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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106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7/9/11~2018/1/14)

歡迎參加新⽣圖書館之旅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活動】圖書館幫你買書囉!-2017⻄文書展

書香獎勵閱讀計畫，讓你讀好書拿⼤獎！

iReading‧愛閱讀

iDVD

到台⼤、師⼤借書去！三校借書⼀卡通等您來申請！

圖書館106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7/9/11~2018/1/14)

時 間 書 庫 閱覽室
週⼀⾄週五 08：10 - 21：30 08：10 - 23：30
週六、⽇ 08：30 - 17：00 08：30 - 21：3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
10/04(三) 中秋節
10/09(⼀) 國慶⽇調整放假
10/10(⼆) 國慶⽇
01/01(⼀) 開國紀念⽇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1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2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3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3.5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4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5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6


》回⽬錄

歡迎參加新⽣圖書館之旅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新⽣圖書館之旅 
歡迎各位新鮮⼈成為臺科⼤的⼀份⼦，圖書館在開學季舉辦多場新⽣圖書館之旅，歡迎有興趣的新⽣相約來報名。介紹內
容：台科⼤圖書館館舍空間配置、館藏資源分佈、圖書館服務項⽬ 
場次如下： 
報名 第⼀場 9⽉14⽇(四)14：20~15：00
報名 第⼆場 9⽉19⽇(⼆)10：20~11：00
報名 第三場 9⽉26⽇(⼆)18：20~19：00(夜間導覽)
報名 第四場 9⽉27⽇(三) 10：20~11：00
報名 第五場 10⽉2⽇(⼀) 14：20~15：00
報名 英文第⼀場 9⽉18⽇(⼀) 10：20~11：00 (英文導覽)
報名 英文第⼆場 9⽉25⽇(⼀) 14：20~15：00 (英文導覽)
詳情請洽圖書館流通櫃台  TEL: 02-27376195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為使讀者能更有效利⽤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本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歡迎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期 /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適⽤學科 報名

2017-09-
25(⼀)14:00~16: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WOS、JCR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7-09-
26(⼆)10:00~11:30

電算中⼼ RB510
教室

圖書館服務與電⼦
資源指引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7-09-
29(五)10:00~12:00

電算中⼼ RB509
教室

EndNote X8書⽬管
理軟體 ※

各學院 開始報名

詳情請洽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  TEL: 02-27376196

》回⽬錄

【活動】圖書館幫你買書囉!-2017⻄文書展

⻄文書貴桑桑別擔⼼，就讓圖書館來幫你買單吧!!
圖書館將於2017.09.12~2017.09.14舉辦⻄文書展，讓您不再只是看著⽬錄或簡介選書，本校師⽣於書展期間可於現場翻閱
實體書，有需要的書籍歡迎填寫推薦單，推薦書籍經圖書委員審核通過將由圖書館進⾏採購。
書展⽇期：2017.09.12~2017.09.14
時間：上午9:30~下午16:30
地點：圖書館⼀樓海報展⽰區
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參加!!
◎書展活動結束後如有需要推薦書籍，歡迎⾄圖書推薦系統https://suggestion.lib.ntust.edu.tw提出申請。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Contents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06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0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0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0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10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11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1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3
http://8000-pc03.lib.ntust.edu.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4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Contents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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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Contents
http://brpp.lib.ntust.edu.tw/BRPP/


圖片來源：Josh Antonio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哈佛與MIT的16堂成⻑課 : 從平凡到非凡
作者:梁渶垠著; 陳郁昕譯
館藏索書號：177.2 667.10
 

本書集結當代⼗六位聲望崇⾼的學者與業界精英的零距離訪談。透過他們親切⽣動的⼝
吻，向讀者們娓娓道來他們⼒⾏的思考法則，以及達到今⽇成就的不⼆法⾨。貫通整本書
核⼼主題的「創造⼒」，也呼應了現在台灣教育體系下，不斷推廣的「培養孩⼦們思考與
創意」的概念，相信不論是對於剛開始探索⼈⽣的中學⽣，或是引導學⽣的教師們，都相
當具有參考價值。本書特⾊:最重要的，是要成為⾃⼰⼈⽣中的領導者。──約瑟夫‧奈爾
（哈佛⼤學⽢迺迪政府學院教授／國際政治學者）(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虛像的丑⾓
作者：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館藏索書號：861.57 764.3-76
 

⾃以為是主⾓，會不會其實只是丑⾓？
⾃以為的真實，會不會其實只是虛像？
暌違5年！「伽利略」終於回歸！
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最強短篇7連發！
東野圭吾：⾄今為⽌，我不⽌⼀次覺得「題材已經枯竭了」，但幸好⼩說之神並沒有放棄
我！
★Oricon暢銷排⾏榜第1名！
★已改編拍成⽇劇，由福⼭雅治主演！
★【暨南⼤學推理同好會指導老師】余⼩芳 專文導讀！
★【推理評論⼈】冬陽、【影評⼈】但唐謨、【作家】李柏青 著迷推薦！(iRead 灰熊愛
讀書)

 

書名：成功,從聚焦⼀件事開始 : 不流失專注⼒的減法原則
作者：蓋瑞.凱勒(Gary Keller),傑伊.巴帕森(Jay Papasan)著; 羅耀宗譯
館藏索書號：494.35 590.2 2017
 

作者蓋瑞‧凱勒（Gary Keller），是北美最⼤不動產公司董事⻑兼共同創辦⼈，也是
《Inc.》雜誌年度創業家。他在不到10年的時間建立成功的事業，在準備進軍國際市場之
際，瞬時⼯作與⽣活卻都處處碰壁，⽣活⼀團亂，⾝邊每⼀件事，感覺像是同時崩垮。在
⼈⽣的⾕底，凱勒找來⼀位⽣涯教練，體會出「專注⼼⼒優先做好最關鍵的⼀件事情」的
⼒量，⼈⽣從此不同。作者在書中分享他最重要的學習──如何持續聚焦「能帶動後續改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oshoantonio/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Contents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2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74~S1*cht


變的1件事」。聚焦關鍵的 1 件事，打破阻隔成功的6項迷思，做得更少，成效卻更好。
成功，本來就不是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 Readmoo電⼦書店)

書名：搶救⽪克斯! : ⼀切從賈伯斯的⼀通電話開始......

作者：羅倫斯.李維(Lawrence Levy)著; 謝孟蓉譯
館藏索書號：987.652 430
 

1994年11⽉，作者李維接到賈伯斯的⼀通電話，受邀到當時沒沒無聞的PIXAR擔任⾸任財
務⻑，參觀了PIXAR創新技術的電腦動畫《玩具總動員》部分原始片段後，李維決定加入
這個由傳奇⼈物賈伯斯所擁有、⼜才華洋溢的PIXAR團隊。然⽽，上任不久後他才發覺事
情不對勁：
——賈伯斯投資在PIXAR五千萬美⾦了，急著要李維推動IPO找到資⾦
——PIXAR唯⼀的獲利機會，是他們完全不熟悉的電影娛樂事業
——迪⼠尼合約把PIXAR綁得死死的，幾乎不可能從電腦動畫電影賺到錢
——員⼯極為不滿賈伯斯沒給他們股票認購權
——在還錄影帶的路上，李維意外摔斷了腿…… 

⾝為律師的李維，多年服務創投公司的經驗告訴他，「棋⼦現在在什麼位置，你已經改變
不了，重要的是你的下⼀步。」⼀年後，1995年11⽉，PIXAR的《玩具總動員》成為當年
最賣座電影、PIXAR的IPO股價比預期⾼出很，讓賈伯斯成為⼗億美元富翁。李維第⼀⼿描
述這段和賈伯斯⼀起搶救PIXAR的奇蹟旅程，這段過程不但造就了兩⼈深厚的友誼，也為
賈伯斯往後重回蘋果的商業決策打下了基礎。(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我爸爸是⼤體老師 : 845⽇關於愛與逝去的溫柔時光
作者：朱美著
館藏索書號：528.5907 960
 

1. 第⼀位由⼤體老師的女兒（作者）參與醫學院解剖課程，⽬睹⾃⼰的爸爸被解剖的實
境……紀實⼈⽣寶貴的⽣命教育，傳遞更多無私的⼤愛以及⼈體醫學上的深奧知識。
2. 不同於醫學院解剖老師的立場，作者以敏銳的筆觸，真實呈現⼤體解剖實驗室過程，
⾒證了醫學院學⽣的學習及⼼境轉換，與⼤體老師們無聲卻帶著感情的相處，讀來更感⼈
與真實……
3. 作者親⾃編劇，並隨著公共電視⼀起拍攝⼤體老師紀錄片；從遺體處理、解剖檯教學
⾄最後縫合和火化……除了⾃⼰情緒的安置外，也同理其他⼤體老師家屬的⼼情轉折。
(博客來)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愛國者⾏動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377

主演：⾺克華伯格、凱文⾙肯

波⼠頓⾺拉松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拉松賽事，卻成為恐怖攻擊的頭號⽬標。2013年，
全球各地熱愛⾺拉松的運動好⼿湧進波⼠頓，但兩聲巨響劃開這個平靜的城市，造成3⼈
死亡、183⼈受傷，成為911事件後美國傷亡最慘烈的恐怖攻擊事件！警探湯米桑德斯(⾺
克華伯格飾)、FBI探員理查戴斯拉瑞爾(凱文⾙肯飾)和警探傑佛瑞波格⾥斯（JK⻄蒙斯
飾）奉命攜⼿追查爆炸案真相。他們封鎖全波⼠頓城、動員2500名警⼒、分秒必爭全⾯搜
索，只為了在恐怖份⼦再次發動攻擊前，找出炸彈幕後主使者！(博客來)

影片名稱：漫漫回家路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7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58~S1*cht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Contents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6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42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42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42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436~S1*cht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376
主演：戴夫帕托、魯妮瑪拉

他5歲離家8900公⾥，Google Earth幫他找到25年前回家的路。5歲的薩魯布萊爾利（戴夫
帕托飾）跟著媽媽和哥哥⽣活在印度的⼩鄉村。某天他跟著哥哥去找⼯作，但是因為薩魯
太累，哥哥要他在⾞站⻑椅上休息睡覺，但薩魯驚醒之後看不⾒熟悉的親⼈，跑到火⾞上
去找哥哥卻因此被帶到千⾥之外的加爾各答，不識字⼜語⾔不通的薩魯只能流落街頭。

在善⼼⼈⼠的協助之下，薩魯被⼀對遠在澳洲的夫婦（⼤衛溫漢、妮可基嫚飾）收養，卻
也讓他離家越來越遠。25年後，按耐不住對親⽣⺟親和哥哥的⽇思夜想，薩魯決定開始展
開艱辛的尋根之旅。他憑著兒時片段零碎的記憶，透過Google Earth模糊地形的拼湊，只
為了重回⺟親的溫暖懷抱…(博客來)

影片名稱：寶⾙老闆
館藏索書號：DVD N 20385
主演：亞歷鮑德溫、麗莎庫卓

夢⼯廠年度動畫鉅獻帶來這部充滿歡樂與感動的喜劇動畫，描述七歲的提姆有個穿著⻄裝
領帶、說話像⼤老闆的寶⾙弟弟（亞歷鮑德溫  配⾳），為了照顧這位「老闆」，⽗⺟早
已分⾝乏術，提姆覺得⽗⺟對他的愛已被弟弟佔據。但是當提姆發現這位寶⾙老闆正在執
⾏秘密任務，只好與弟弟站在同⼀陣線，希望再次擁有⽗⺟對他的愛⋯。 幕後收錄:"寶寶
⾙企業與你:新進員⼯導覽•⻑不⼤狗狗•寶⾙弟弟與提姆的時空尋寶•有業績才有餅乾：深
入寶⾙企業內部•⼿⾜⼤競爭•歡樂時刻《寶⾙老闆》遺珠鏡頭•劇照集錦 (博客來)

 

影片名稱：攻殼機動隊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425
主演：史嘉蕾喬韓森、麥可彼特

電影故事講述在不久的未來，少校（史嘉蕾喬韓森 飾）是全新⼈種的第⼀⼈：她本來是⼀
個擁有⾎⾁之軀的⼈類，但是在發⽣⼀場意外被救回⼀命之後，被裝上強化的⽣化電⼦義
體，成為⼀個完美的戰⼠，致⼒於打擊世上最危險的罪犯。當恐怖⾏動發展到了極端，包
括能夠駭進⼈類的⼤腦和意識，並且控制他們的⾏為，只有少校擁有的獨特能⼒能夠阻⽌
新⼀代的恐怖份⼦。但是當她⾯對⼀個全新的敵⼈，少校這才赫然發現她所知道的⼀切都
是謊⾔：她的⼈⽣並沒有受到拯救，⽽是完全被偷⾛。她將不計代價、竭盡所能，重拾她
的記憶、揪出偷⾛她⼈⽣的原兇，並且阻⽌他們再對其他⼈做出這種事。 (博客來)

影片名稱：我把老師縮⼩了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403
主演：安雅克林、奧斯卡凱莫、阿克塞爾史坦

11歲的菲⼒立志當⾶⾏員，這陣⼦並不好過，媽媽因為新⼯作搬到美國，他與爸爸⼜⼀起
搬到了新社區，與家⼈分隔兩地，⼜要適應新環境，他真是頭⼤極了！第⼀天開學，菲⼒
下定決⼼不搗蛋，好好唸書，並和學校令⼈聞風喪膽的魔⿁女校⻑許媽離的越遠越好。然
⽽計畫總趕不上變化，學校裡的⼩惡霸盯上了這個菜⿃轉學⽣，為了躲避他們的欺負，菲
⼒意外闖入住著創校老校⻑的幽靈密室，最糟糕的是，還當場被許媽逮個正著！不過就在
這個關鍵時刻，不可思議的事情發⽣了——菲⼒發現⾃⼰不僅有著奇妙的超能⼒，還將許
媽校⻑縮⼩了！？這下好極了，闖下⼤禍的他，現在不但必須帶著縮⼩的老師趴趴⾛、24
⼩時都要忍受她嘮叨的疲勞轟炸，重要的是還得想辦法把她恢復原狀，更慘的是，這間學
校還突然發⽣廢校的危機，看來他必須跟這個沒比鉛筆⼤多少的魔⿁女校⻑聯⼿，瞞著死
對頭⼀家⼈，和死黨們⼀起拯救這間學校（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43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43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79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79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79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90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90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90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6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6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2616~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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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師⼤借書去！三校借書⼀卡通等您來申請！

1.服務宗旨：為增進本校與國立臺灣⼤學、國立臺灣師範⼤學三校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交流，將提供三校專任教職員
⼯、博⼠班、碩⼠班及⼤學部在學學⽣⼀證通⽤之圖書借閱服務。

2.服務對象：三校專任教職員⼯、博⼠班、碩⼠班及⼤學部在學學⽣。

3.服務⽅式：
(1) 本服務採申請制，三⽅符合資格的讀者欲使⽤本服務，須具備所屬學校圖書館之借書權利，並同意將個⼈檔案匯入
對⽅館，始得持所屬學校之有效教職員證或學⽣證 到其它館借書。本服務僅限線上申請，各合作館均未提供臨櫃申請
服務，若有急需請先⾄參考諮詢台借⽤館際合作借書證，即可⾄合作館借閱圖書。
(2) 本校讀者在使⽤本服務之前，請先簽署確認轉檔意願書，並請您⾄圖書館加貼條碼，即可持原證⾄其它⼆校借書。

4.借閱規則
(1) 冊數：每⼈限借圖書5冊。
(2) 借期：30天，不提供續借與預約服務。
(3) 互借圖書範圍：依貸⽅圖書館規定。
(4) 逾期及遺失處理：依貸⽅圖書館規定。
(5) 向臺⼤、師⼤借閱之書籍，請於到期⽇前⾃⾏前往各校歸還。
(6) 倘於本館因違規或休學等暫停借書權利情形，不得使⽤本服務。
(7) 倘於臺⼤、師⼤借書逾期或遺失圖書，請⾃⾏前往各校依各校規定繳交逾期滯還⾦或辦理賠償相關事宜。
(8) 倘於臺⼤、師⼤借書未還或逾期滯還⾦未繳清前，不得辦理休學或離校等程序。
(9)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貸⽅圖書館相關規定辦理。

5.洽詢電話：
臺科⼤圖書館
02-27376195，E-mail：libcir@mail.ntust.edu.tw
臺⼤圖書館
02-33662353，E-mail：tulcir@ntu.edu.tw
師⼤圖書館
02-77345237，E-mail：libread@deps.ntnu.edu.tw

6.轉檔意願書問卷網址：

請點選此連結回覆調查意願 
請⾒詳情!

圖片來源：Volker Kann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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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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