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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蜘蛛⼈: 返校⽇Spiderman: Homecoming

圖書館邀請您免費欣賞賣座電影【蜘蛛⼈: 返校⽇Spiderman: Homecoming】11/22(三) 18:30-21:00，歡迎踴躍參與！ 
【電影】蜘蛛⼈: 返校⽇Spiderman: Homecoming
【片⻑】134分鐘 
【時間】106/11/22(三)18:30-21:00  (18:10開放進場, ⾃由入座)
【地點】IB-101 (場內禁⽌飲食, 請勿攜帶食物入場)   
【主辦單位】圖書館 
【簡介】蜘蛛⼈重回漫威電影宇宙後全新作品！還是中學⽣的蜘蛛⼈/彼得帕克 (湯姆霍蘭德 飾)在【美國隊⻑3：英雄內
戰】⾸次登場，讓他成為網路爆紅的超級英雄。與復仇者聯盟參與⼀場刺激⼤戰後，彼得終究回到他與梅嬸(瑪麗莎托梅 飾)
的⾝邊，並在「⼼靈導師」鋼鐵⼈東尼史塔克(⼩勞勃道尼 飾)的指引下，試圖融入過去平凡的⽣活。但蜘蛛⼈⼀⼼想證明⾃
⼰不是鄰家英雄，直到全新反派禿鷹 (米⾼基頓 飾)的強勢現⾝，才讓他意識到⾝邊珍惜的事物都將遭受嚴重威脅。 (摘⾃博
客來)  
※可登錄公務⼈員及約⽤⼈員終⾝學習時數※ 
請欣賞預告片！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9s_sZqyh7U


圖片取⾃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新增資料庫】EBSCO Discovery Service資源探索服務新收錄本館館藏和數個常⽤資料庫!

EBSCO Discovery Service資源探索服務整合本館館藏和數個資料庫的平台，例如：BSP、ERIC、SCOPUS、DOAJ Open
Access、IEEE、Wiley、SDOL等等電⼦資源，可直接在EDS系統查找資料，節省到各資料庫檢索的時間，讓查找資料更⽅
便。歡迎多加利⽤！檢索路徑：圖書館⾸⾴/整合查詢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介紹檔案下載！

》回⽬錄

【電⼦書推廣】「⼼⼼相e：電⼦書傳情」電⼦書推廣活動 (11/30截⽌)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63263,r200-1.php?Lang=zh-tw


活動簡介： 
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正為您舉辦「⼼⼼相e：電⼦書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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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Wi-Fi 128GB、iPad mini 4 Wi-Fi 64GB、迷你運動攝影機、Wi-Fi隨⾝碟 64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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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活動⽅式： 
(⼀)參與者⾄線上表單（https://goo.gl/nK56ay)留下1.電⼦書200字閱讀⼼得 2.傳情收件⼈資料 3.傳情文字，經主辦單位
審核通過後，即獲得⼀個抽獎名額。 
(⼆)線上表單開放期間：106年10⽉11⽇(三)12:00起⾄11⽉30⽇(四) 12:00⽌。 
(三)主辦單位將依報名順序製作傳情mail，發送電⼦書⼼得和傳情文字給指定收件⼈。 
(四)本活動限制每⼈最多投稿10篇電⼦書⼼得，且需為不同本電⼦書，故每⼈最多擁有10個抽獎名額。 
活動獎項：

獎品
名額

iPad Wi-Fi 128GB 1名
iPad mini 4 Wi-Fi 64GB 1名
藍牙頸掛式⽿機 2名
LED蘑菇燈 2名
迷你運動攝影機 4名
Wi-Fi隨⾝碟 64GB 8名
超商禮卷500元 60名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Acer Walking Library 電⼦雜誌」有獎徵答活動 (12/1截⽌)

https://goo.gl/mvVmbk


活動簡介： 
⼤鐸資訊公司正為您舉辦「Acer Walking Library 電⼦雜誌」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Acer Walking
Library 電⼦雜誌 」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7-11禮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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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Acer Walking Library 電⼦雜誌 
2.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3.活動分兩階段進⾏，兩階段分別計算積分及總答題數。每⼈每⽇答題15題(含)以上，即獲得1積分。每⼈每⽇⾄多獲得1積
分，若總積分相同，按各階段答題數多寡排名。因此，若A和B總積分同為20分，A總答題數230題，B總答題數200題，則A
獲勝。 
活動獎項： 
各階段獎項分配：兩階段各取15名，共30名。 
第⼀階段(2017/10/02-2017/11/01)
第⼆階段(2017/11/02-2017/12/01)

7-11禮券
排 名 ⼈ 數

1000元 第1名 共1位
500元 第2名~第5名 共4位
200元 第6名~第15名 共10位  

 歡迎參加！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勇敢去敲貴⼈的⾨
作者:管家賢著
館藏索書號：177.3 663.3 2014
 

當⾃⼰的貴⼈，要有貴⼈相助，必須要⾃⼰先成為⾃⼰的貴⼈。我有⼀個貴⼈學的公式，
就是「腦袋＋⼈脈＝⼝袋」。管家賢老師提出七道⾨，內容分享許多貴⼈的故事（可對照
⾃序後之照片集），分別有【第⼀道⾨ 當⾃⼰的貴⼈】、【第⼆道⾨ 懂得辨識貴⼈】、
【第三道⾨ 主動尋找貴⼈】、【第四道⾨ 服務請教貴⼈】、【第五道⾨ 做機會給貴
⼈】、【第六道⾨ 彼此成為貴⼈】、【第七道⾨ ⼀⿑去當貴⼈】，透過照片、故事分
享，傳遞出如何找到貴⼈之途。同時，本書傳達要想踏上成功的路，或是成為⼀個成功的
⼈，「謙虛、好學」絕對是不可遺忘的態度，期許⼤家⼀起來當彼此的貴⼈。(iRead 灰熊
愛讀書)

書名：從此不再忘東忘⻄ 擴充記憶體的100個趣味遊戲 : 法國記憶冠軍的五感開發練習題
作者：⾙爾納.克⽡希爾(Bernard Croisile)著; 林幼嵐譯
館藏索書號：176.33 739-2
 

你不是記憶⼒退化，只是⼤腦⽋栽培！100道記憶練習題，不只鍛鍊記憶⼒，同時提升專
注⼒、觀察⼒、聯想⼒和邏輯推理能⼒！ 
本書特⾊： 
不只是遊戲，還有22個關於⼤腦及記憶⼒的問題，解開你的所有疑惑。 
按難易度分三階段，包含視覺、文字、故事等多元類型趣味⼩遊戲等。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2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4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41~S1*cht


每個遊戲附有⽬的解說，並標註能夠改善與增進⼤腦的哪⽅⾯能⼒。 
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重點不在是否答對或多快解出答案，⽽是從遊戲過程中學到各種記
憶類型的技巧及訣竅，並得到樂趣。 
老少咸宜，適合獨⾃玩，也可以親⼦或闔家同樂。

讀書考試、職場進修、提升⼯作效率、預防失智皆適⽤。(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數據
作者：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館藏索書號：861.57 764.3-77
 

沒有⼀樁犯罪逃得過「DNA偵查系統」的監控，科學家神樂龍平對此深信不疑。他不費吹
灰之⼒，藉著這套系統⼀次次揪出兇⼿，成功破案。⽽他的最終⽬的，是讓全⽇本國⺠的
DNA資料都納入系統之中，讓所有犯罪無所遁形。
然⽽就在夢想即將實現之際，該系統的開發者卻慘遭殺害。神樂採集遺留在現場的可疑⽑
髮，⽤他⼼中「完美無缺」的偵查系統進⾏比對，沒想到螢幕上跳出的兇⼿名字竟然是
——神樂龍平！
破案天才轉眼變成了通緝犯，篤信科學的神樂開始懷疑⾃⼰或許正是那個最「不科學」的
存在，因為他的⾝體裡還住著另⼀個「他」，⽽那個「他」或許知道命案的真相，以及⾃
⼰與那個陌⽣女孩之間的關係……(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本⾊彩物語 : 反映⾃然四季、歲時景⾊與時代風情的⼤和絕美傳統⾊160選
作者：⻑澤陽⼦監修; Tomoko Everson繪; 蘇暐婷譯
館藏索書號：963 746
 

鶯⾊、東雲、萌⽊、撫⼦、落栗、朽葉、海松、利休鼠⾊……這些擁有美麗名稱與風情的
⾊彩，源於⽇本⼈特有的⾊彩美學以及對季節遞嬗的細膩感受，在⽇本稱為傳統⾊。⽇本
有上千種傳統⾊⾊名，歷史悠久的⾊名，指稱範圍會隨時代不同⽽改變。例如「櫻⾊」在
古代指的是從遠處觀看有潔⽩花瓣與紅⾊嫩葉的⼭櫻風景；現代則讓⼈想到染井吉野櫻的
淡粉紅⾊。這份無法清楚定義的⾊名的曖昧感，也是欣賞傳統⾊的醍醐味。本書從上千種
傳統⾊中選出四季共⼀百六⼗種⾊彩，從⽿熟能詳到前所未聞的都包含其中。介紹其由
來、故事、相關趣聞，以及⾊彩對應的季節風情詩，讓⼈從中感受傳統與⾃然交織之美。
(博客來)

書名：⼤數據時代⼀定要會的⾃動化資料搜集術
作者：佐々⽊拓郎著; 朱浚賢譯
館藏索書號：312.32P97 667
 

本書教您⽤【Excel 函數/VBA、Google 試算表、完全不需要程式的雲端服務⼯具、客製
化的網⾴爬蟲程式】，不費⼒地把各種資料搜集到⼿。例如：每天上午 9 點取得網路商
店暢銷排⾏榜清單, 下午 3 點幫你⾃動整理好股價資料，所有⼯作交給電腦處理，我們則
聚焦在這些資料背後隱藏的價值，⽤它們來產⽣對決策有幫助的資訊！本書特⾊ : ●免⼿
動！各種網路資料通通幫你搜集, ⼤數據時代必學的職場⼯作術！(⼤學簡體電腦)

》回⽬錄

iDVD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4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6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126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72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722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45987~S1*cht


影片名稱：逃出絕命鎮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518
主演：凱薩琳基納(Catherine Keener)、斯史坦費爾

德非裔青年克⾥斯是個才華洋溢的攝影師，與⼀名⽩⼈女孩蘿絲相互愛侶，兩⼈利⽤周
末到蘿絲⽗⺟家中拜訪。兩⼈抵達當天，克⾥斯便⼀直注意到⿊⼈園丁華特和女傭喬吉
娜的怪異⾏為，晚上更是在談話中被蘿絲的⺟親催眠。隔天適逢家中舉⾏的年度聚會，
蘿絲⽗⺟的親朋好友們紛紛來訪，他們清⼀⾊都是年邁的⽩⼈夫婦。聚會中克⾥斯終於
發現⼀張熟⾯孔，但對⽅的⾏為舉⽌卻怪異無比。接連的怪事令克⾥斯漸漸察覺到不對
勁，然⽽，誰也沒想到某個種族陰謀竟在背後偷偷醞釀著...。(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第⼀夫⼈的秘密 = Jackie鎮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0516
主演：比利克魯德普、 葛莉塔潔薇、約翰赫特、 娜塔莉波曼

《第⼀夫⼈的秘密》改編⾃真⼈實事，描述美國前總統約翰⽢迺迪（John F. Kennedy）的
夫⼈賈桂琳⽢迺迪（Jacqueline Kennedy）在丈夫於1963年遇害⾝亡後，所經歷的⼼路歷
程、⼼境轉折以及⾯臨的挑戰。1960年，當時31歲的賈桂琳⽢迺迪，進入⽩宮成為第⼀
夫⼈，雖然僅當了3年的總統夫⼈便成為寡婦，但其典雅風範和出眾氣質，被美國譽為
「永遠的第⼀夫⼈」，⾄今仍是全世界津津樂道的傳奇⼈物。雖然以往描寫⽢迺迪夫⼈
的傳記電影不少，但未曾有⼈拍出她喪夫卻⼜得在⽩宮扛起「第⼀夫⼈」職責的勇敢⼼
境和堅忍過程，《第⼀夫⼈的秘密》即是呈現這段不為⼈知的秘史，也因為前所未有，
堪稱是影史上從未拍過的賈桂琳⽢迺迪故事。 (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異形：聖約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561
主演：麥克法斯賓達、凱薩琳沃特斯頓

好萊塢傳奇⼤導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將重返經典，再度回歸他過去曾⼀⼿打造的
超級科幻史詩鉅作《異形》，新作《異形：聖約》（ALIEN: COVENANT）將直接與他
1979年所推出的《異形》故事連結，並作為以《普羅米修斯》為⾸的前傳三部曲之第⼆
章節。殖⺠太空船—聖約號前往在浩瀚銀河中⼀顆遙遠的星球，其成員發現了⼀個世⼈
都未曾知道的「天堂世界」，但其實這裡是⼀個陰暗且險象環⽣的地⽅，當他們發現這
個地⽅存在著難以想像的威脅，為了活命他們必須展開⼀場驚⼼動魄的逃亡旅程。(奇摩
電影)

 

影片名稱：加勒比海盜神⿁奇航 : 死無對證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558
主演：布蘭頓思懷茲、傑佛瑞洛許、哈維爾巴登、強尼戴普、奧蘭多布魯

位處墨⻄哥灣與加勒比海的神秘百慕達三⾓洲，發⽣過⼤量令⼈匪疑所思的失蹤事件，
不僅讓這個地區蒙上⼀層神祕的⾊彩，更被烙上「魔⿁三⾓」的稱號…相傳，⻄班牙海
軍裡有位治軍嚴明的薩拉查船⻑，他冷⾎凶狠的獵殺⼿段，讓海盜們聞風喪膽。這位橫
⾏加勒比海的船⻑與他的鐵⾎海軍，在⼀個夜晚突然離奇消失，少了他在海上⼤⼒掃
蕩，海盜們便肆無忌憚，⽇益猖獗，漸漸的，把這號⼈物遺忘。其實，薩拉查船⻑從沒
離開過「魔⿁三⾓」，只是碰上他的船隻都沒好下場，沒⼈能活著出來證實罷了。這
回，薩船⻑鐵了⼼，決定留⼀個活⼝，代個⼝信給加勒比海最猖狂的海盜…(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海灘救護隊證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556
主演：亞歷珊卓妲妲⾥奧、潘蜜拉安德森、巨⽯強森

故事講述肌⾁猛男救⽣員隊⻑米奇布坎南(巨⽯強森 飾)，接下神聖的⼀號瞭望塔職責，維
護海灘的安全。恰好這維護海灘的神聖隊伍，正準備徵招新進成員，他們以嚴格體試把
關，卻有奪得兩⾯⾦牌的游泳好⼿麥特布洛迪(柴克艾弗隆 飾)，僅想以推薦信函入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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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挑戰麥特布洛迪是否有資格入隊同時，他還必須查出最近是誰在海灘私販危險毒
品，並且要和情同家⼈的海灘救護隊，更深入調查其背後的陰謀。（博客來）

 

 

 
》回⽬錄

新知報報：機捷A8站⾃動借書站啟⽤

搭機場捷運也可享受閱讀趣。桃園市立圖書館與桃園捷運公司合作於A8⻑庚醫院站設置的「全⾃動借書站系統」於9/6⽇正
式啟⽤，全⾃動化的機台提供完善租借及還書服務，免除愛書族須出站轉乘⾄圖書館的⾈⾞勞頓，使借還書⼿續更為便利。
桃園市⽬前已有超過20座市立圖書館遍布各區，因應機場捷運旅運量持續提升，桃園市立圖書館特別在捷運⾞站增設全⾃動
借書機，將圖書館服務範圍更擴⼤到機捷沿線，便利搭乘捷運的愛書族。請⾒詳情！

新聞內容取⾃聯合新聞網；圖片取⾃桃園市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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