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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圖書館中秋節閉館(2017/10/04)

2017/10/04 Library will be closed for Mid-Autumn Festival

106年10⽉4⽇（週三）中秋節，全館閉館⼀天
祝您 佳節愉快
Library will be closed on October 4, 2017 for Mid-Autumn Festival.
Have a nice holiday!

圖片取⾃KKnews每⽇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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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錄

【施⼯公告】2017/09/27-11/07圖書館⼀樓流通櫃台施⼯

為了提供更友善親和的圖書館環境，圖書館將於2017/09/27-11/07進⾏⼀樓借還書櫃台整修及⼤廳牆⾯及磨⽯⼦地坪研磨
拋光⼯程。施⼯期間，借還書將改⾄臨時櫃台辦理，臨時櫃台位於後棟書庫入⼝處。還書可利⽤還書箱或刷卡入館⾄臨時櫃
台辦理。為了您的安全，請依現場標⽰之動線進出。 
造成之不便，敬請⾒諒！

》回⽬錄

不要再錯過了!!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前幾次的資料庫教育課程您錯過了嗎？別擔⼼！我們還有為各學院舉辦的其他課程，請您動動⼿指趕快報名上課，⼀定會有
意想不到的收獲哦！

 
⽇期 /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適⽤學
科

報名

2017-10-
13(五)10:00~11:30

電算中⼼
RB509 教室

Library E-
Resources Guide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7-10-
17(⼆)10:00~11:00

電算中⼼ RB510
教室

國外學位論文搜尋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7-10-
17(⼆)11:00~12:00

電算中⼼ RB510
教室

哈佛/ABI INFORM
資料庫

管理學
院

開始報名

2017-10-
24(⼆)14:00~15:3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SCOPUS、SDOL資
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2017-10-
30(⼀)14:00~16:00

電算中⼼ RB509
教室

EV 、IEL資料庫 ⼯程、
電資學
院

開始報名

詳情請洽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  TEL: 02-27376196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5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6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39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00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數位論文推廣】「誰是論文推薦王?」活動 (11/30截⽌)

活動簡介：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正為您舉辦「誰是論文推薦王?」活動，凡成功於活動網址推薦論文者，就有機會獲得風扇、露營
椅、禮卷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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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活動網址：http://www.tbmc.com.tw/event/ddc2017/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PQDT A&I資料庫。 
2.請先在全國學術版的PQDT A&I資料庫中，找出⼀篇優質論文，再透過下⽅兩個連結確認是否尚未收錄於DDC資料庫
中。 
3.如尚未收錄於DDC資料庫中，即會出現本活動資訊與【推薦去】連結，只要兩分鐘完成推薦填表作業，即有抽獎機
會唷！

活動獎項：

頭獎 - Stadler Form Otto風扇⽵原⽊⾊........................................... 1名 
貳獎 - Sport Brella 360度⼾外露營椅...............................................3名 
叁獎 - MOVePAK 擴充式坐墊包......................................................6名 



幸運獎 - 7-11禮卷 200元............................................................... 20名 
慧眼獨具獎 - CHANNEL WELL 桌上型雙USB無線充電器................1名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天下王者之爭」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

活動簡介：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正為您舉辦「天下王者之爭」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找
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米家掃地機器⼈、Canon 多功能相片複合機、午餐卷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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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活動網址：http://www.tbmc.com.tw/event/cwk2017/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

頭獎 - Stadler Form Otto風扇⽵原⽊⾊........................................... 1名 
貳獎 - Sport Brella 360度⼾外露營椅...............................................3名 
叁獎 - MOVePAK 擴充式坐墊包......................................................6名 
幸運獎 - 7-11禮卷 200元............................................................... 20名 
慧眼獨具獎 - CHANNEL WELL 桌上型雙USB無線充電器................1名 
歡迎參加！

》回⽬錄

【公告】使⽤圖書館電⼦資源，請遵守使⽤規範！！

近⽇有資料庫因超量下載以⾄被停權使⽤，敬請校內師⽣使⽤電⼦資源時，遵守使⽤權規範與智慧財產權，⼀旦違反
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讀者須⾃負相關法律責任，圖書館並將依情節輕重停⽌其使⽤權。 

  僅限於個⼈學術研究或教學⽬的使⽤，不得以資料庫及其資料從事商業⾏為。
  電⼦資源請勿非法⼤量下載，禁⽌使⽤⾃動下載軟體，合法下載資料後請勿於線上傳播流通。
  禁⽌有計劃、⼤量地列印或下載資料庫中的全文內容。例如：下載某期刊各卷期的全部(或⼤部分)全文文章，或
於⼀定時間內下載之全文量已超出合理比例。

》回⽬錄

http://www.tbmc.com.tw/event/ddc2017/
http://www.tbmc.com.tw/event/ddc2017/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阿嬤要我跟你說抱歉

作者:菲特烈.⾙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謝靜雯譯

館藏索書號：889 458.13-3

 

艾莎七歲，她的外婆七⼗七歲。外婆是艾莎的超級英雄，也是她唯⼀的朋友。她們會在半
夜翻牆闖入動物園，或者在睡不著的夜晚，⼀起到「幾乎甦醒之地」跟「米阿瑪斯王
國」。⽽當她在學校受同學欺凌時，外婆總是給予她⾯對的勇氣。 可是，有天外婆卻不
敵癌症⽽離開了她。艾莎決定要完成外婆的⼼願，幫她送信給她想要道歉的⼈，意外的冒
險之旅於焉展開。漸漸她發現，故事裡的酒⿁、怪物、魅影，竟然真的存在現實世界，也
查出了關於幾乎甦醒之地、米阿瑪斯王國的祕密。還有當她還不認識外婆之前，外婆那轟
轟烈烈、精采萬分、且獨⼀無⼆的過往。(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夜 : 兩個祖國、五個⼿⾜、三代⽇裔美國家庭的⽣命故事
作者：帕蜜拉.羅特那.坂本(Pamela Rotner Sakamoto)著; 廖德明譯
館藏索書號：785.27 740
 

被兩個國家撕裂的家庭，個⼈⽣命只能如奧德賽般漂泊--「⺟親⼤⼈，我是哈利。我回來
了。」戰後跟隨美軍踏上⽇本國⼟，終於與家⼈相聚的哈利，卻迎來兄⻑因為原爆症⽽⾝
亡。這是⼀個真實的⽇裔美國⼈家庭的故事，也是那個時代許多⼈的縮影，對他們⽽⾔，
到底什麼是祖國？該選擇信念或理想、國家或家庭、對抗或情誼？從中我們看⾒⼈如何被
時代左右，他們順應、反抗，抑或活出⾃我。(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好好說話 : 粉絲破千萬!最強說話團隊教你新鮮有趣的話術精進技巧
作者：⾺薇薇,黃執中,周⽞毅等著
館藏索書號：192.32 388
 

針對⼀切患有不會說話症的⼈群，治療症狀包括：閒聊時把天聊死、⾯對要求不懂拒絕、
說話沒有邏輯、⼀開⼝就冷場……、熱愛說話、擅⻑說話，並想了解更多說話技巧和魅⼒
的話術⾼⼿，同樣適⽤！你將獲得：更鋒利的武器、更全⾯的掌握、更真實的鍛鍊──以
五維話術，解決說話難題！現代社會⾼度競爭的複雜⼈際關係，快節奏的學習和⼯作環
境，要求我們有更加智慧、更有銳氣、更強調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的「好好說話」之道。冠
軍說話團隊從溝通、說服、辯論、演說到談判，教給你⼀整套可以實際應⽤在⽣活上各種
場合的說話⽅式，調整你的觀念，激發你的思維，整體提升你的說話能⼒！( Readmoo電
⼦書店)

書名：捨不得不⾒妳:女兒與⺟親,世上最⻑的分⼿距離
作者：鍾文⾳著
館藏索書號：855 663.3-9
 

這是⼀封寫給⺟親的道歉信，也是寫給⺟親的致謝函。她來到⺟親居住的屋，沒有⺟親的
房⼦，她想像⺟親最後倒下時是何等光景？她打開抽屜，獨居的親情緊緊收藏她早已經忘
記的物件。她搓洗從醫院帶回⺟親的衣物，眼淚決堤開啟告別的漫漫⻑夜。她⾛過⺟親⾛
過的路，前往⺟親登過的⼭，她的書桌就在病房，書寫與疼痛，病愛⼀體，女兒與⺟親，
世上最⻑的分⼿距離。⼀年半的時間，她往返於病院、⺟親所在的場所，在奔赴病塌喘息
之間，在流了淚⽔⼜擦乾之間，在欣喜歡樂與憂傷沉默之間……隱隱感覺命運殘酷的雙眼
銳利，⾯臨摯愛不知何時將⾄的死亡，深陷現實囹圄的寫作者如何拾起書寫的筆墨，在苦
痛裡開出花朵？(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0~S1*cht


書名：優勢⼯作哲學 : ⽤47個⼩原則創造⼤改變
作者：服部周作著; 林錦慧譯
館藏索書號：494.2 946.2
 

升遷最快的麥肯錫顧問教你致勝47招,麥肯錫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管理顧問公司。事實上
「管理顧問」⼀詞根本就是為麥肯錫⽽⽣。麥肯錫為各⼤企業解決問題──全球200⼤企業
中，有147家是他們的客⼾；不僅如此，麥肯錫更是CEO的搖籃！麥肯錫怎樣讓你成為厲
害的領導者？只要四個階段的計畫，你的事業就能夠更上⼀層樓： 1 全⽅⾯⾃我提升 2
強化溝通技巧，理解並影響你的團隊與合作對象 3 應⽤適⽤於不同⼯作現場的⼯具，提
⾼⽣產⼒ 4 專注於⽬標，成為戰無不勝的領導者 淬煉⾃麥肯錫⽇常與優秀顧問經驗的47
個原則，讓你站上成功事業的⾼峰。(博客來)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美女與野獸
館藏索書號： PN 20373
主演：艾瑪華森、伊旺麥奎格(Ewan McGregor)

繼《⿊魔女：沉睡魔咒》、《仙履奇緣》後，迪⼠尼再度將經典動畫改編成真⼈電影，這
回由⼈氣女星艾瑪華⽣領銜，搭配兩位新⽣代英倫帥哥- 丹史蒂文森與路克伊凡斯，重新
演繹《美女與野獸》，獻唱動畫版中⽿熟能詳的歌曲。透過最新的視覺特效，魔法城堡中
的燭台、時鐘、茶壺太太…都將華麗登場。《美女與野獸》劇情描述⼀位王⼦因不懂得慈
悲與寬容⽽被施與魔咒變成野獸，後來⾙兒為救⽗親⽽答應被野獸囚禁，在⼀群魔堡僕役
的穿針引線之下，⾙兒與野獸從針鋒相對到相知相守，但野獸必須在最後⼀片玫瑰花瓣掉
落前，學會愛⼈與被愛，才得以解開魔法的桎梏。搭配⾦獎配樂⼤師亞倫孟肯優美的旋
律，讓故事更顯精緻動⼈。(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羅根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363
主演：休傑克曼、派屈克史都華、達芙妮基恩、波伊德霍布魯克

【X戰警】系列最具代表性⼈物「⾦鋼狼」推出個⼈系列電影最終章【羅根】，導演詹姆
⼠曼格注入濃厚⻄部電影的風格，替⾦鋼狼與X教授派的謝幕留下感傷的印記。故事發⽣
在不久的將來，離群索居的羅根（休傑克曼 飾）與衰弱的X教授（派屈克史都華 飾）⼀同
流亡在墨⻄哥邊境。當神秘的少女蘿拉（達芙妮基恩 飾）意外的出現，打破了羅根逃離這
個世界的計畫…。(博客來)

影片名稱：⽉光下的藍⾊男孩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464
主演：⾺赫夏拉阿⾥ 艾⼒克斯希伯特 娜歐蜜哈瑞絲

故事敘述家住邁阿密的男孩夏隆在孩童、少年、青年三個時期的⼼境轉換。他在成⻑過程
中慢慢瞭解⾃⼰的性別取向，但卻不斷受到外界異樣的眼光，以及粗魯的對待，飽受⼀連
串的壓⼒以及對⾃我認同的掙扎，夏隆要如何才能活出不⼀樣的⼈⽣？ (博客來)

 

影片名稱：天才的禮物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476
主演：克⾥斯伊凡、麥肯娜葛瑞斯、奧塔薇亞史班森

法蘭克德勒（克⾥斯伊凡 飾）獨⾃撫養著他的天才外甥女瑪莉（麥肯娜葛瑞絲 飾），並
竭盡所能地讓瑪莉過著正常七歲⼩孩的⽣活，然⽽這片刻的幸福卻因為瑪麗的外婆伊芙琳
出現（琳賽鄧肯 飾）⽽被打破，伊芙琳意識到其孫女的天賦，⽽她的介入也讓法蘭克與瑪
莉⾯臨被迫分開的命運…。由【戀夏500⽇】⾺克韋柏執導，【美國隊⻑】系列克⾥斯伊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7~S1*cht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plugin/enews/1/98/98.html#To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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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415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5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158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3237~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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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ID4星際重⽣】麥肯娜葛瑞絲、【關鍵少數】奧塔薇亞史班森以精湛的演技出交出
這部「深刻⽽完美」的動⼈⼩品。(博客來)

影片名稱：玩命關頭8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478
主演：巨⽯強森、傑森史塔森、蜜雪兒羅莉葛茲

玩命團隊在⼤戰後似乎終於能夠回歸正常平靜的⽣活：唐老⼤和莉蒂正在⼆度蜜⽉，布萊
恩和蜜雅則退出江湖，⽽所有的成員的犯罪紀錄也全獲撤銷，但是當⼀名神秘女⼦將唐老
⼤誘入⼀個他似乎無法逃脫的犯罪世界，⽽他也被迫背叛他最親近的家⼈，他們全都必須
⾯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並且接受最嚴峻的考驗。從古巴風景優美的海岸線，到紐約市喧鬧
的街頭，再到巴倫⽀海的荒蕪冰原，這個⾼⼿如雲的團隊⼜將跑遍全世界，阻⽌⼀個無政
府主義者讓全世界陷入⼀團混亂，並且將凝聚他們這⼀家⼈的唐老⼤帶回家。（博客來）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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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2012 臺灣科技⼤學圖書館 10607 臺北市⼤安區基隆路四段43號 最佳解析度1024*768

No.43, Sec. 4, Keelung Rd., Da'an Dist., Taipei 10607, Taiwan (R.O.C.) Tel: 886-2-27376195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343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0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6002~S1*cht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854.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