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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2018/09/10~2019/01/13)
 

時間 
Hours

書庫 
Stacks

閱覽室 
Study Rooms

討論⼩間及視聽區 
Discussion and audio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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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國定假⽇開放時間：

下列日期圖書館閉館：
2018/09/24（一）中秋節(遇停電閉館)
下列國定假日圖書館僅部分開放，如下
表：
2018/10/10（三）國慶日
2018/12/31（一）開國紀念日調整放假
2019/01/01（二）開國紀念日

書庫 閱覽室 討論小間及視聽區

閉館 08：30 - 17：00 10：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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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閉館後，還書請利⽤還書箱 
Note: Books can be returned after the Library hours via the book drop outside the Library entrance.

 

圖片來源: Gerald Pereira
》回⽬錄

歡迎參加新⽣圖書館之旅及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新生圖書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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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三)18：20~19：00(夜間導覽) 
報名  9/20(四)10：20~11：00 
報名  9/26(三)10：20~11：00     
報名 英文 9/19(三) 14：20~15：00 
報名 英文 9/25(⼆) 10：20~11：00
詳情請洽圖書館流通櫃台  TEL: 02-27376195
 
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為使讀者能更有效利用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本館將舉辦多項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歡迎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日期 /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適用學
科

報名

09/19(三)10:00~11:30 電算中心 RB508
教室

圖書館服務與電子
資源

各學院 開始報名

10/01(一)14:00~16:00 電算中心 RB509
教室

WOS、JCR資料庫 各學院 開始報名

10/03(三)10:00~12:00 電算中心
RB508 教室

EV、IEL資料庫 工程、電
機學院

開始報名

10/16(二)10:00~11:30 電算中心
RB508 教室

Library E-
Resources Guide

各學院 開始報名

詳情請洽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  TEL: 02-27376196  lib

》回⽬錄

新鮮⼈導引

圖書館天龍8步 【善用圖書資訊，終身受益不盡 】
親愛的各位新鮮人，恭喜您步入另一個學習的階段，只要您花一點時間瀏覽本「新鮮人導引」， 將使您徹底掌握使用圖書館的祕訣，快點看下去囉 ！

Step 1  認識圖書館
ico　圖書館導覽

 Step 2  圖書館設施使用指引
ico　有影印機和掃描機嗎？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11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1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3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37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36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38
mailto:lib@mail.ntust.edu.tw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1-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2-1.html


 ico　討論小間和視聽室怎麼借用？

ico　如何使用自助借書機？ 

Step 3  借閱規則
ico　個人可以借多少館藏？借期多久？

ico　逾期罰款如何計算？

 Step 4  個人借閱
ico　如何查詢個人借閱記錄？

ico　個人密碼忘記該如何處理？

ico　圖書到期該如何續借？

ico　如何搶到熱門書－辦理預約？　

Step 5  找資料
ico　要怎麼找到我要的館藏？

ico　怎麼查找本校博碩士論文？
　

Step 6  電子資源服務
ico　如何進入資料庫？

ico　電子書和電子期刊怎麼用？

ico　在家裡可以用電子資源嗎？ 

 Step 7  圖書館講習
ico　有圖書館導覽服務嗎？

ico　有資料庫的教學課程嗎？ 

Step 8  館際合作
ico　本校沒有的書可至其他學校借嗎？
　

》回⽬錄

書香獎勵閱讀計畫，讓你讀好書拿⼤獎！

您知道圖書館有舉辦書香獎勵閱讀計畫活動嗎?
只要選十冊書籍提出申請，可一冊冊上傳心得，不用累積到十冊心得寫完才能上傳。不但每冊心得審核通過有機會
獲得獎勵，十冊全部完成即可獲得300元禮券。每月和每年都有舉辦抽獎，參加就有機會獲得。
請登入我的閱讀計畫填寫閱讀計畫申請，提出申請後列印閱讀計畫申請表，並親自簽名，送交圖書館參考櫃台由專
人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後，圖書館將寄發E-mail通知申請人申請案號，並可開始撰寫心得。 
凡各申請案於年度中核予結案者均具獲獎資格，圖書館將於次年元月進行公開抽獎，並網頁公告獲獎名單。各獎項
如下：

獎別 獎項 名額

頭獎 禮券5,000元 1名

貳獎 禮券3,000元 2名

參獎 禮券1,500元 3名

普獎 禮券500元 若干名

心動嗎?趕快行動吧!!!。請見詳情！

圖片來源：Kamil Porembiński

 

》回⽬錄

新進圖書介紹

書名：看得懂的⼈⼯智慧 : ⼿把⼿教你玩Tensorflow
作者：鄭澤宇,梁博文,顧思宇著
館藏索書號：312.83 444-2
 

TensorFlow是⾕歌2015年開源的主流深度學習框架，⽬前已得到廣泛應⽤。
《TensorFlow：實戰Google深度學習框架（第2版）》為TensorFlow入⾨參考書，旨在幫助
讀者以快速、有效的⽅式上⼿TensorFlow和深度學習。(博客來)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2-2.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2-3.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3-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3-2.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4-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4-2.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4-3.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4-4.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5-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5-2.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6-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6-2.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6-3.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7-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7-2.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8-1.html
http://brpp.lib.ntust.edu.tw/BRPP/Stu_Login.php
http://brpp.lib.ntust.edu.tw/BRPP/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0~S1*cht


書名：區塊鏈 : 智慧合約開發 安全防護實作
作者：⽥篭照博著; 朱浚賢譯
館藏索書號：563.146 574
 
本書⾸先藉由最著名的【比特幣網路】帶您理解【交易、區塊、加密技術、挖礦、錢
包…】等重要元素，讓您對區塊鏈技術的運作機制有個清楚認識。接著，在區塊鏈的實務
應⽤中，會伴隨許多【智慧合約】的開發，本書以另⼀個著名的【以太坊 (Ethereum)】 網
路為例，準備數個可執⾏的智慧合約應⽤程式 (包括【群眾募資、電⼦商務網站、網路拍
賣服務、抽獎活動】…)，帶讀者進⾏實作，理解區塊鏈技術的應⽤層⾯。最後，安全性
問題⼀直是許多企業對區塊鏈裹⾜不前的原因，本書會依序透過有資安缺陷的程式範例、
攻擊⼿法、程式的修正⽅法…等順序，讓讀者了解如何開發⾼安全性的區塊鏈應⽤程式！
(博客來)

書名：穿戴式裝置 : 智能化如何改變⼈類的⽣活⽅式
作者徐旺著
館藏索書號：484.6 550-2
 
本書緊扣「穿戴式裝置」主題，從可穿戴設備的發展、產業鏈、類型、投資等⽅⾯著⼿，
全⾯剖析了穿戴式裝置⾏業。從橫向案例線看，本書通過可穿戴設備產業鏈的上下40多家
企業100多個產品案例，以及600多張精美圖片，向讀者展⽰了穿戴式裝置在⽣活、健康、
醫療等領域的應⽤；從縱向經營線看，通過剖析穿戴式裝置的優勢亮點、客⼾定位、類型
創新、投資機會等，幫助讀者徹底認識和玩轉可穿戴設備。全書分為10章，具體內容包
括：穿戴式裝置的概論、穿戴式裝置的產業鏈分析、運動健⾝類穿戴式裝置、醫療保健類
穿戴式裝置、社交娛樂類穿戴式裝置、寵物類穿戴式裝置、安全保護類穿戴式裝置、穿戴
式裝置在新領域的應⽤以及穿戴式裝置的投資機會。(博客來)

書名：英文溝通寫作全技藝 : 求職、⾏銷、情書、慰問...50種⼯作與⽣活情境,⾯⾯俱到的
英文書信寫作要點
作者：羅莎莉.瑪吉歐(Rosalie Maggio)著; 鄒詠婷譯
館藏索書號：805.17 347
 
寫好信其實是⼀⾨藝術，本書從內容、⽤字到範例，幫你打造完美英文書信！在現今文字
溝通漸成主流的社會，如何遣詞⽤字表達⼼中想說的話，是⼈際往來溝通中最重要的事
情。光是使⽤⾃⼰的語⾔表達想法，已經不太容易，何況是⽤英文來溝通。《英文溝通寫
作全技藝》教你⽤合適的英文表達想法，更重要的是，它不⽌告訴你「該怎麼說」與「什
麼該說」，還提醒你因應不同場合或對象，什麼「不該說」！本書附錄亦增加書寫英文書
信時應注意的格式與內容要點，對於想要增進英文書信能⼒的⼈，這本是你的最佳選擇。
(博客來)

書名：超強TED脫稿說話術 : 學賈伯斯、歐巴⾺的3堂即興幽默⼒!
作者：李真順著
館藏索書號：494.2 435.15
 
為何成為⼀流的⼯作者，說話是最重要的⾨票？無論是⼈際交往、思想論述或職場溝通，
都要透過「說話」。在開⼝說的同時，必須同步訓練思考與情緒感應，才能說得打動⼈
⼼、⾔之有物。真誠的⾔詞、富有同理⼼的話語，可以讓我們待⼈處事更加圓融，⼈際關
係也會更順暢。能夠確切說明事理、明確表達想法，顯⽰你的思考清晰、邏輯清楚。游刃
有餘的說話態度更能顯出⾃信，贏得信賴，提升職場競爭⼒。(博客來)

 
》回⽬錄

新進視聽資料介紹

影片名稱：片名：12猛漢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534
主演：克⾥斯漢斯沃(雷神索爾)、麥可夏儂、麥可潘納

美國遭受911攻擊事件過後，祕密派遣⼀⽀俗稱「綠扁帽」的陸軍特種部隊潛入阿富汗，
聯⼿當地北⽅聯盟，對抗阿富汗恐怖分⼦「塔利班」和蓋達組織，為配合阿富汗地形和攻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0~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3~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70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70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70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488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984887~S1*cht


敵戰略，特種部隊們駕著⾺匹化⾝騎兵隊，在險惡的⼭區追擊敵軍，⼀連串⽣死交鋒的激
烈戰爭⼀觸即發。這12⼈，是國家唯⼀的希望。911恐怖攻擊重擊美國，但美國也不⽢⽰
弱，立即指派⼀⽀陸軍特種部隊祕密前往阿富汗，在新隊⻑米契尼爾森（克⾥斯漢斯沃
飾）的帶領下，得說服北⽅軍閥阿布都拉希德杜斯塔姆與他們結盟，對恐怖組織「塔利
班」反擊。為適應當地⼭形和北⽅軍閥的作戰模式，這群⾝負重任的特種部隊也騎⾺變⾝
騎兵，在荒野和⼭區追擊敵軍，經過多次緊張交火，他們占領了軍事要塞城市⾺扎⾥沙⾥
夫，在那裡受到當地區⺠的熱烈歡迎，但卻意外遭到⼀⼤群塔利班軍隊埋伏，他們能夠死
裡逃⽣嗎？(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噤界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587
主演：約翰卡拉辛斯基、米莉森⻄蒙斯、諾亞朱佩

⼀個⼤規模的入侵⾏動發⽣，讓地球幾乎全滅，倖存的這⼀家⼈過著安靜無聲的⽣活，⼀
發出聲⾳就會被怪物抓⾛，《噤界》中的家庭必須時時保持安靜，這⼀家⼈必須搞清楚哪
些聲⾳可以發出，哪些不⾏，⽗親鋪了沙⼦路來消⾳，全家⼈必須使⽤⼿語，還有⽤來溝
通的照明系統…等，才能避免可怕的事情發⽣，因為獵殺他們的怪物無所不在，這是真正
的挑戰，他們必須克服⽣死難關，想盡辦法活下去。(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毀滅⼤作戰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582
主演：巨⽯強森、娜歐蜜哈瑞絲、瑪琳艾珂曼

靈⻑類動物學家戴維斯奧克耶（巨⽯強森 飾）不喜與⼈親近，卻與⼀隻智商極⾼的銀背⼤
猩猩喬治形影不離，牠從出⽣後不久就⼀直由奧克耶照顧。沒想到⼀次失控的基因實驗出
錯，讓這頭溫馴的⼤猩猩突變成為⾝形巨⼤的兇猛野獸，⽽且禍不單⾏的是，很快⼜發現
其他類似的變種動物。這些新⽣的掠食怪物在北美各地肆虐，所到之處都被破壞殆盡，於
是戴維斯與⼀位名聲不佳的基因⼯程師合作，設法取得解藥，並在瞬息萬變的戰場殺出⼀
條活路。他不只要終⽌這場災難，也要拯救那個曾是他朋友的可怕怪獸。(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親愛的初戀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579
主演：尼克羅賓森、珍妮佛嘉娜、喬許杜哈莫

每個⼈都值得擁有⼀個偉⼤的愛情故事。但是對⼀個17歲的⾼中⽣「賽⾨」來說這⼀切卻
是件超複雜的事：第⼀、沒有⼈知道他是同性戀；第⼆、他也搞不清楚⾃⼰愛上跟他⼀樣
有同樣困擾的不具名網友到底是何⽅神聖？？？為了解決這兩個⼤⿇煩，賽⾨展開⼀段爆
笑⼜嚇⼈的解答過程，但他沒料到的是，最後得到的答案卻從此改變了⾃⼰的⼈⽣。整部
片充滿歡笑、清新、感⼈，⼜有初戀般的甜蜜滋味，絕對將成為經典好片。(Yahoo奇摩電
影)

影片名稱：街⾓的書店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606
主演：艾蜜莉莫提梅、比爾奈伊、派翠⻄亞克拉克森

芙洛倫絲因為先⽣去世，決定為⾃⼰實現⻑久以來的夢想：開⼀間書店。最後來到英國濱
海的寧靜⼩鎮哈博洛，展開她追逐夢想的新⽣活。芙洛倫絲買下了⼀間荒廢許久的破舊老
屋，經營起鎮上唯⼀的書店。她引進了如「蘿莉塔」及「華⽒451度」等文學巨作，開拓
了⼩鎮居⺠的視野，⽣意逐漸蒸蒸⽇上。然⽽這保守、傳統的⼩鎮似乎還沒做好改變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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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本片繼獲得法蘭克福書展最佳文學作品改編獎之後，更榮獲⻄班牙哥雅獎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以及最佳改編劇本等三項⼤獎。(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到台⼤、師⼤借書去！三校借書⼀卡通等您來申請！

1.服務宗旨：為增進本校與國立臺灣⼤學、國立臺灣師範⼤學三校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交流，將提供三校專任教職員
⼯、博⼠班、碩⼠班及⼤學部在學學⽣⼀證通⽤之圖書借閱服務。

2.服務對象：三校專任教職員⼯、博⼠班、碩⼠班及⼤學部在學學⽣。

3.服務⽅式：

(1) 本服務採申請制，三⽅符合資格的讀者欲使⽤本服務，須具備所屬學校圖書館之借書權利，並同意將個⼈檔案匯入
對⽅館，始得持所屬學校之有效教職員證或學⽣證 到其它館借書。本服務僅限線上申請，各合作館均未提供臨櫃申請
服務，若有急需請先⾄參考諮詢台借⽤館際合作借書證，即可⾄合作館借閱圖書。

(2) 本校讀者在使⽤本服務之前，請先簽署確認轉檔意願書，並請您⾄圖書館加貼條碼，即可持原證⾄其它⼆校借書。

4.借閱規則

(1) 冊數：每⼈限借圖書5冊。

(2) 借期：30天，不提供續借與預約服務。

(3) 互借圖書範圍：依貸⽅圖書館規定。

(4) 逾期及遺失處理：依貸⽅圖書館規定。

(5) 向臺⼤、師⼤借閱之書籍，請於到期⽇前⾃⾏前往各校歸還。

(6) 倘於本館因違規或休學等暫停借書權利情形，不得使⽤本服務。

(7) 倘於臺⼤、師⼤借書逾期或遺失圖書，請⾃⾏前往各校依各校規定繳交逾期滯還⾦或辦理賠償相關事宜。

(8) 倘於臺⼤、師⼤借書未還或逾期滯還⾦未繳清前，不得辦理休學或離校等程序。

(9)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貸⽅圖書館相關規定辦理。

5.洽詢電話：

臺科⼤圖書館 02-27376195，E-mail：libcir@mail.ntust.edu.tw

臺⼤圖書館 02-33662353，E-mail：tulcir@ntu.edu.tw

師⼤圖書館 02-77345237，E-mail：libread@de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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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轉檔意願書問卷網址：請點選此連結回覆調查意願

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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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