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ue

92

國立臺灣科技⼤學圖書館快報 (2018/6/20)

Newsletter

⽬錄
Contents

圖書館畢業離校注意事項

【試⽤電⼦書】超星書世界電⼦書試⽤，⾄2018/06/30⽌

【電⼦書推廣】「動動⼿指借書趣 幸運讀者就是你」推廣活動 (9/15截⽌)

iReading‧愛閱讀

iDVD

新北市立圖書館演講活動：前王品集團創辦⼈戴勝益董事⻑：＜烤地瓜＞

圖書館畢業離校注意事項

⼜到鳳凰花開、離情依依的畢業時節，畢業⽣們準備好啟航邁向新的旅程了嗎?
在此提醒⼤家辦理離校⼿續時，圖書館這⼀關要注意的事情，讓您更順利、快速的處理好相關程序，不再苦惱。        
離校時記得先填妥離校⼿續單喔! (來源 教務處註冊組和研教組)
⼤學部離校⼿續單
博碩⼠離校⼿續單

【⼤學部學⽣】 
1.向本館及台⼤、師⼤圖書館借的書籍、視聽資料等皆已還清，若有罰款也須繳清。 
2.帶「學⽣證」和「離校⼿續單」⾄圖書館借還書櫃檯辦理離校⼿續。

【博碩⼠⽣】 
1.⾄本校博碩⼠論文系統上傳電⼦論文。請⾒相關步驟！  
2.待電⼦論文審核通過，即可印出論文上網授權書。授權書共2張，不須裝訂在紙本論文內。 
3.確認向本館及台⼤、師⼤圖書館借的書籍、視聽資料等皆已還清，若有罰款也須繳清。 
4.攜帶以下東⻄，⾄圖書館借還書櫃檯辦理離校⼿續。

學⽣證
離校⼿續單
論文精裝本
簽好名的論文上網授權書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ezfiles/1/1001/img/133/186352566.doc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ezfiles/1/1001/img/1304/518884320.doc
http://www-o.ntust.edu.tw/~lib/ETD-db/etheses_filing.html


圖片來源：Wang Fonghu

》回⽬錄

【試⽤電⼦書】超星書世界電⼦書試⽤，⾄2018/06/30⽌

資料庫簡介： 
收錄內容來⾃中國⼤陸權威學術、專業出版單位合法授權 (北京⼤學、上海復旦⼤學、中國⼈⺠⼤學、北京清華⼤學…等)，
⽬前全庫已收錄八萬多冊，並持續新增中，可⽀援繁體簡體字⾃動轉換檢索，無同時上線⼈數限制。…等)，⽬前全庫已收
錄八萬多冊，並持續新增中，可⽀援繁體簡體字⾃動轉換檢索，無同時上線⼈數限制。使⽤期限：⾄2018/06/30⽌ 
⾺上試⽤！

【試⽤電⼦書】HyRead中文電⼦書(PDA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2018/12/31⽌

電⼦書涵蓋主題：⼈文、文學、語⾔、財經、科學、電腦、宗教、醫藥、藝術、休閒、親⼦、考試、漫畫和有聲書等多種電
⼦書免費試⽤。使⽤期限：⾄2018/12/31⽌ 
使⽤⽅式： 
1.於館藏⽬錄輸入書名關鍵字查詢。 
2.直接連結HyRead電⼦書PDA專屬網站。 
3.本校電⼦資源網⾴連線HyRead電⼦書使⽤。 
更多試⽤資料庫請⾒圖書館⾸⾴/新增試⽤資源。

》回⽬錄

【電⼦書推廣】「動動⼿指借書趣 幸運讀者就是你」推廣活動 (9/15截⽌)

http://0-bookworld.ss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cht
https://taebc.ebook.hyread.com.tw/taebcTrial.jsp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e1000739~S1*cht


活動簡介：

凌網科技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動動⼿指借書趣  幸運讀者就是你」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登入圖書館帳
號密碼借閱「試⽤電⼦書專區」的書籍，就有機會獲得FUJIFILM instax mini 8拍立得相機、三麗鷗正版授權 蛋黃哥觸控⼩
夜燈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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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活動⽅式： 
到HyRead電⼦書平台，登入圖書館帳號密碼借閱「試⽤電⼦書專區」的書籍，即可參加活動 
共有四波活動，在活動期間借閱15本電⼦書，即可參加抽獎，每⼀波將抽出16位幸運的得獎讀者。註：每⼀波活動統計會
重新計算，獲獎機率更⼤唷！

第⼀波活動 第⼆波活動 第三波活動 第四波活動
5/16-6/15 6/16-7/15 7/16-8/15 8/16-9/15
得獎公布6/20 得獎公布7/20 得獎公布8/20 得獎公布9/20

<⼩提醒>
1.同⼀本書只列入⼀次計算，歡迎多多借閱不同電⼦書。 
2.為避免讀者灌⽔⾏為，借閱書籍後需超過10分鐘⽅歸還，才可列入活動計算，⿎勵⼤家實際閱讀。 
活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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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40堂公開課 : 從神話到當代暢銷書,文學如何影響我們、帶領我們理解這個世
界
館藏索書號：870.2 868
作者：約翰.薩德蘭(John Sutherland)著; 章晉唯譯
英語文學研究權威、倫敦⼤學學院現代英語文學系名譽教授薩德蘭，融合數⼗年研究文學
的⼼得與教授各年齡層學⽣的豐富經驗，為當今讀者篩選出構成我們今⽇文學⾯貌的最重
要作品、作家，揭露隱藏在文學背後的故事、經典的閱讀重點、⼤師的創作理念，為你打
好應對社會的⼈文學基礎！這⼀刻起，從文學的故事著⼿，開始懂得文學的美妙透過它了
解⾃⼰、了解世界。( 博客來)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8taebc/index.jsp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8taebc/index.jsp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5~S1*cht


書名：Don't Say It! 600個你⼀定會錯的英文
館藏索書號：805.16 463.2-9
作者：Dennis Le Boeuf,景黎明著

本書專⾨解決你的英語文法、慣⽤法及易混淆辭彙的難題。作者累積多年的豐富教學經
驗，整理出許多英文詞彙常⾒的錯誤⽤法，依字⺟A–Z的順序排列，羅列容易混淆之處、
正確的使⽤⽅法，進⾏最詳盡的辨析說明與文法講解，並採正誤對照的⽅式，⼀眼掌握⽤
法陷阱，避免⼀錯再錯！全書採全彩編排，閱讀⼀⽬了然，賞⼼悅⽬。文法要點直接拉線
解說於對應字詞下⽅，易讀易辨，免去冗⻑的文法說明，不再頭昏眼花，更快抓取文法要
點！。( 博客來)

書名：汽⾞環島熱⾨遊程
館藏索書號：733.6 556-3
作者：⼾外⽣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汽⾞旅遊的機動性⼤、時間掌控精準，能深入⼀般⼤眾運輸⼯具到不了的⼭巔海⾓，⽽快
速、⾼速公路的開通，雖節省不少⾞程時間，但卻失去公路旅遊的樂趣，不妨拋開快速、
⾼速公路的束縛，⾛入⼀般公路，更能品味景區風光及村落的⼈文、鄉⼟。台灣幅員雖不
⼤，公路網絡卻四通八達，選擇以何種路線環繞台灣⼀圈各隨喜好。本書以景觀、⻑程公
路為主，縱貫由北⽽南、橫貫由⻄⽽東，規劃可環島、單線旅遊。精選最常被利⽤的17條
省道、縣道為主軸，串連全台19縣市，並可搭配9條東⻄向橫貫公路，進⾏更全⾯的台灣
深度之旅。( 博客來)

書名：簡明⼤歷史 : 從宇宙誕⽣、文明發展、⻄⽅崛起到現代世界,重點掌握138億年的關
鍵紀事
館藏索書號：711 573
作者：Ian Crofton,Jeremy Black合著; 丁超譯
敘事簡明、跨學科的絕佳歷史綜覽！ 
⼤事年表x名⼈摘文x精要圖表x延伸解析 
如同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歷史計畫」，本書不僅含括史料紀錄，也融合宇宙
學、⽣物學，到考古學及⼈類學等跨類別學科資料，來檢視更宏觀的歷史、綜覽⼈類的過
往。
作者經由⼀篇篇精簡短文，勾勒出宇宙誕⽣⾄今⽇世界的每個關鍵時刻。過程中，我們彷
彿搭上時光機，從「⼤霹靂」展開旅程，⾒證星球與⽣命的誕⽣，遇⾒最早的⼯具使⽤
者，再⼀路穿梭⾄互聯網時代，看盡所有文明、技術、理念、信仰的起落。(  博客來)

書名：其實⾺雲只會講故事 : 關於管理、經營、創業與⼈⽣每⼀步,解答都在他說的故事
裡。
館藏索書號：177.2 740.27
作者：何雪著

◎關於賺錢機會，⾺雲說的故事是：「看⾒10隻兔⼦，你要抓哪⼀隻？」 
◎說到夢想，⾺雲說的是「癩蝦蟆為什麼吃到天鵝⾁？」的故事。 
◎⽬標和夢想的差別在哪裡？⾺雲說了「夏利比桑塔納便宜2元」的故事。 
◎⾺雲怎麼⽤⼈？他拿⼤象和螞蟻吵架做比喻。 
⾺雲的演講之所以打動⼈，不是冗⻑的說教，靠的是故事與感性，本書作者何雪特別從夢
想、堅持、熱情、選擇、樂觀等九個⾯向，以⾺雲說的故事作為佐證，挖掘出他不為⼈知
的「故事⼒」！(  博客來)

》回⽬錄

iDVD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1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074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11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118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1181~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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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069
主演:河正宇、⾞太鉉、朱智勳、⾦香起、李政宰
⾦⾃鴻（⾞太鉉飾演）是個正直⼜盡責的消防員，卻為了拯救⼀個⼩女孩⽽葬⾝火窟。來⾃
地府的三位陰間使者出現在他⾯前，指引他通往死後的世界。這三位陰間使者分別是：「領
袖」江林公⼦（河正宇飾演）、「護衛」解怨脈（朱智勳飾演）、「助⼿」李德春（⾦香起
飾演）。作為19年來的第⼀位「模範死者」，他們告訴⾦⾃鴻，如果想要「轉世」，他就必
須在七七四⼗九天之內，通過七場審判。就在⾦⾃鴻進⾏審判的同時，他的弟弟蘇鴻（⾦東
昱飾演）竟在軍中服役時意外死亡。因為充滿憤怒與不⽢，蘇鴻成為無法超⽣、徘徊在陽間
的冤⿁。這個冤⿁的出現，同時震撼了死後的世界，並影響到⾦⾃鴻在陰間的審判。當江林
公⼦來到⼈間調查蘇鴻冤死實情的同時，⾦⾃鴻的⼈⽣也不斷被揭露，讓他愈來愈難在審判
中證明⾃⼰的清⽩。⾦⾃鴻最後的命運會如何？他能否還有機會託夢給⺟親，並成功轉世為
⼈呢？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奇蹟男孩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303
主演：茱莉亞羅勃茲、歐文威爾森、雅各特倫布雷
命運對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但愛讓⽣命化為不可思議的奇蹟！ 
他是奧吉，⼀個遺傳罕⾒基因，天⽣臉部有殘缺的男孩。⼀出⽣，醫⽣就斷定他活不過三個
⽉，但奧吉卻憑著旺盛的⽣命⼒活了下來，經過⼤⼤⼩⼩的⾯部整容⼿術，他逐漸朝「正常
⼈」的路⾛去，但五官仍然清晰可⾒⼿術在他臉上留下的疤痕。⼩時候，他不論⾛到哪都戴
著⼀頂太空⼈頭盔，因為唯有躲在頭盔之下，才不會引來別⼈異樣的眼光。⼗歲這⼀年，奧
吉第⼀次踏進學校，他必須拿掉太空⼈頭盔，進入了醜的、胖的、和別⼈稍有不同就會被霸
凌的殘酷青春期。就在他即將融入新學校之際，歷經了同學的冷眼旁觀、刻意嘲笑的低潮，
逐漸和兩三個同學建立起溫暖的友誼，也愛上了在學校的科學課程，但是⼀場萬聖節的惡作
劇卻把奧吉的⾃信打到⾕地。惡作劇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移動迷宮：死亡解藥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271
主演：狄倫歐布萊恩、湯瑪⼠桑斯特、李基弘

湯⾺⼠〈狄倫歐布萊恩 飾〉將帶領著他的幽地戰⼠團隊們，進入他們最終同時也將會是有史
以來最嚴峻的任務之中。為了要拯救⾃⼰的夥伴，他們必須要鋌⽽⾛險，闖入⼀個被WCKD
組織所完全控制住的「末⽇之都」，稍有⼀個不⼩⼼，他們便會深陷這個致命的迷宮永遠無
法離開。然⽽，只要任何⼀個幽地戰⼠能夠活著離開這裡，他們便能夠得到⾃⼰從第⼀天抵
達迷宮後便⼀直不斷在尋求的解答...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縮⼩⼈⽣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280
主演：麥特戴蒙、克莉絲汀薇格、克⾥斯多夫沃茲
保羅薩夫拉內克（麥特戴蒙 飾）老早就對縮⼩⼈⽣感興趣，他在奧瑪哈冷凍⽜排公司當職能
治療師的薪⽔入不敷出，無法實現老婆奧黛莉（克莉絲汀薇格 飾）夢想中的⽣活。這對中產
階級夫妻沒有孩⼦，年約40歲，正歷經⼈⽣撞牆期。⼗年前，挪威科學家約根奧斯布朗森博
⼠（羅夫拉斯加德 飾）及其團隊想出解決⼈⼝過剩的⽅法，亦即細胞微型化，⼜稱縮⼩⼿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76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76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2766~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75998~S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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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他們的⽬標是⽤200年的時間，說服全球6成⼈⼝⾃願縮⼩為5吋，以免⼈類滅絕，但縮
⼩⼿術光憑如此遠⼤的使命並無法說服太多⼈去做…。(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新北市立圖書館演講活動：前王品集團創辦⼈戴勝益董事⻑：＜烤地瓜＞

街頭常⾒熱騰騰的烤地瓜攤販，烤地瓜香氣四溢，撥開之後，⾊澤誘⼈，令⼈不禁垂涎。你可曾想過，地瓜在未烤之前，有
香甜⾊美嗎？當然不會，未烤的地瓜，不僅不好看也不好吃，⽽且還毫不起眼。地瓜在加熱之後，才能顯出它的價值。 
⼈也⼀樣，「冷酷的⼈，無情的⼈，不苟⾔笑的⼈，多⼀事不如少⼀事的⼈，⼀問三不知的⼈」都是⽣地瓜，⽽非烤熟有香
氣的地瓜。 
※講題：<烤地瓜>
※講師：戴勝益 (前王品集團創辦⼈之⼀、現益品書屋董事⻑)
※⽇期：107年7⽉12⽇(四)
※時間：19:00~20:10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3樓演講廳（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本講座⾃107年6⽉19⽇上午9點起網路報名，限200⼈，網址https://goo.gl/bvyChk
※洽詢電話：02-2953-7868分機8003
圖文: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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