳號密碼登入，無須再另外申請帳號!

使⽤指引
書⽬清單

udn電⼦書庫 為綜合類電⼦書，收錄知名作家作品、多媒體設計、電腦教學及財
經企管叢書，使⽤前請下載閱讀器。圖書館⽬前典藏下列4⼤類：
1.文化創意與數位服務領域共13本書 
2.商業、管理、⾔語與海洋共3本書 
3.電⼒電⼦與通訊領域共3本書 
4.精密機械與光機電(第⼆階段採購)共3本書 
5.英語學習共25本書

使⽤指引
書⽬清單

華藝電⼦書 華藝於2008年推出的airitiBooks華文電⼦書服務（ABC），不需下載
任何閱讀器，只要搭配IE或Firefox等網⾴瀏覽器和Adobe Flash，即
可閱讀全文。可線上閱讀或離線閱讀(⽀援Android、iPhone、iPAD系
統之⾏動載具)。本校可使⽤其中775冊電⼦書。

書⽬清單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ScienceDirect為Elsevier出版社經營的電⼦資源平台，收錄內容包含
電⼦電⼒、化學及化⼯、電腦科學、能源學、電機、環境科學、材
料科學、數學、地球科學、⼈文與藝術、社會科學、商管、⼼理
學、⽣技醫療與精緻農業領域，可同步檢索電⼦期刊與電⼦書。本
校可使⽤其中4529本電⼦書。

使⽤指引
書⽬清單

Ebrary Ebrary電⼦書收錄⼈文及藝術、語⾔及文學、管理，經濟、教育、
社會學、⼼理學、⾳樂、法律、電腦科學、電⼒電⼦與統訊等領域
共2857冊之電⼦書。 透過Ebrary簡單⼜容易使⽤的檢索及瀏覽功
能。您可以任意選擇和增加檢索欄位；以不同⽅式篩選及排列檢索
結果，查看推薦書⽬和檢索歷史；按各種學科主題瀏覽圖書。需登
入個⼈帳號才能列印或下載，每次列印或下載最多40張。

使⽤指引
書⽬清單

IEEE-Wiley電⼦書 IEEE-Wiley 電⼦書庫為 IEEE 和 John Wiley & Sons, Inc. 全球兩⼤知
名學會攜⼿合作的電⼦資源產物，將550本以上電⼦書置 IEEE
Xplore 檢索平台，內容涵括⽣物⼯程、動⼒能源以及通訊科技及其
他持續被討論中的新興技術議題，每年平均增加40個主題。本校可
使⽤1974年⾄2014年版權年度共697冊電⼦書。

使⽤指引
書⽬清單

McGraw-Hill McGraw-Hill⻄文電⼦書收錄⼯業科學(包含⾃動化及計算技術、建
築、⼀般⼯業技術、化⼯等)、物理及數學、管理，經濟、運輸、航

使⽤指引
書⽬清單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90-1025-4.php
http://ntust.ebook.hyread.com.tw/
http://ntust.ebook.hyread.com.tw/resource/userGuide.pdf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HyRead.xls
http://0-reading.udn.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ntust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udn.pdf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udnlist.xls
http://0-www.airitibooks.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airitibooks.xls
http://0-www.sciencedirec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SDOLeBook.pdf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Elsevier.xls
http://0-site.e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ntust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ebrary.pdf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Ebrary.xls
http://0-ieeexplore.ieee.org.millennium.lib.ntust.edu.tw/xpl/books.jsp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IEL.ppt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ieee-wiley.xls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cMGH.pdf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McGraw-Hill.xls


空、⾳樂、社會學、地球科學等領域共2149冊之電⼦書。

SpringerLink 學科範圍包含電腦科學、⼈⼯智慧、電腦通訊、軟體⼯程、資料庫
管理、數學和統計學、物理和天文等學科。並囊括Lecture Notes in
Comoputer Science、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Lecture
Notes in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等系列書。本校可使⽤
之全文電⼦書年限為：版權1997-2005及2008年迄今之電⼦書。

使⽤指引
書⽬清單

更多電⼦書平台，請點選連結！

》回⽬錄

Foam Update Newsletter--發泡材料資源介紹

Foam Update Newslette由材料系推薦採購，每個⽉會固定蒐集全世界所有關於發泡材料的專利、期刊以及market news，
協助研究相關主題的同仁更⽅便、有效率的查找資料及吸收新知。購買範圍：2017年7⽉⾄2018年6⽉⽌ 
查詢路徑如下：館藏⽬錄查詢：圖書館⾸⾴/館藏查詢/館藏⽬錄查詢，輸入刊名即可，請登入圖書館帳號密碼即可下載全
文，歡迎多加利⽤！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建築的元素 : 形式.場所.構築,最恆久的建築體驗、空間觀與設計論
作者:⽪耶.馮麥斯(Pierre Von Meiss)著; 吳莉君譯
館藏索書號：921 235
 

這不是⼀本歷史也不是理論，⽽是⼀本詳盡的導論，對建築界眾所接受的概念，做⼀番分
類總覽，書中架構出的感知性和觀念性，性質接近「設計的理論」，幫助我們了解建築設
計的觀念，發現⼀些確實可信的基礎，學到⼀些⽅法。增訂版做了⼤幅擴增與修訂，後半
部5-10章，是當中最具新意的部分，收錄了許多全新素材，尤其是以空間為主題的第五
章，令⼈⽿⽬⼀新，當中詳述了各種範疇的空間觀念，在數位時代的今天，這些觀念正在
全⾯流失中。另於附錄中，收錄半世紀以來討論建築組構、城市和地景的三篇重要文章。
(博客來)

書名：寫出你的內⼼戲 : 60個有趣的⼼靈寫作練習
作者：莊慧秋著
館藏索書號：811.1 539
 

想寫作，卻不知如何踏出第⼀步？那就⽤最簡單的句⼦來做暖⾝運動吧！「我喜
歡……」、「我討厭……」、「我想要……」、「我不要……」讓思緒在筆尖⾃由奔馳！這麼
直⽩樸素的字句，卻帶著深深的意義。愛⾃⼰、了解⾃⼰的第⼀步，就是忠於⾃⼰的⼼。
如果⼼中老是悶著無窮的OS，⽤書寫為內⼼的幽暗劇場打開窗⼝吧！⻑年帶領⾃由書寫
的作家莊慧秋，在書中列舉了60個她最常⽤的起始句，就像鋪上60塊踏板，助你⼀步步⾛
進⼼靈寫作的世界。當你有了第⼀句，⾃然會寫出第⼆句、第三句……，筆不停，⼼的閘
⼝便打開，⼼靈⼤海裡的情感和記憶，就會翻湧上來。(博客來)

 

http://0-lb20.mcgrawhill.libraryandbook.net.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www.springerlink.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books/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SpringerLink.pdf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springer.xls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90-1025-4.php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79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79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79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2~S1*cht


書名：寫給⾃⼰的情書
作者:：琹涵著
館藏索書號：855 740.5-22
 

100則暖⼼的智慧⼩語，將我們的脆弱轉變為⼒量。每個⼈的⼼靈花園，都有拇指姑娘般
的⼩⼩⾃我隱藏其中，期待被發掘、關愛，等著美麗的花開。就算這世界不如想像中美
好，你還是可以相信⾃⼰、選擇幸福。琹涵說當你微笑，也像⼀朵花的緩緩綻放，全世界
都跟著微笑了。她寫快樂，覺得⾃⼰彷彿為現實⽽典當靈魂時，就每天抽出⼀點時間做喜
歡的事，訂定⼀個夢想，縱使緩步前⾏，也要⾛在夢想的路上，努⼒快樂地活著。透過深
具療癒⼒量的溫暖語句，琹涵溫柔傾訴道：不管經歷多少傷痛和挫折，太陽都會升起，春
天會替代寒冬，這世界給我們愛的能⼒，讓我們可以做真誠的⾃⼰。書中的這些情書寫給
⾃⼰，寫給⽣活，寫給思念，也寫給歲⽉。在這些文字之間，有屬於你我的⼼情，有給予
我們的祝福。(博客來)

書名：拯救智慧型⼿機老花眼,避免頭痛、乾眼症、肩膀僵硬,以及憂鬱症
作者：荒井宏幸著; 余亮誾譯
館藏索書號：416.766 652
 

⻑時間、近距離使⽤⼿機，不僅損害眼睛的調節功能，也會造成頭痛、乾眼症、肩膀僵
硬、睡眠障礙，導致憂鬱症，甚⾄⼆⼗世代也有青光眼與⽩內障的危機。「智慧型⼿機老
花眼」真的很恐怖！但絕對可以預防、保健。為了遠離疾病，健康地⽣活，就必須好好擬
定視⼒保健的對策，眼科名醫荒井宏幸告訴你導致智慧型⼿機老花眼的三⼤惡習，並告訴
你如何去除「智慧型⼿機老花眼」的平⽇眼睛保健，請透過本書學習正確知識，現在開始
擁有更好的⼿機⽣活吧！本書特⾊： ★讓眼科名醫教您如何擺脫智慧型⼿機老花眼！ ★
告別現代文明造成的視⼒問題，找回健康的視⼒。(博客來)

書名：書名：剛剛好,最完美! : 向瑞典⼈學過幸福⽇常、不加班也富有的⾃由Fika⼈⽣
作者：謝夙霓, Fiona Zheng著
館藏索書號：747.53 255
 

旅居瑞典的謝夙霓、Fiona Zheng以深入淺出的視⾓，探究文化、教育、經濟、家庭等⾯
向，爬梳瑞典⼈的⽣活哲學：為什麼瑞典⼈從不花時間排隊，凡事預約？彈性⼯時制度
下，員⼯如何和老闆談⼯時？瑞典⽗⺟如何從育嬰假的制度中得益？為什麼在瑞典的童書
裡，公主要拯救王⼦？瑞典的咖啡文化⼜是如何讓舉國上下的⼈⺠為之瘋狂，⼀天⾄少要
FIKA⼀次？除此之外，為什麼瑞典⼈對Lagom（剛剛好）這麼執著，凡事堅持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博客來)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樂來越愛你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195

主演：雷恩葛斯林 、艾瑪史東

在洛杉磯這座充滿可能性的⼤城市裡，寂寥的⼩演員蜜亞（艾瑪史東 飾）懷抱著明星夢，
⼀邊端著茶⽔，⼀邊到處試鏡；落魄的爵⼠鋼琴家賽巴斯汀（雷恩葛斯林 飾），在昏黃的
酒吧靠演奏鋼琴維⽣，勉強餬⼝。同樣追求夢想的兩⼈在這座城市裡遇⾒彼此，陷入情
網，相互慰藉扶持，⼀起追求畢⽣夢想。但在逐漸達成夢想的同時，兩⼈的情感也⾯臨抉
擇和考驗，究竟他們努⼒成就的夢想，會成為相愛的阻⼒還是助⼒？在夢想與愛情之間，
他們該如何選擇？(博客來)

影片名稱：⻑城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2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8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1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1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291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36897~S1*cht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310
主演：麥特•戴蒙、威廉•達佛、劉德華、景甜

故事講述了11世紀來⾃英國的僱傭兵⼀⾏⼈，來到中國試圖尋找傳說中的火藥並帶回歐
洲，卻誤打誤撞發現了⼀項浩⼤⼯程的進⾏，⽽這項⼯程就是被世⼈所知的『萬⾥⻑
城』，他們⾒證了⼀⽀古代精英部隊為保衛⼈類抵抗未知⽣物入侵，在舉世聞名的古⻑城
上與未知恐怖⽣物『饕餮』展開殊死決戰...... (博客來)

影片名稱：速食遊戲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327
主演:麥可基頓

真⼈真事震撼改編 故事描述「麥當勞」創始⼈雷克洛克備受爭議的創業傳奇。雷克洛克
(米⾼基頓 飾)原本是⼀名50年代默默無名的推銷員，某⽇他來到南加州麥當勞兄弟經營⼀
家漢堡⼩店，看到了無限商機，於是雷決定與麥當勞兄弟聯⼿，引進標準SOP流程製作和
加盟店模式來經營，且迅速於全國各地展店。但最後雙⽅卻反⽬成仇，雷不擇⼿段從這對
兄弟⼿中奪⾛了這家連鎖速食店的經營權。如今，「麥當勞」已是全球最知名的連鎖品
牌，更成為每年創下22億美元驚⼈營業額的商業帝國！(博客來)

 

影片名稱：美女與野獸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373
主演：艾瑪華森、丹史蒂文斯、路克伊凡斯、凱文克萊

改編⾃迪⼠尼同名經典動畫，敘述⼀位王⼦因不懂得慈悲與寬容⽽被女巫變為野獸，唯有
在魔幻玫瑰花瓣完全掉落前學會如何愛⼈才能變回原貌，他絕望地困在受詛咒的城堡中，
⽇復⼀⽇、無窮⽌境，直到⼀位名叫⾙兒的美女到來才出現變化，⾙兒為了拯救⽗親⾃願
留下當囚犯，在城堡僕⼈的協助之下，朝夕相處的⾙兒與野獸逐漸了解彼此，跨越了各種
隔閡，但魔咒的時限逐漸到來，來⾃外部的新威脅也逼近眼前，他們之間的真愛是否能及
時打破魔咒？【美女與野獸】不僅有艾瑪華⽣、丹史帝文森扮演⾙兒與野獸，還有路克伊
凡斯等眾星雲集，堪稱迪⼠尼史上最豪華陣容！透過最新的視覺特效、場景與服裝設計，
讓這不朽的故事和膾炙⼈⼝的旋律歷久彌新，代代永流傳！（博客來）

影片名稱：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158
主演：福⼠蒼汰、⼩松菜奈

就讀京都美術⼤學的南⼭⾼壽（福⼠蒼汰飾演），某⽇在陽光燦爛的電⾞當中，邂逅了福
壽愛美（⼩松菜奈飾演），並對她⼀⾒鍾情。當他⿎起勇氣問她能否再度相⾒時，對⽅竟
突然落下眼淚。⾼壽不明⽩她為何⽽哭，但兩⼈隔天⼜再度相會，並在好友上⼭（東出昌
⼤飾演）的協助之下，隨即展開交往。兩⼈的愛情讓所有⼈欽羨，然⽽⾼壽⾯對兩⼈⾸度
告⽩、初次牽⼿，或是第⼀次⽤暱稱稱呼對⽅，愛美都在種種第⼀次發⽣當下哭了出來，
讓他對愛哭的愛美感到不可思議。不過隨著時間流逝，⾼壽卻意外發現愛美擁有⼀個超乎
他想像的重⼤秘密──「如果我知道你的未來，你會怎麼樣？」原來，兩⼈的相遇並非偶
然，⽽是命運交錯之下的必然。究竟愛美流淚的秘密是什麼？⽽⾼壽⼜該如何與她真愛相
守呢？(博客來)

 

 
 
 

》回⽬錄

著作權Q & A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3689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3689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396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396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396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08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08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08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089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089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0891~S1*cht


同學在製作學期報告時如需要節錄錄⾳資料，或播出錄⾳資料，會有哪些著作權問題呢？來看看詳細解答！ 
Q：把別⼈的錄⾳寫成文字是否為新的著作?
A：筆錄是著作權法所定重製的⾏為，他⼈的錄⾳內容，如果是語文著作或⾳樂著作時，純將他⼈的錄⾳寫成文字僅
是⼀重製⾏為，無法成立獨立的著作。如在筆錄同時，另加以改作，則可成為新的衍⽣著作，依著作權法規定，衍⽣
著作以獨立的著作保護之，因此可受著作權法保護；⽽原錄⾳的語文或⾳樂著作的著作權不受影響，要注意的是重製
或改作都是原錄⾳著作著作權⼈專有的權利，如果未事先徵得同意，⽽予重製或改作，將會侵害原著作的著作權。 
Q ：錄⾳訪問時，在訪問後是否還要徵得被訪者同意，始得播出?
A：錄⾳是⼀種重製著作的⾏為，如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係屬著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由於重製權、公開播送權都是
著作⼈專有的著作財產權，如果不符合著作權法所定的合理使⽤（著作財產權之限制）情形，必須取得受訪者的同意
或授權，才能錄⾳並在錄⾳後予以播出。⼀般⽽⾔，如受訪者於接受錄⾳訪問時，即明知該項錄⾳將會播出⽽同意接
受訪問，應該可以認定受訪者是同意錄⾳和播出的，如果能在錄⾳訪問前，⼝頭上徵詢受訪者同意播出，甚⾄簽妥授
權書，當然是比較理想的⽅式。還有更多Q&A！
文章引⾃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圖片來源：Volker Kann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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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服務學習⼼得

  ⼤學的時光裡，每個⼈選擇想要過的⽅式都不同，在社團、課業、還有愛情的追求下，我還多選擇了不⼀樣的⽅
式彩繪我的⼤學⽣活，仍然記得那年夏天，來到台科⼤圖書館服務的那刻，⼼裡還帶點羞澀，開啟我的服務學習之
旅。 
  在我進來服務學習之前，我就曾幻想過在櫃台服務讀者的景象，每位來圖書館的讀者就像古代的儒⽣⼀般，追求
知識的點滴、汲取書本的精華，圖書館就像是⼀座知識的寶藏庫，作家⽤畢⽣的⼼⼒寫下⼀字⼀句，⽽讀者穿梭在古
今間，享受騰雲駕霧的觀書快感。 
  每當我在櫃檯服務的時候，都會帶著笑容迎接讀者，親切地告訴讀者書的到期⽇，⽽當讀者借閱到⾃⼰所看過的
書，都會不⾃覺的微笑起來，起了⼀陣共鳴到⼼中。當然圖書館也不只有櫃台的服務，還有書架的上架、整架、移
架，這些看似繁雜的⼯作，儘管有時覺得疲乏無味，但要上的架愈多，也代表了愈多的借閱書籍，愈多⼈借閱了書籍
也代表了有更多⼈能享受書中的知識寶藏。要整的架愈亂，也代表了愈多⼈喜歡這⼀系列的書。⽽移架更是代表了圖
書館仍不斷的選購新書，讓更多的書籍湧入台科⼤圖書館，如同宋代朱熹的觀書有感提到：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
頭活⽔來。讓圖書館成為⼀座更豐富的知識殿堂。 
  我到北京看過中國國家圖書館，我到台灣⼤學看過在椰林⼤道上的台⼤圖書館，如今，我仍在台科⼤圖書館服務
學習，⼀座再如何好的、再如何豐富書籍的圖書館，都需要有態度良好的館員還有服務學習的⼈幫助，我願意繼續學
習，以及努⼒，也利⽤在服務學習的期間滋潤我的⼤學⽣活，希望有⼀天，當我畢業的時候，回想起來，那段服務學
習的時光，也使我的⼤學⽣活精彩無倫。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84663&ctNode=7194&mp=1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84694&ctNode=7433&mp=1
https://www.tipo.gov.tw/lp.asp?CtNode=7194&CtUnit=3592&BaseDSD=7&mp=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volker-kann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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