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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 (5/3(四)10:00 -5/4(五))

圖書館為迎接4/23「世界書香⽇」這充滿愛與書香的美好節慶，配合⼈們於此⽇互贈書籍與玫瑰的傳統，圖書館將現有之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及不納入館藏之贈書，免費贈予本校師⽣。內容豐富，包括電腦、語⾔學習、旅遊、健康、財經等。歡
迎有興趣之讀者⾃⾏⾄本館選取。 
該批贈閱資料將分批置於圖書館⼀樓輕食區，陳列時間為107年5⽉3⽇(四)10:00 -5⽉4⽇(五)17:00，或⾄送完為⽌。 
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到館選取。 

圖片來源: Joe Morgan

》回⽬錄

圖書館新書展⽰區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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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當您⾛進圖書館⼀樓書庫前的廊道時，是否覺得眼睛⼀亮呢？核桃⽊紋的矮櫃陳列著⼀本本新書及剛下檔的熱⾨電影
片，牆邊擺放幾張舒適⼩沙發，這是圖書館全新規劃的新書展⽰區，陳列每⽉最近進館的新書及視聽資料。下次⾛到新書展
⽰區時，請您佇⾜片刻，讀好書選好片，喜歡還可以立刻借出哦！

》回⽬錄

【試⽤資料庫】The New York Times國際紐約時報試⽤，⾄2018/05/31⽌

1.【The New York Times國際紐約時報平台】
試⽤期限：⾄2018/05/31⽌ 
簡介說明
全球最權威的即時新聞資料庫，超過⼀世紀的報紙出版社，取得資訊最具權威，內容最公正的新聞資源。可以培養世界觀，
增加時事敏銳度，同時也是訓練英文閱讀能⼒最佳⼯具，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是與世界接軌的最佳選擇。

2.【The New York Times InEducation主題教學個案平台】
  試⽤期限：⾄2018/05/31⽌ 
簡介說明
資料庫簡介： 
收錄全世界超過800個教師根據《國際紐約時報》的新聞⽽做的教學案例，依學科主題分為政治、⽣物學、商業、法律、經
濟、環境科學、國際關係、領導管理、⼼理學、宗教研究、英文寫作等。有別於⼀般個案研究資源，此平台將個案與新聞結
合，提供給師⽣理論及實務兼具的教學資源。

》回⽬錄

IEEE(IEL)、Wiley、Taylor & Francis等資料庫無法校外連線說明

近⽇部分資料庫為提供更安全的服務，網址由http改成https，卻無法⽀援本校圖書館的校外連線機制，導致出現502 Proxy

https://0-www.nytimes.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NYTDM.pdf
http://0-nytimesineducation.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NYTE.pdf


Error訊息，無法使⽤資料庫。 
⽬前已知有IEEE(IEL)、AIP、ASCE、Wiley、Taylor & Francis Group等資料庫出現該問題，圖書館⽅⾯正盡⼒解決，這段時
間內若急需使⽤這些資料庫，有以下建議⽅法： 
1.於校園範圍內使⽤。 
2.需校外連線使⽤資料庫，請向電算中⼼申請SSL-VPN服務。 
造成不便  敬請⾒諒

》回⽬錄

【有獎徵答】「擋也檔不住的機器⼈浪潮」有獎活動 (2018/5/9截⽌)

活動簡介：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擋也擋不住的機器⼈浪潮」有獎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EV資料庫」
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特洛Tello空拍機、SONY 可攜式防潑灑藍牙喇叭、威秀電影票2張及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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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9⽇⽌。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EV資料庫 (Engineering Village)查找資料 
2.⾄活動網址完整填寫個⼈資料並正確回答所有題⽬者，即可有機會獲獎。 
活動獎項： 
【⾸獎】特洛Tello空拍機1架+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貳獎】SONY 可攜式防潑灑藍牙喇叭1個+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參獎】威秀電影票2張+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電⼦書推廣】「udn借閱王．尋找閱讀達⼈獎好禮!」 (2018/5/25截⽌)

活動簡介：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正為您舉辦「udn借閱王．尋找閱讀達⼈獎好禮!」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連線⾄活動網址借閱 udn 電
⼦書刊，依照活動辦法登入“⾏動借閱帳號”進⾏借閱，即有機會獲得ASUS ZenPad 8.0平板電腦、⼩米全景相機等豐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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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25⽇⽌。 
活動徵答⽅式及獎項： 
1.活動期間內，連線⾄udn電⼦書庫，申請⾏動帳號，借閱udn電⼦書刊。 
2.依各館提⽰，登入「⾏動借閱帳號」，才能列入借閱冊數計算。 
【活動⼀  閱讀e起來】 
於活動結束後，統計各級別「全國總借閱冊數」第⼀名的讀者 
⼤專院校第⼀名，贈送⼩米全景相機 
【活動⼆  閱讀好時光】 
於活動後統計個別讀者「閱讀時數」前⼗名者，抽出⼀名讀者，贈送ASUS ZenPad 8.0平板電腦。 
（閱讀時數係以讀者登入⾏動借閱帳號後，保持線上閱讀，才能列入閱讀時數計算。） 
【活動三  凝聚閱讀⼒】 
於活動後統計，各級別圖書館「全國總借閱量」 (借閱讀者總⼈數)
⼤專院校，第⼀名圖書館，贈送7-11禮券 5,000元。 
【閱讀串聯】 
對象： 

http://www.cc.ntust.edu.tw/ezfiles/5/1005/img/485/SSL-VPN_application.docx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8_EiCompendex/index.html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8_EiCompendex/index.html
https://reading.udn.com/act/20180330/


於活動期間內拍下你喜愛的書名或書中句⼦，上傳⾄FB個⼈動態並將貼文設為公開， @tag ⼀位你想分享的好友並hashtag
#udn借閱王，即可參加抽獎⼄次。

獎項：威秀電影票(⼀組兩張)，共10名

【有獎徵答】「Wiley Online Books」有獎徵答活動 (2018/5/31截⽌)

活動簡介： 
WILEY 公司正為您舉辦「Wiley電⼦書」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Wiley Online Library」資料庫找資料
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藍牙喇叭、拍立相機、⾏動電源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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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31⽇⽌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Wiley Online Library資料庫 
2.請⾄活動網站填妥基本資料及回答問題。 
活動獎項： 
杯麵藍牙喇叭............................................1名 
拍立相機...................................................1名 
阿愣⾏動電源............................................1名 
LED藍牙喇叭⾳樂時鐘..............................1名 
威秀電影票2張..........................................6名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公文表解與案例解析
館藏索書號：802.791 736-2
作者：張甫任,楊安城編著

本書由實務、教學經驗豐富的公文權威名師張甫任、楊安城親編。編寫⽅式是⽤表格⽅式
將公文關鍵⽤語逐⼀陳列，使初學者能⼀窺公文寫作之核⼼領域，補⼀般坊間公文⽤書所
不⾜之處。再者本書具有上列之特⾊外，另將每類案例作詳盡說明與分析並附加評分要點
與公文寫作關鍵技巧，使讀者對公文製作之內涵能更臻圓融與清晰。讀者再配合案例與歷
屆試題的演練更能明瞭其中之奧袐。可提昇⾃⾝文書處理之品質，對於讀者當有莫⼤之助
益。 (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初學到認證 : 從Java到Android⾏動裝置程式設計必修的15堂課
館藏索書號：448.845029 456-3
作者：趙令文著

【本書獲經濟部產業⼈才能⼒鑑定暨培訓創新推動計畫補助】注入開發觀念，引導讀者從
UI／UX的原理進入程式開發。提供所有開發程式技巧，完美運⽤App的相關元件，熟悉
各式指令。循序漸進了解程式⽤途，並逐步完成專案應⽤程式。官⽅iPas 考證試題演練，
充分複習加強概念，讓您輕鬆考照。提供Android入⾨開發的專業技能與知識，教導讀者
學習建立職場軟實⼒，輔以專題實作與習題練習，跟著本書學習後可輕鬆考取專業證照，
進入企業界貢獻所學，成為業界之專才⼈員。( Readmoo電⼦書店 )

書名：哪有⼯作不委屈,不⼯作你會更委屈 : 那些打不垮我們的,只會讓我們更堅強
館藏索書號：494.35 246-4
作者：洪雪珍著
本書是洪雪珍個⼈在職場，以及⻑年在⼈⼒銀⾏⼯作所累積的體悟，希望能幫助讀者了解
前往個⼈真正嚮往的職涯所需要的裝備，也提醒⼤家，過程中如果遇到挫折委屈，與其懷

https://goo.gl/xZZKK2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45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3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37~S1*cht


抱「樂觀」，不如嚮往「達觀」，不是⼀味的相信事情會好轉、更不是⼀味感到失望，⽽
是以豁然宏觀的態度，試著接受它、⾯對它、解決它！( Readmoo電⼦書店 )

書名：戀愛纜⾞
館藏索書號：861.57 764.3-78
作者：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東野圭吾⾸度挑戰愛情⼩說！
出版5天旋即再版，熱賣突破25萬本！
紀伊國屋書店、⽇販週間排⾏榜TOP 1！
是巧合還是命定？是忠⼼還是偷情？
如果愛情是⼀場命案，你會是兇⼿、偵探，還是屍體？搭往⼭頂的纜⾞上，廣太與桃實開
⼼地聊著天。
鄰近兩⼈的是⼀群結伴滑雪的姊妹淘，她們正興奮地討論⾏程。就在此時，廣太聽⾒了⼀
個熟悉的聲⾳。不祥的預感開始在他的內⼼擴散，他偷瞄了⼀眼附近的女⼈。他騙美雪
說，這次是因公出差…。( 博客來)

書名：你有多⾃律,就有多⾃由
館藏索書號：177.2 460.25
作者：⼩野著
真正的愛⾃⼰ 是享受⾃律帶來的真正的⾃由
那使我們活得愉快 也成為想要的模樣
★⾃律，帶來⾃由⾃在
有所成就的⼈極度推崇的⽣活⽅式，與賈伯斯、祖克柏、比爾蓋茲、村上春樹……⼀起貫
徹實踐，享受每⼀天的每⼀個時刻。
★越⾃律的⼈，活得越快樂
持之以恆的⾃律，陪你揮別渾渾噩噩、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無⽤感。
★你想要的⽣活，不是做不到，⽽是沒有去做
⾃律沒有你以為的那麼困難，也許，只需要從每天堅持花⼀些時間做⼀件事開始。
★真正的愛⾃⼰，是⾃律
⾯對⽣活、⼯作、情感、欲望、未來……克服種種誘因，⽤短暫的放棄去換取⼀個更幸福
愉快的⼈⽣。( 博客來)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野蠻遊戲：瘋狂叢林．公播版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71
主演：傑克布萊克、巨⽯強森、凱文哈特、凱倫吉蘭

描述4位留校察看的青少年意外中發現⼀款電玩遊戲，點選開始後竟離奇被帶進電玩世界
裡，成為遊戲中的電玩⾓⾊。"史賓賽"變⾝成為「最狂冒險家」(巨⽯強森 飾演)、⾜球員"冰
箱"成為⾝材縮⽔的「天才魯宅」(凱文哈特 飾演)、校園哈燒正妹"⾙芬妮"更是變性成「中年
發福的教授」(傑克布萊克 飾演)、⽽邊緣⼈"瑪莎"則變⾝名模等級的「最辣戰⼠」(凱倫吉蘭
飾演)。然⽽進入電玩中他們才發現：「遊戲⼀旦開始，就要玩好玩滿⋯」，⼤夥必須完成所
有挑戰⽣存下去，並探索阿倫派瑞許(Alan Parrish)在20年前留下的痕跡，才有辦法回到現實
⽣活，否則將永遠被困在這場遊戲中⋯ (Yahoo奇摩電影) 歡迎⾄視廳區借閱欣賞！

影片名稱：⼈⽣剩利組．公播版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70
主演：班史提勒(Ben Stiller)、奧斯汀亞布蘭斯、 珍娜費舍(Jenna Fischer)、路克威爾森、傑
梅奈克萊⾨特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3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3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34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8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8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8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7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793~S1*cht


布萊德（班史提勒飾演）擁有令⼈稱羨的⼯作與舒適的⽣活。他跟嬌妻梅蘭妮（珍娜費舍飾
演）與擁有⾳樂才華的兒⼦特洛伊（奧斯汀亞布蘭斯飾演）住在⼀起，乍看⼈⽣很美好，但
布萊德卻開始質疑，這是否真是⾃⼰在⼤學時期所嚮往的…。在帶著兒⼦去申請⼤學的旅途
當中，布萊德不得不將⾃⼰現在的⽣活，與他⼤學時代的四位朋友相比：⼀個好萊塢巨星、
⼀個基⾦公司創始⼈、⼀個科技企業家，以及⼀個有權有勢的政治專家暨暢銷書作家。他羨
慕他們迷⼈的富裕⽣活，也跟著懷疑⾃⼰是不是當中過得最好的那個。當布萊德遇到困難，
必須靠他這些朋友的幫助才能解決時，他開始真正懷疑⾃⼰的⼈⽣是否徹底失敗？⽽這趟跟
兒⼦的旅途，是否能讓他豁然開朗，找到⼈⽣的嶄新出⼝呢？(Yahoo奇摩電影) 歡迎⾄視廳
區借閱欣賞！

影片名稱：雷神索爾3：諸神黃昏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69
主演：安東尼霍普⾦斯、凱特布蘭琪、克⾥斯漢斯沃

索爾被監禁在⼀個沒有辦法使⽤雷神之鎚的平⾏宇宙，他必須要與時間賽跑，試圖回到阿斯
嘉阻⽌善惡對決所造成的諸神黃昏，也就是阿斯嘉文明的盡頭、索爾家鄉的毀滅，⽽這⼀切
都是冥后海拉所主導。在諸神黃昏毀滅世界之前，他必須要在競技場上⾯對曾經的好夥伴浩
克，這樣的對決會帶來什麼後果呢？(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敦克爾克⼤⾏動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863
主演：湯姆哈迪、肯尼布萊納、菲昂懷海德

《敦克爾克⼤⾏動》以第⼆次世界⼤戰初期為背景，英國、法國與比利時的聯合軍隊，總計
超過40萬名軍⼈被敵軍武⼒重重包圍，他們的背後沒有退路，只有冰冷的海⽔，敵軍正從前
⽅⼀步步逼近，隨時可以⼀舉殲滅盟軍。敵軍利⽤⼤規模空襲的⽅式攻擊海灘上無處可躲、
彈盡援絕的盟軍。為此，英國下令出動各式⼤⼩船隻，冒著猛烈的戰火，出發拯救盟軍。這
是改變⼆次⼤戰結果的關鍵⾏動，也是塑造現今世界的決定性事件之⼀，希望是他們唯⼀的
武器，存活就是勝利。(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正義聯盟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87
主演：班艾佛列克、亨利卡維爾、蓋兒加朵、傑森摩莫亞、艾美亞當斯

受到他對於⼈性再度感到信⼼的驅動，以及超⼈捨⼰救⼈的⼤無私精神的感召，布魯斯韋恩
得到了他新結交的盟友黛安娜普林斯的幫助，共同⾯對⼀個更可怕的敵⼈。蝙蝠俠和神⼒女
超⼈攜⼿合作，很快就集結了⼀個超能⼒者同盟團隊，聯⼿對抗這個全新崛起的邪惡⼒量。
但是儘管他們組成了史無前例的超級英雄聯盟─蝙蝠俠、神⼒女超⼈、⽔⾏俠、鋼骨和閃電
俠─他們想要拯救地球免於遭到這場前所未⾒、毀天滅地的攻擊⾏動，或許已經為時已晚。
(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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