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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檔洋片【蟻⼈與黃蜂女Ant-Man and the Wasp】圖書館邀請您免費欣賞！

10/30(⼆)18:30-21:00，歡迎踴躍參與！

【電影】蟻⼈與黃蜂女Ant-Man and the Wasp

【片⻑】118分鐘

【時間】2018/10/30(⼆)18:30-21:00 (18:10開放進場, ⾃由入座)

【地點】IB-101 (場內禁⽌飲食, 請勿攜帶食物入場)

【主辦單位】圖書館

【簡介】《蟻⼈與黃蜂女》的故事接續在【美國隊⻑３：英雄內戰】之後，史考特朗恩因為參與了內戰判刑，帶上電
⼦腳鐐，居家監禁，在⽗親和蟻⼈兩個⾓⾊中左⽀右絀。眼看刑期終於快服滿，還剩三天就能完成服刑，但他卻突然
與迷失在量⼦領域的初代黃蜂女有了聯繫，⽪姆博⼠和荷普逃亡中也開發了全新儀器，試圖尋找初代黃蜂女。史考特
不得不再次穿上蟻⼈裝束，與黃蜂女⼀起對抗來⾃過去的⿊暗秘密。(摘⾃博客來)

※可登錄公務⼈員及約⽤⼈員終⾝學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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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網站:電影神搜
》回⽬錄

10-11⽉份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10-11⽉份圖書館還有多場圖書館資料庫暨網路資源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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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三)10:00~11:00 電算中⼼ RB508教室 國外學位論文搜尋 各學院 開放報名
10/24(三)11:00~12: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天下/哈佛/ABI INFORM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放報名
10/30(⼆)10:00~11: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WEBPAT專利資料庫 各學院 開放報名
11/07(三)10:00~11:00 電算中⼼ RB508 教室 經濟新報 (TEJ)資料庫 管理學院 開放報名

詳情請洽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 TEL: 02-27376196

》回⽬錄

試⽤資料庫

【試⽤資料庫】HyRead Journal台灣全文資料庫試⽤

使⽤期限：⾄2018/11/30⽌

資料庫簡介：

主題包含各學科領域(綜合,⾃然,⼈文,應⽤,社會,⽣醫)。收錄880種以上台灣出版學術及專業期刊、210種以上
TSSCI,TSCI,THCI核⼼期刊、100種以上獨家收錄期刊。收錄年限最早1954年迄今。整合國圖期刊、博碩⼠論文、Google
Scholar等資源， 查詢結果具備年代、作者、期刊之後分類功能，且每篇文章顯⽰相關的期刊文章和博碩⼠論文。

使⽤指引 !

⾺上試⽤ !

 

【試⽤資料庫】Naxos Music Library台灣全文資料庫試⽤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4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43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44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45
https://www.hyread.com.tw/hyreadnew/beginner/beginner_function.jsp
https://0-www-hyread-com-tw.sierra.lib.ntust.edu.tw/hyreadnew/


試⽤期間：⾄2018/11/30

帳號密碼：concertmm ／ naxosmm

資料庫簡介：

Naxos Video Library提供超過2,500個古典⾳樂表演、戲劇與芭蕾現場演奏之影片與全文資料。可預先訂做個⼈喜愛章節與
片段、場景。個⼈播放清單的編輯與新增並⽀援字幕達五種不同語⾔、字幕與影片同步演出、透過種類、⾓⾊、作曲家、演
奏家、作品與節⽇來檢索。兩種視訊串流品質：每秒700 Kb以及每秒⾼達2 Mbps的⾼品質視訊並可⽀援PC和Mac電腦播放

使⽤指引 !

⾺上試⽤ !

【試⽤電⼦書】Safari電⼦書試⽤ 
使⽤期限：⾄2018/11/12⽌

資料庫簡介： 
結合資訊科技及商學領域最權威的出版集團：O'Reilly Media以及 Pearson Technology Group，提供2004年後出版之3,000多
種IT、商學領域電⼦書。內容涵蓋商學、⼈⼯智慧、電腦科學、資料庫、作業系統、資訊管理、電⼦商務、⼈機互動、品質
管理、⼈⼒資源、硬體、應⽤軟體、軟體⼯程、繪圖、多媒體、⾏銷、財務會計等。

注意事項：

1. 同時使⽤⼈數僅限⼀⼈!

2. 進入資料庫後，帳號: chia@mail.ntust.edu.tw 密碼: Lib!2345

⾺上試⽤ !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電⼦書推廣】「跟著⼠⼤夫穿越來看電⼦書」推廣活動 (10/31截⽌)」

活動簡介：
凌網科技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跟著⼠⼤夫 穿越來看電⼦書」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依照各活動說明操
作，就有機會獲得HyRead藍芽喇叭、Apple Watch、全連禮券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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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活動⽅式及獎品：
【活動⼀】三⽇不讀書●粉沒勁
借閱20本即可抽獎，各階段獨立作業，抽城市尋寶、藍芽喇叭、Apple Watch等。
【活動⼆】書中⾃有黃⾦屋●挖寶趣
領取免費電⼦書，完成任務即可抽獎，抽禮券、列印明信片、電影票等。

http://www.chiuru.com.tw/main/wp-content/plugins/download-monitor/download.php?id=4
http://0-www.naxosmusiclibrary.com.sierra.lib.ntust.edu.tw/
https://0-www.safaribooksonline.com.sierra.lib.ntust.edu.tw/home/


【活動三】尋找現代⼠⼤夫●就是你
完成HyRead電⼦書FB活動任務，抽創意垃圾桶、平板架、咖啡卡等。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動駕駛不是夢」有獎徵答活動 (10/31截⽌)

活動簡介：
Elsevier與碩睿資訊正為您舉辦「⾃動駕駛不是夢」有奬徵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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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s Studio2 Wireless無線藍牙⽿罩式⽿機、AMAZFIT 米動⼿錶 青春版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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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活動⽅式及獎品：
1.到活動網⾴中的「參加活動。
2.限本校IP位址⾄ev資料庫查找資料，並正確回答問題，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獎 - 1名 Beats Studio2 Wireless無線藍牙⽿罩式⽿機1個+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貳獎 - 2名 AMAZFIT 米動⼿錶 青春版 1⽀+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參獎 - 5名 威秀電影票2張+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參加獎 - 20名 Elsevier出版社精美贈品1份
歡迎參加！

【電⼦書推廣】「情ｅ綿綿：電⼦書傳情」電⼦書推廣活動 (11/9截⽌)

活動簡介：
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正為您舉辦「情ｅ綿綿：電⼦書傳情」電⼦書推廣活動，參加者依照活動辦法操作，即可參加
抽獎，有機會獲得iPad Wi-Fi 32G、防⽔藍牙喇叭、無線藍芽⽿機、郵政禮券1,000元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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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活動⽅式：
(⼀)參與者⾄線上表單（https://goo.gl/uMzUK1 )留下1.電⼦書200字閱讀⼼得 2.傳情收件⼈資料 3.傳情文字，經主辦單位
審核通過後，即獲得⼀個抽獎名額。
(⼆)線上表單開放期間：107年9⽉19⽇(三)12:00起⾄11⽉9⽇(五) 23:59⽌。
(三)主辦單位將依報名順序製作傳情mail，發送電⼦書⼼得和傳情文字給指定收件⼈。
(四)本活動限制每⼈最多投稿10篇閱讀⼼得，且為不同讀物，故每⼈最多擁有10個抽獎名額。
歡迎參加！

【有獎徵答】「可可⼤會考」有獎徵答活動 (11/10截⽌)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809hyreadschool/index.jsp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8_EiCompendex2/index.html
https://goo.gl/R7Xsds


活動簡介：
EBSCO正為您舉辦「可可⼤會考」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BSP資料庫(EBSCO)」，並搜尋資料庫的
內容寄送文章，就有機會獲得SONY藍芽無線⽿機 、⼩米⼿環3和⼩米體重計等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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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活動⽅式及獎品：
1.限本校IP位址⾄Business Source Premier [EBSCOhost]資料庫
2.完成活動網址「可可⼤會考」的題⽬，並依照網⾴內指⽰的寄送⽅式完成活動，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SONY WI-C300 藍芽無線⽿機）.......................................1位
⼩米運動⼿環3代）...........................................................2位
⼩米體重計.........................................................................6位
GODIVA巧克⼒豆）...........................................................10位
歡迎參加！

》回⽬錄

新進圖書介紹

書名：跟⼤⾃然學幾何
作者：約翰.布雷克伍德著; 林倉億,蘇惠⽟,蘇俊鴻譯
館藏索書號：316 585
 
作者約翰．布雷克伍德曾任教於華德福教育體系，藉由細膩的觀察和巧妙的作圖，橫
跨礦物界、植物界、動物界到⼈類世界，向讀者展⽰了⼤⾃然中繽紛絢爛的樣貌，探
究這些多樣性是否正確反映出基本的幾何形式。書中主要運⽤射影幾何學（projective
geometry），不同於歐幾⾥得幾何學，它不依賴測量；測量和形式會從射影幾何的簡單
變換中出現。主題包括︰笛沙格定理、幾何元素、對稱性、賦向、螺線、四⾯體、路
徑曲線、三維射影幾何等。 對教師和家⻑⽽⾔，讓孩⼦從⽣活環境中學習更勝於填鴨
教學。 對學⽣⽽⾔，幾何可以不只是數學難題，⽽是探索與理解⾃然的⽅式。(博客
來)

書名：慢讀秒懂 : Vista的數位好文案分析時間
作者：鄭緯筌著
館藏索書號：497.5 476
 
本書作者Vista曾任網媒《風傳媒》產品總監、APP01網站總監與《數位時代》雜誌主
編；他耕耘並教授文案培訓多年，這是⼀部從「基本問題」出發，了解文案⼯作如何
開始的入⾨著作，帶你學會如何「慢讀」那些傑出數位商業文案的內在設計，邁向
「秒懂」⾃家產品的文案應從何切入構思！(博客來)

 

書名：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0大即將消失的景點

作者：雅絲米娜.特⾥夫尼著; 盧郁⼼譯
館藏索書號：719 553.4

 

https://goo.gl/WLKFvD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6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6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6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2~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2~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92~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2~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682~S1*cht


美景不會永遠存在，有些地⽅可能即將消失無蹤 深入介紹世界各地受到戰火、氣候、
汙染、遊客威脅的瀕危景點！「國家地理終極旅遊系列」這次帶你透過旅遊，體驗另
⼀種意義這不是⼀本末⽇啟⽰錄，不是⽣態⽩⽪書，也不含⾏為規範或道德勸說，⽽
是精選50個值得關切的「瀕危旅遊景點」，說明它們的歷史背景與客觀現況，以及為
什麼有即將消失的迫切性，並附上美得令⼈屏息、最能代表當地景觀特⾊的攝影作
品。(博客來)

書名：活⽤理財⾦三⾓ ⼩薪⽔也能滾利領百萬
作者：⽅⼠維著
館藏索書號：563 546.2
 
中⻑期穩健獲利的主要關鍵，在於把收入規劃為60％⽣活開銷、30％儲蓄與投資、
10％風險管理的「理財⾦三⾓」原則，並做好投資組合中股票、債券及現⾦的分配比
重，這遠比個股挑選或預測市場進出點來得更重要。本書將教會你： ●60％、30％、
10％財務規劃黃⾦比例，投資不再賭⾝家！●使⽤ＳＭＡＲＴ原則訂定財務⽬標，將⼈
⽣夢想轉化成具體可⾏的執⾏計畫。●看懂預定利率、保障年限等數字，買到真正兼顧
保障與獲利的儲蓄保險！●學會選出鑽⽯基⾦的4⼤基⾦指標，再也不怕理專唬爛你！●
最Easy財報分析速查術，10分鐘快速掌握買到績優股的訣竅！(博客來)

書名：理想⽣活的起點 : 善⽤四種天⽣傾向,改變習慣與⼈際關係,讓⽇⼦越過越輕鬆
作者：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著; 張瓅文譯
館藏索書號：177.2 520.8
 
「為什麼我總是改不了壞習慣？」「為什麼他總是叫不動？」只要了解⾃我與他⼈的
⼈格傾向，就能找到改變⾃我與他⼈的⽅法，讓⽣活更輕鬆！經由將「期待」分為外
部期待（例如老闆交辦的事項）和⾃我內部期待（你⾃⼰想做的事）兩種。葛瑞琴得
出了四種⼈格傾向： ⾃律者Upholder、質疑者Questioner、盡責者、叛逆者，只要搞懂
⾃⼰與他⼈屬於何種傾向，在此架構下，僅僅是微妙的⽤詞或些許的⾏為改變，都⾜
以全盤改變⼀個⼈的⾏為模式，幫助你做出更好的決策、快⼜有效地完成⼯作，並且
與他⼈的互動更加和諧！(Readmoo電⼦書店)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之島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655
主演：布萊恩克萊斯頓、艾德華諾頓、比爾默瑞

《⽝之島》描述的是⼀位12歲男孩⼩林中，為了⾃⼰的愛⽝不顧⼀切挺⾝⽽出，反抗腐敗
的⼩林市⻑，同時也是⾃⼰⽗親的故事。故事背景設定於距今20年後的⽇本群島，因⽝隻
的數量激增達到飽和程度，加上⽝流感的⼤肆蔓延，按照巨崎市政府所公告的⾏政法令，
所有的⽝類動物都必須被流放到⼀個名叫「⽝之島」的垃圾場。就在此時，⼩林中獨⾃坐
上了⼀架微型螺旋⾶機、⾶越河流，只為了要尋找他的保鑣，同時也是他最好的愛⽝朋友
—「斑點」。在⾶⾏的旅⾏上，⼩林中認識了⼀群⽑茸茸的新「⽝」友，並幸運地獲得了
他們的幫助，他將展開⼀場史詩般的旅程，⽽他所⾛的每⼀步，也將決定了整個城市的命
運與未來。(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瞞天過海：八⾯玲瓏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784
主演：珊卓布拉克、凱特布蘭琪、安海瑟威

5年8個⽉⼜12天，正在計時中。黛比歐遜（珊卓布拉克 飾）就是花這麼多時間在計劃她⼈
⽣中最⼤的搶案。她知道這場計劃需要⼀群江湖⾼⼿，⾸先她找來她的犯罪搭檔露米勒
（凱特布蘭琪 飾）加入，然後她們號召了⼀組專家，分別是珠寶商雅米塔（敏迪卡靈
飾）、街頭騙⼦康斯坦絲（奧卡菲娜 飾）、贓物買賣能⼿譚美（莎拉寶森 飾）、駭客九
號球（蕾哈娜 飾）及時裝設計師蘿絲（海倫娜波漢卡特 飾）她們的⽬標是價值1億5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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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鑽⽯，就戴在聞名全球的女演員達芙妮克魯格（安海瑟薇 飾）脖上，她會是年度盛
會⼤都會博物館慈善晚宴的焦點。這個計劃看似滴⽔不漏，但⼀切需要完美無瑕，這群偷
天女賊才能在眾⽬睽睽下順利混進去⼜全⾝⽽退。(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死侍2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765
主演：萊恩雷諾斯、喬許布洛林、布莉安娜海德布蘭德

《死侍2》不只包括從「死侍」本人萊恩雷諾斯再次親手擔綱本片監製與男主角的重要角
色，更是首度好萊塢動作片名導《捍衛任務》大衛雷奇合作。而首集中出現的重要角色
們，包括「青少女彈頭」布莉安娜海德布蘭德〈Brianna Gildebrand〉、「鋼人」
〈Stefan Kapicic〉、「盲婦愛兒」萊絲莉厄格絲〈Leslie Uggams〉、「死侍女友」莫蓮
娜芭卡琳〈Morena Baccarin〉，甚至連死侍的好麻吉，印度計程車司機「阿杜」卡蘭索
尼〈Karan Soni〉也都全數力挺，再次回歸這個影史最賤英雄的最新續作。除此之外，本
次更是找來了吸血加入，包括由薩琪彼茲〈Zazie Beetz〉所飾演的「多米諾」，以及
「機堡」喬許布洛林〈Josh Brolin〉。(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637
主演：⼩勞勃道尼(鋼鐵⼈)、克⾥斯伊凡、克⾥斯普瑞特、史嘉莉喬韓森

⼀部集漫威電影宇宙10年之⼤成的宏偉鉅作，《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將帶來前所未
⾒，最極致、最致命的存亡對決。復仇者聯盟和他們的超級英雄盟友們必須要不顧⼀切攜
⼿合作才有可能組⽌最強的終極反派薩諾斯將整個宇宙毀滅。(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環太平洋2 : 起義時刻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635
主演：約翰波耶加、史考特伊斯威特、安卓亞霍娜

具有⼤規模毀滅能⼒，來⾃異世界的巨⼤怪獸，以及⼈類為了消滅牠們⽽打造，由⼈類駕
駛的超巨型機器⼈之間曾經展開⼀場在全世界各地進⾏的殊死戰，但那只是⼀場規模更⼤
的戰爭的序幕，在《環太平洋2：起義時刻》⼀片中，怪獸軍團將⼤舉進攻，向全⼈類展
開⼀場全⾯性的終極⼤戰。 約翰波耶加飾演叛逆青年傑克潘塔考斯特，他曾經是⼀名極具
潛⼒的機甲獵⼈駕駛員，他傳奇性的⽗親為了讓⼈類贏得勝利，在⼀場和怪獸之間進⾏的
激烈戰鬥中不幸壯烈犧牲，傑克也因此放棄他的訓練，被捲入充滿犯罪份⼦的地下世界。
但是當⼀⽀數量更多、更殘暴、更具毀滅性的怪獸軍團入侵，開始攻擊全世界的各⼤城
市，並且試圖逼迫全⼈類向牠們⾂服之際，與他關係疏離的姐姐森真⼦（菊地凜⼦ 飾演）
正在率領⼀⽀新世代的機甲獵⼈駕駛員準備迎戰，他們全都是在戰爭陰影底下⻑⼤的青
年，她給了傑克最後⼀次機會，讓他得以延續他⽗親的遺志。(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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