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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2018/02/26 ~ 2018/07/01)

慶開幕 抽禮券 2/26-27、3/1-2 使⽤前棟⼆樓「討論⼩間/視聽區」設備即可抽7-11
禮物卡！

【公告】討論⼩間暨視聽區預約系統已上線，歡迎多加利⽤!！

歡迎新⽣參加圖書館之旅 Welcome to join Library Tour

iReading‧愛閱讀

iDVD

106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2018/02/26 ~ 2018/07/01)

時間 
Hours

書庫 
Stacks

閱覽室 
Study Rooms

討論⼩間及視聽區
Visual-Audio Area

and Discussion
Room

週⼀到週五 
Mon-Fri

08：10 - 21：30 08：10 - 23：30 08：30 - 21：30

週六 
Sat

08：30 - 17：00 08：30 - 21：30 10：00 - 21：30

週⽇ 
SUN

08：30 - 17：00 08：30 - 21：30 10：00 - 17：00

下列時間全館不開放：The Library Closed Date are as follows(MM/DD):

02/28(三) 和平紀念⽇ 
04/02(⼀) 校際活動週 
04/03(⼆) 校際活動週 
04/04(三) 兒童節 
04/05(四) ⺠族掃墓節 
04/06(五) 調整放假 
06/18(⼀) 端午節 

02/28  Peace Memorial Day
04/02  Intercollegiate Activities
04/03  Intercollegiate Activities
04/04  Children's Day
04/05  Tomb Sweeping Day
04/06  Adjusted Holiday
06/18  Dragon Boat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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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Gerald Pe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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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開幕 抽禮券 2/26-27、3/1-2 使⽤前棟⼆樓「討論⼩間/視聽區」設備即可抽7-11禮物卡！

 
抽獎活動時間：107/2/26-27、3/1-2 共四天 
抽獎活動地點：圖書館前棟⼆樓討論⼩間/視聽區 
抽獎獎項：提供7-11超商禮物卡(⾯額100元)每⽇6份，共24份 
抽獎⽅式： 
1.凡於活動期間借(使)⽤討論⼩間/視聽區內設備或空間者，皆可向櫃台領取抽獎券⼀張。 
2.活動期間每⽇16:30於視聽區抽出當⽇得獎者。 
3.若當⽇未中獎，隔⽇將不累計。 
4.每⼈每⽇中獎以⼀次為限。 
5.中獎名單於當⽇下午16:40公告於圖書館網⾴及視聽區活動海報上。 

》回⽬錄

【公告】討論⼩間暨視聽區預約系統已上線，歡迎多加利⽤!

討論⼩間暨視聽區預約系統已上線，歡迎多加利⽤!
預約步驟：

1. 進入討論⼩間暨視聽區預約系統
2. 進入後可先點選左側功能，如「借⽤情形查詢」及「借⽤紀錄查詢」；若要借⽤請點選「借⽤登記」：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eraldpereira/
http://140.118.33.20/lib/space.php


點選「借⽤情形查詢」，可以看到⽬前還有哪些討論室尚未被借出，如下圖：

若要借⽤則點選「借⽤登記」，進入後請輸入帳號密碼，如下圖：

登入後可選擇您要的空間，如下圖：



勾選您要的空間後，會出現⽇期表，先選擇您要的⽇期，按下「申請」，如下圖：

之後會出現當⽇的時段，再勾選時段，輸入使⽤⽬的、⼈數、借⽤設備，按送出即可！



歡迎您多加利⽤！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討論⼩間、團體視聽室2737-6930！

》回⽬錄

歡迎新⽣參加圖書館之旅 Welcome to join Library Tour

歡迎您成為臺科⼤的⼀份⼦，圖書館在學期初舉辦新⽣圖書館導覽活動，歡迎您相約來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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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0：00~10：40
報名 第⼆場 3⽉13⽇(⼆)14：30~15：10(英文導覽)
Welcome to TaiwanTech Librar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join “Library Tour” (English). In this 40-minute
library tour, librarians will give you a brief overview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nd let you know how to use
TaiwanTech library for your study and research.
Date: 3/13(Tue) 
Time:14：30-15：10
Location: Library lobby
Click here to register 
詳情請洽圖書館流通櫃台  TEL: 02-27376195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1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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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前研⼀從0到1的發想術 : 商業突破⼤學最精華的⼀堂課,突破界限從無到有的⼤前
流思考法
館藏索書號：494.1 745-5
作者：⼤前研⼀著; 邱香凝譯
 
本書提供的正是迎向新時代的必備⼯具——突破界限從無到有的⼤前流思考法。集結了世
界五⼤管理⼤師、趨勢專家⼤前研⼀在⽇本商業突破（BBT）⼤學研究所必修課程「創
新」講座精華，濃縮了⼤前研⼀超過三⼗五年的經驗，也是他⻑年擔任顧問，遇到挫折、
突破極限時所使⽤的思考⽅法。透過本書，你將可以⽤最少的代價（BBT⼤學該科⽬的學
費約為52萬⽇圓）了解其中的重要概念與技巧，只要在每天的⼯作中不斷訓練思考，這些
訣竅都會默默成為你的⾎⾁，⾃然⽽然學會解決當前或未來難題的創新能⼒，成為各⾏各
業最搶⼿的⼈才！ (博客來)

書名：「捨」得幸福 : 不緊抓不放、不執著,單純輕鬆地活著
館藏索書號：192.1 437.3
作者：藤原東演著; 卓惠娟譯
 
放開不必要的事物──物、⼈際關係、煩惱、憤怒……就能看⾒幸福！ ⼈⼼都有以下四個
負擔： ‧「永遠覺得不夠」的「飢渴」⼼情 ‧「得失」、「勝負」、「善惡」等「⼆分法」
的思考 ‧執著⽽「使⼼僵化」的頑固 ‧對意念「無法放⼿⽽執著」的⼼ 將這些負擔稍微減
輕就是「捨」。本書詳盡說明「捨」的功夫。你不妨也讓⾝⼼輕鬆⾃由，重拾原本的⼒量
吧！( iRead 灰熊愛)

書名：創意天才的蝴蝶思考術
館藏索書號：176.4 445.4
作者：奧麗薇亞.福克斯.卡本尼(Olivia Fox Cabane),朱達.波拉克(Judah Pollack)著; 李芳齡譯
 
創意來⾃突破，突破是什麼？ 突破就是你的知識或理解突然躍進，讓你通過障礙， 進⽽
出現解決問題的全新⽅法，與看待世界的全新⽅式。你將可以在本書學到： 如何在短時
間產⽣新想法，提升神經可塑性 如何從清醒前狀態獲得靈感，解決問題 如何透過不花腦
筋的活動，增進創意表現 你知道愛因斯坦、賈伯斯、達利，這些改變世界的傑出者，都
是以同樣的流程獲得突破性思考嗎？ 你知道你可能跟他們⼀樣，產⽣相同的創意突破經
驗嗎？趕緊跟著書中的練習，⼀步步提升你的創意思考⼒吧！( Readmoo電⼦)

書名：好想找⼈說說話 : 與臨床⼼理師的話療之旅
館藏索書號：178.8 550
作者：南琦著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3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1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1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1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24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244~S1*cht


 
在我們所處的空間中，外表正常⽽內⼼痛苦的⼈不知凡幾‧很多時候，⼼理問題才是⾝體
出狀況的關鍵：何謂「準爸爸症候群」？新兵扣完扳機⼿指為何動彈不得？老夫老妻吵
架，妻⼦竟然瞬間癱瘓，這⼜是哪招？更多時候，來看病的不⼀定不正常，強押你看病的
反⽽更有問題：⽗親老是嫌女兒不夠好、新⼿媽媽產後憂鬱，竟是遇上恐怖情⼈？ 找個
療⼼的⼈，你不⽤什麼問題都獨⾃⾯對： ‧每個⼈都是處理⾃⼰問題的專家。但你該如何
發現⾃⼰的不對勁？有哪些「不對勁」是必須就醫的程度？書中提供指標供你評斷。‧最
完整的精神科使⽤守則，看這裡！臺灣的⼼理治療師如何養成？健保給付與⾃費有何差
別？臨床⼼理師和⼼理諮商師並不⼀樣，你知道嗎？‧坊間所謂⼼靈導師與成⻑課程真的
可信？我該怎麼選擇？⼼理治療要解夢、催眠嗎？隔空問診（網路、電話）⾏不⾏？
(Readmoo電⼦)

書名：厭世代 : 低薪、貧窮與看不⾒的未來
館藏索書號：542.0933 875
作者：吳承紘著
 
台灣社會進入⼆⼗⼀世紀後，低薪導致年輕⼈失去夢想，在經濟壓迫下失去⽣活，整⽇被
錢追著跑，因⽽成了厭世代，甚⾄就這樣落入貧流層再也無法向上流動。他們將何去何
從，透過個案的訪談、數據探討與學者專家的研究，本書將⼀⼀呈現厭世代的⽣活與⼯作
樣貌，並嘗試找出厭世代迷途未來的⽅向。之所以會有「厭世代」這個詞彙誕⽣，就是因
為「厭世」這兩個字不只是網路的流⾏詞彙，更是年輕⼈的⽣活態度，那是⼀種無可奈
何，不知如何改變，⾛鋼索般的⼈⽣，彷彿只要⼀個斷裂，⽣活立刻會陷入困頓。本書如
實且誠懇地書寫，期盼能改變現狀，透過個案探討讓⼤家彼此理解、互相尊重，反映當下
與當代的台灣社會。(博客來)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獵殺星期⼀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926

主演：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 、 安娜⾙爾⽡莉絲、 傑克強森

未來世界 你我無所遁形！2073年未來世界因為⼈⼝過剩，全球厲⾏⼀胎化政策，由聯邦政府
嚴格管控，⽽泰倫斯(威廉達佛飾)的女兒卻⽣下七胞胎難產⽽死，泰倫斯決定守住七胞胎孫
女存在的事實，並訓練她們保衛⾃⼰與其他姊妹。她們的活動範圍只限在公寓內，名字以星
期⼀到星期天命名、每個⼈就照⾃⼰名字的⽇⼦輪流外出，並共享同⼀個⾝份－凱倫，直到
某天「星期⼀」(歐蜜瑞佩斯飾)出⾨卻離奇失蹤，眾⼈決⼼拯救⾃⼰的姊妹，奮⼒⼀搏與未
來政府展開⼀場⾎戰…。(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牌特務 : 機密對決．公播版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933

主演：查寧塔圖、柯林佛斯、艾爾頓強、荷莉⾙瑞

席捲全球票房的超級鉅作《⾦牌特務》帶領影迷進入⾦⼠曼的神秘世界，這個頂尖的獨立國
際情報組織，以最嚴謹的層級運作，隱匿在社會中以保護世界和平為主要宗旨；故事進⾏到
下⼀個章節，《⾦牌特務：機密對決》，這些英勇的紳⼠ 特務們將⾯臨更危急的挑戰，當⾦
⼠曼的總部遭受到敵⼈的摧毀，⽽世界再次陷入危機之際，他們竟然循線發現到他們另⼀個
在美國的結盟特務組織稱為「仕特曼」(Statesman)，⽽這個同盟組織遠在⾦⼠曼草創時就同
時成立。全新的旅程將考驗著新⼀代兩派特務的合作默契及體能極限，這兩⽅菁英組織也將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24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24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24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24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9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9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549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6730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6730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67303~S1*cht


緊密的結合以擊潰殘暴無情的邪惡勢⼒，並維護世界秩序，⽽這樣的任務也似乎讓伊格⻄越
來越得⼼應⼿了…(Yahoo奇摩電影) 歡迎⾄視廳區借閱欣賞！

影片名稱：牠 (2017)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939
主演：傑登⾥柏赫、比爾史科斯嘉、芬恩沃夫哈德

史蒂芬⾦⼩說改編 史蒂芬⾦⼩說改編 史蒂芬⾦⼩說改編 、「⺟侵 」導 演執導 演執導 敘述
緬因州瑞德鎮的兒童開始消失，警⽅不得不下令在每天的晚間七點後進⾏宵禁。鎮上⼀群孩
⼦們看到⼀名不尋常的「⼩丑」，「牠」似乎與瑞德鎮兒童們的消失有直接關係，他們甚⾄
發現「牠」在這個⼩鎮上不是第⼀次出現…。(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星際特⼯⽡雷諾 : 千星之城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904
主演:卡拉迪樂芬妮、 克⾥夫歐文、伊森霍克、蕾哈娜

⽡雷諾與蘿琳娜是時空旅⾏特務的精英成員，他們不斷在時間與空間中穿梭，維護28世紀的
世界秩序。在浩瀚無垠的銀河中，由兩位特⼯搭檔意外捲入了⼀個巨⼤的星際陰謀，從⽽引
發⼀場關乎7000多個宇宙種族存亡之戰的故事。電影改編⾃1967年問世的法國漫畫
《Valerian》，從《星際⼤戰》系列到《阿凡達》，電影中來⾃於漫畫的靈感隨處可⾒，⾄今
已被翻譯成21種語⾔，即使非科幻迷的普通粉絲也容易領會並享受其中。(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氣象戰．公播版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945
主演：傑瑞德巴特勒、 吉姆史特葛斯、艾比柯妮許、吳彥祖

在⼀連串前所未有的⼤⾃然災難威脅地球之後，全世界的領導⼈聚⾸，⼀同創造出⼀套複雜
的衛星網路，來控制全球氣候及保護全⼈類的安全。但如今出了狀況，這套原本⽤來保護地
球的系統卻反過來攻擊地球，⼈類要與時間賽跑，在這場全球地磁風暴毀滅⼀切及天地萬物
之前發現真正的威脅。(Yahoo奇摩電影) 歡迎⾄視廳區借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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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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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67304~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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