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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夏季選書趣-⻄文書展2018.05.29(⼆)~2018.05.31(四)

迎接2018炎炎夏⽇，歡迎來到圖書館輕鬆挑選⻄文書，放⼼由圖書館買單!!~~
圖書館將於2018.05.29(⼆)~2018.05.31(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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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chase decisions will be made based on the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and Library Committee in related
departments.
書展⽇期：2018.05.29(⼆)~2018.05.31(四)
時間：上午9:30~下午04:30
地點：圖書館⼀樓輕食區
Date: May 29-31,2018
Time: 09:30 a.m. to 04:30 p.m.
Venue: Library 1st Floor – Light Meal Area
◎書展活動結束後如有需要推薦書籍，歡迎⾄圖書推薦系統提出申請。
◎You can make the book purchasing recommendations at https://suggestion.lib.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s://suggestion.lib.ntust.edu.tw/
https://suggestion.lib.ntust.edu.tw/


》回⽬錄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圓滿結束，感謝讀者熱情⽀持！

過期中文休閒性期刊贈送活動已於107年5⽉3⽇(四)10:00 -5⽉4⽇(五)17:00圓滿結束，感謝本校同學及教職員⼯們的熱情參
與，⼀同享受好書、傳遞書香！

》回⽬錄

【試⽤資料庫】PUBU電⼦書城試⽤，⾄2018/06/30⽌



資料庫簡介：
PUBU電⼦書城，提供萬本雜誌、書籍、報紙，100%全文完整內容，書庫每天更新。電⼦圖書⽬前收錄已超過10,000種的電
⼦書，更包含九⼤類優質讀物；電⼦雜誌 收錄已逾200種，累積更新達⼀萬餘本，且持續更新中；電⼦報紙包含每⽇即時更
新的中國時報、⼯商⽇報及隔⽇更新的蘋果⽇報等全版影像。APP測試帳密請⾒試⽤說明檔案。使⽤期限：⾄2018/06/30⽌
⾺上試⽤！

【試⽤資料庫】讀秀中文學術搜索平台試⽤，⾄2018/06/30⽌

資料庫簡介：
全球最⼤的中文學術搜尋引擎及資料庫，提供⼤陸地區近300萬種中文圖書、期刊、會議學術論文…等資源整合查詢。讓讀
者僅須使⽤讀秀，便能⼀站獲取所有相關研究主題的中文文獻，無論是課業學習、論文寫作、專題研究等，讀秀都能提供最
全⾯、準確的學術資料！使⽤期限：⾄2018/06/30⽌
⾺上試⽤！
更多試⽤資料庫請⾒圖書館⾸⾴/新增試⽤資源

》回⽬錄

【有獎徵答】「The Year of the Dog Quiz」有獎徵答活動 (2018/5/31截⽌)

活動簡介： 
Emerald公司正為您舉辦「The Year of the Dog Quiz」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Emerald資料庫找資料回
答4個問題，就有機會獲得Apple Watch, 隨⾝硬碟、藍芽喇叭等多項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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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本校校園範圍內⾄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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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i-watch............................................1名 
Toshiba 的⾏動硬碟.....................................3名 

http://0-www.pubu.com.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libraryTrial/NTUST
http://0-www.duxiu.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米隨⾝藍芽喇叭.......................................5名 
Emerald厚筆記本+筆..................................8名 
歡迎踴躍參與!!

 

【問卷調查】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使⽤情況及滿意度線上問卷調查活動 (2018/6/10截⽌)

活動簡介： 

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正為您舉辦電⼦書與資料庫使⽤情況及滿意度線上問卷調查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
回答問題，有機會獲得iPad新9.7吋Wi-Fi 32G、觸控數位拍立得相印合⼀、無線摺疊鍵盤、迷你藍芽喇叭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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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活動⽅式： 
連線到活動網站回答問題，每⼈限填⼀份問卷，完整填答者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獎   iPad新9.7吋Wi-Fi 32G.........................1名 
⼆獎   觸控數位拍立得相印合⼀.....................1名 
三獎   無線摺疊鍵盤........................................3名 
四獎   禮券1000元..........................................3名 
五獎   迷你藍芽喇叭.......................................10名 
六獎   500元隨⾏卡.........................................5名 
七獎   300元超商禮券....................................35名 
呼朋引伴獎  電影雙⼈票.......................25名 
歡迎踴躍參與!!

 

【有獎徵答】「吃不完帶著⾛」有獎徵答活動 (2018/6/08截⽌)

⾶資得公司正為您舉辦「吃不完帶著⾛！」Taylor & Francis 有獎徵答，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Taylor & Francis
online資料庫」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王品、陶板屋、原燒套餐禮券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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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Taylor & Francis online資料庫 (⽬前僅能校園範圍內使⽤，若要校外連線請申請電算中⼼SSL-VPN)
2. 請點選網⾴上的有獎徵答區作答，本次活動分為三階段，活動網站每兩周會開放新題⽬作答: 5⽉ 1⽇-13⽇、5⽉14⽇-27
⽇、5⽉28⽇-6⽉8⽇，請務必參考並使⽤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完成所有問答。正確回答每⼀階段的所有問題，即可參加

http://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mo/quiz/year_of_the_dog.htm
http://taebc.lib.ntnu.edu.tw/college


當次的抽獎。 
3. 每階段可重複做答，以最後⼀次回覆答案為參賽標準，參加者三階段活動皆可參加。 
歡迎踴躍參與!!
更多有獎徵答請⾒圖書館⾸⾴/有獎徵答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圖說演算法 : 使⽤Python : 理解零負擔.採⾼CP值Python語⾔實作

館藏索書號：312.32P97 866

作者：吳燦銘,胡昭⺠著

當「寫程式」納入必修課程的趨勢下，程式設計或設計APP已是⼤部分學⽣或社會⼈⼠必
須具備的基礎能⼒。⽽演算法更是⽤來培養程式設計邏輯的基礎理論，也是有志從事資訊
⼯作⼈員不得不重視的基礎課程。為了讓讀者能以容易理解的⽅式吸收演算法與基礎資料
結構的相關知識，全書使⽤簡明的圖例介紹最常⽤演算法的概念，包括：分治法、遞迴
法、貪⼼法、動態規劃法、疊代法、枚舉法、回溯法…等，並應⽤不同演算法延伸出重要
資料結構，例如：陣列、鏈結串列、堆疊、佇列、樹狀結構、圖形、排序、搜尋、雜湊…
等。同時搭配Python程式語⾔舉例實作，是您入⾨演算法的最佳⾸選。 ( 博客來)

書名：⽣命這堂課 : ⼼理學家臥底醫療現場的26個思索
館藏索書號：197.1 765
作者：陳永儀著

⼼理博⼠帶你深入醫病現場，為你療⼼靈的傷。26個觸動⼈⼼的真實故事，這些看似與你
我⽇常無關的衝擊，讓我們在最深的絕望中，看⾒⽣命應有的重量。臺灣第⼀位曾⾝為
「關懷師」和「緊急救護員」的⼼理學教授──陳永儀，帶你在醫院、在緊急救護現場，
看⾒那些⽣命中突⾄的交會路⼝，⼈性、創傷、死亡，毫不留情地撲⾯⽽來，令⼈措⼿不
及。在這裡，即使只經歷短短時間，也能讓⼈們對⽣命做深刻反思，短時間內，明瞭了⽣
命的脆弱，與強韌。( 博客來)

書名：韓國留學⽣活⼀本搞定
館藏索書號：529.25 644
作者：申柱哲等著; 劉徽譯

留學韓國前⼀定要知道的16件事！
租屋／選課／⼈際／飲食／溝通／⽣活／通訊……
收錄32組、300句韓國學⽣的常⽤基本對話、500個校園必背單字
這是準備⾄韓國留學、或剛到韓國留學的⼈最最需要的⽣活專書
幫助你事先了解韓國的⼤學文化、⼤學⽣活所需的基本資訊，搶先打好基礎、在學習上有
更充分的準備。更有留學⽣活絕對需要的租屋資訊、緊急狀況應對，有助於減少文化衝擊
和不必要的誤會，體驗愉快的留學⽣活。（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教授我有問題! : ⾛⼀場經濟學思辨之旅,釐清52個常⾒迷思
館藏索書號：552.52 550.3
作者：勞倫斯.⾥德(Lawrence W. Reed)編; 張美惠譯
「基本⼯資能幫助窮⼈？」「有錢⼈有義務回饋社會？」「機器⼈與電腦化會造成失
業？」讓美國經濟教育基⾦會學者團隊帶你→回歸經濟學原理，誠實破除52個常⾒迷思，
不⽤盡信專家名嘴、不再盲從、不被唬弄，重新理解經濟學 
◎本書特⾊ 
1.觀點犀利，深入呈現經濟學思辨過程 
當主流意⾒是「政府要包辦⼀切」、「貧富差距是⼤財團壟斷帶來的」、「基本⼯資越⾼
越好」（也就是「進步主義」），作者及其代表的經濟教育基⾦會，回歸經濟學原理、歷
史上的客觀事實和理性的邏輯分析，反思52種常⾒論點，帶讀者重新理解經濟學。 
2. 每則概念4〜5⾴，可速讀速學 經濟議題很重要，但是有看沒有懂？本書以精簡文字搭
配有感案例，附上重點提要，讓經濟知識變簡單，5分鐘就看懂！（iRead 灰熊愛讀書）

http://bit.ly/tnf2018spring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1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1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1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1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3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3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3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49~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49~S1*cht


書名：訂製完美 : 基因⼯程時代的⼈性思辨
館藏索書號：198.4 753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黃慧慧譯

基因改良本是要來治療疾病，卻被⼈類⽤來追求完美特質，並成為⼀種愈演愈烈的趨勢：
⼈⼈都能打造完美的⾃⼰。⽗⺟可以訂製⼦女的先天特質，修正後天智⼒或體能上的缺
陷、運動員可以透過基因改造提升賽場表現、學⽣可以透過服⽤記憶藥片代替寒窗苦
讀……試想，為什麼輿論撻伐為了完成內⼼的驕傲，⽽特意選擇五代皆為失聰的基因，讓
⾃⼰產下同樣⽿聾的孩⼦的同性伴侶？但有錢⼈公開徵求頭腦聰明、⾝材⾼䠷、無任何遺
傳疾病的卵⼦捐贈者，卻不會引起公憤？《訂製完美》將再次激發你的思辨⼒，帶你探索
基因⼯程全⾯衝擊我們⽣活與價值觀的不安根源！（Readmoo電⼦書）

》回⽬錄

iDVD

影片名稱：東⽅快⾞謀殺案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129
主演：黛⻄蕾德莉、強尼戴普、茱蒂丹契

改編⾃英國推理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的暢銷同名經典之作《東⽅快⾞謀殺案》，描述名偵探
赫丘勒⽩羅搭上了⼀台開往歐洲的豪華列⾞「東⽅快⾞」，然⽽這台前往⻄歐的特快⾞在旅
途中竟不幸遇⼤雪⽽停駛，更令⼈雪上加霜的是在這密閉的空間中，竟然還發⽣了⼀樁離奇
的謀殺案。同⼀個⾞廂承載著13位來⾃不同的國家以及有著不同社會階層的乘客，他們每⼀
位都是嫌疑犯，⽩羅必須跟時間賽跑，趕緊在兇⼿再度痛下毒⼿前將他/她緝拿到案……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觀⾳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70
主演:惠英紅、吳可熙、文淇、王⽉

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棠府，住著三位不同世代但⼀樣懂⼈⼼的女性，沒有男⼈的棠家，⼀向由棠夫⼈（惠英紅
飾）主持⼤局，在權貴間穿針引線，個性如刺蝟般的⼤女兒棠寧（吳可熙 飾）為求⺟親肯
定，勉⼒配合，乖巧的⼩女兒棠真（文淇 飾）多半靜靜觀察，唯⺟命是從。直到某天，棠家
親密友⼈慘遭滅⾨事件爆發，三⼈各⾃被牽扯其中，⼀向以⼤局為重的棠夫⼈，為了守護⼀
切，⽤盡⼼機，卻讓三⼈⾛向不同的命運…。(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解憂雜貨店．公播版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128
主演：⻄⽥敏⾏、⼭⽥涼介、尾野真千⼦、林遣都
《解憂雜貨店》是⽇本推理⼤師東野圭吾在2012年推出的懸疑⼩說，⼀推出便造成轟動好
評。故事講述30年前有⼀家專⾨替⼈消憂解惑的「浪⽮雜貨店」，只要在晚上把寫了煩惱的
信投入鐵捲⾨中，隔天就可以在店後的⽜奶箱得到回信。投信者包括⼀⼼想成為⾳樂⼈，不
惜離家⼜休學的⿂店老闆兒⼦；為了還巨債⽽猶豫是否該去當有錢⼈情婦的⼼荒女⽣；也有
爸爸的公司倒閉，被帶著全家逃⾛的徬徨少年等等。30年後的晚上，3個剛犯完案的⼩偷為
了躲避追捕，誤打誤撞進到已經廢棄的浪⽮雜貨店，意外經歷了⼀個奇妙的夜晚。⼀瞬間的
交匯，跨越30年時空，雜貨店再⼀次散發出溫暖奇異的光芒…… (Yahoo奇摩電影)

歡迎⾄視廳區借閱欣賞！

影片名稱：我只是個計程⾞司機
館藏索書號：DVD PN 20997
主演：宋康昊、湯瑪斯柯瑞奇曼、柳海真、柳俊烈
《1980年5⽉，動盪肅殺的韓國光州，⼀個無名英雄最動⼈的故事……「要去光州？請放
⼼！我是最優良的司機！」漢城計程⾞司機⾦萬燮（宋康昊 飾）在老婆病逝後獨⼒扶養女
兒，他胼⼿胝⾜樂天勤奮，為了償還妻⼦⽣前的龐⼤醫藥債務，唯⼀能倚靠的就是⼀台老舊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58~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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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程⾞。某⽇，⼀攫千⾦的良機來到眼前，萬燮聽說只要能載⼀名外國乘客（湯瑪斯‧柯瑞
奇曼 飾）前往光州，並趕在宵禁前回來就能撈上⼀筆。開⼼上路的萬燮不知道這位外國乘客
原來是德國的調查記者，也不知道乘客前往光州的真正⽬的。⼀場意外的偶遇，讓平凡的⼩
⼈物萬燮，即將⼀腳踏入歷史巨流的暴風核⼼之中。(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海邊的曼徹斯特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87
主演：安娜巴瑞辛尼科夫、CJ威爾森、凱⻄艾佛列克

原諒⾃⼰，才能撫平傷痛

為了逃避苦澀過往，李錢德勒（凱⻄艾佛列克飾演）離鄉背井，在波⼠頓某個⼩鎮當⽔電
⼯。哥哥的意外逝世，讓他不得不回到位在⿇州的「曼徹斯特海邊」，並成為姪⼦派屈克
（盧卡斯海吉斯飾演）的法定監護⼈。除了兩代之間的溝通隔閡，李⼀⽅⾯要撫平派屈克的
喪⽗傷痛，同時還得要⾯對擁有新家庭的前妻蘭蒂（蜜雪兒威廉斯飾演）。這趟旅程，也讓
李破碎的⼼，有了重新拾起的機會…。(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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