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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圖書館⾏動通訊服務滿意度調查

圖書館修訂借閱辦法，即⽇起提升借閱冊數及延⻑借期

為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圖書館修訂「資料借閱辦法」及「校友、退休⼈員及其他相關⼈員借閱規則」，提升了借閱冊
數及借期，重要修訂項⽬如下：

⾝份 圖書 視聽資料

借書總數 借期(天) 預約冊數 續借次數 借閱量(件) 借期(天) 續借次數

教職員⼯ 50 56 20 5 3 7 1

博⼠班 40 42 20 5 3 7 1

碩⼠班 30 42 20 5 3 7 1

⼤學部 20 35 20 5 3 7 1

約聘⼈員 30 35 20 5 3 7 1

兼任教師 30 35 20 5 3 7 1

準研究⽣

及準⼤學⽣
20 35 20 3 3 7 1

校友/退休⼈員 10 35 4 3 3 7 1

提醒您：若您借的書被預約，借期將會縮短，圖書館也會以email通知您，請留意圖書館的催還通知。

》回⽬錄

試⽤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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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用資料庫】IET.tv學術演說影音資料庫試用

使用期限：至2018/11/30止
資料庫簡介：
IET.tv是一個多媒體影音資料庫，提供超過10,000個全球工程科技領域的影音資料， 內容包含IET英國工程科技學會
主要的活動講座和演說、全球各地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研討會、業界和學術界權威專家的訪談等。備註：限校內使
用!
馬上試用！ 操作手冊！
 
 
 
【試用資料庫】KONO for Libraries 精選誌試用 

試用期間：至2018/11/30
資料庫簡介：
KONO for Libraries 精選誌和百家出版社授權合作，收錄台、港、日等300多項，5000多本雜誌，除了涵蓋市場上主流
多元雜誌，還與日本上市最大雜誌通路電商富士商獨家授權與日同步的暢銷日文雜誌。可下載全文雜誌在電腦/手機/
平板使用，離線或是機上閱讀。備註：首次需於校園範圍內註冊才可使用!
馬上試用！  註冊及使用指引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電子書推廣】「Taylor & Francis Online」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止)

活動簡介：
飛資得公司正為您舉辦「Taylor & Francis Online」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示至「Taylor &
Francis Online 」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無線耳機、博視燈、無線鍵盤滑鼠組等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限臺灣地區）
活動起迄時間：即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
活動獎項：
抽獎獎品 獎品名稱 數量
壹獎  SONY 真無線耳機 WF-SP700N ............................1名
貳獎  3M 58°博視燈LD6000調光式 .................................1名
叁獎  羅技 MK520r 無線鍵盤滑鼠組.............................. 1名
肆獎  星巴克隨行卡 (內含NT$ 500元儲值金)................... 7名
伍獎  7-11 禮券 200 元 ..................................................20名
歡迎踴躍參與!!

 

【有獎徵答】「搜Easy搜Happy」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

https://tv.theiet.org/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IETtvUserGuide.pdf
https://library.thekono.com/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Kono.pdf
http://59.120.40.122/signup/tnf/2018fall/FT1.html


活動簡介：
Acer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正為您舉辦「搜Easy搜Happy」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示至
「Acer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7-11禮券，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限臺灣地區） 
活動起迄時間：即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
活動獎項：
7-11禮券 1000元..................2名
7-11禮券  500元..................5名
7-11禮券  200元.................20名
歡迎踴躍參與!!

【電子書推廣】「論文點點兵 好禮送給你！」有獎徵答活動 (12/15截止) 

活動簡介：

漢珍數位圖書正為您舉辦「論文點點兵 好禮送給你！」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至「DDC數位化論文

典藏聯盟 」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口袋相印機、拍立得、水果冰淇淋機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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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止
活動徵答方式：

限本校IP位址至DDC資料庫查找資料，並正確回答問題，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頭獎 - HP Sprocket 口袋相印機................................1名
貳獎 - FUJIFILM mini 9 拍立得.................................1名
叁獎 - 水果冰淇淋機-卡娜赫拉限量款........................1名
幸運獎 - 7-11禮卷 200元............................................20名
慧眼獨具獎 - FUJIFILM mini 8 小小兵 拍立得..............1名
熱情參與獎-參加單位專屬............................................1名
歡迎踴躍參與!!

 

【電子書推廣】「城市尋寶」有獎徵答活動 (11/30截止)

活動簡介：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正為您舉辦「城市尋寶」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至活動網頁，並搜尋資料庫回答相關問題，
就有機會獲得小米手環3 、Clarivate Analy�cs 行動電源10000mah、威秀電影票兩張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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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止
大獎等你哦!

http://hunteq.com/prizec/questionnaire
http://0-pqdd.sinica.edu.tw.sierra.lib.ntust.edu.tw/
http://www.tbmc.com.tw/event/ddc2018/


歡迎踴躍參與!!
 

》回⽬錄

新進圖書介紹

書名：MIT⾯試官教你進美國名校
作者：湯瑪麗著
館藏索書號：529.25 535
 
◆ 作者是MIT校友、MIT媽媽、MIT⾯試官，公開分享求學經驗、教養觀念以及⼗
五年⾯試官的實務，最專業的第⼀⼿資訊。

◆ 指導如何進入美國名校，從⻑期的培養，到短期的申請策略。

◆ 透視名校思維，說明頂尖⼤學的錄取標準，分析最受青睞的⼈才特質。

◆ 多位MIT優秀的台灣學⻑姊現⾝說法，激勵年輕學⼦效法學習。

◆ Q&A單元，詳細解說關於申請名校的各種疑問。表格化的重點總整理，清楚明
⽩，⼀⽬瞭然。( 博客來)

書名：我是⾺克 : 就算靠腰,⼈⽣還是要⼀直⾛下去
作者：⾺克⼝述; 盧智芳,林若寧採訪整理
館藏索書號：177.2 350.21
 
替你抱怨職場上鳥事的馬克，是從一個失敗品開始……　　這個差點被遺棄的小角
色，成為照顧好幾世代上班族的療癒人物，說出大家不敢說的、揭開職場黑暗面、
再給你中肯的職場生存之道（和鼓勵），馬克，也讓插畫家馬克從谷底翻身！插畫
家馬克原來和一般上班族一樣，要加班、被剝削，但懷著一個創業夢，偏偏走上創
業顛峰之時，猛跌一大跤，隨即而來的是，被朋友背叛、欠債、信心盡失……，人
生瞬間跌落深淵。但，是「堅持」讓馬克擦乾淚水，繼續向前（還債），是「夢
想」讓馬克保持死都要登頂的絕佳勇氣。(  博客來)

 

書名：橫衝直撞 : Uber刷新市值、3年成⻑20倍,卻成為全球⿇煩製造機背後的教訓
作者：亞當.藍辛斯基(Adam Lashinsky)著; 謝儀霏譯

館藏索書號：494 545.10

 
它讓你用手機「一鍵叫車」、掀起全球零工經濟浪潮；飆進311個城市，全球使用
次數突破100億次，卻也挑戰法令，造成個資外洩、司機抗爭……，Uber讓人又愛
又恨，凸顯多少矽谷新創不為人知的面貌？在全球，Uber平均每天完成1,500萬趟搭
車服務，活躍司機超過300萬人；在台灣，你可以用Uber Eats訂餐，在家也能吃到
排隊美食。即使你沒用過它，但你一定聽過它、罵過它。Uber在全球掀起浪潮，幕
後的關鍵人物，就是前執行長卡蘭尼克。在他的領導下，Uber市值飆至690億美
元，卻也使Uber在16個國家被封殺，最後，卡蘭尼克被踢出自己打造的帝國。Uber
的爆紅、受挫、爭議，就像矽谷新創的縮影，凸顯出許多新創公司衝撞的教訓。
(博客來 )

書名：圖解⽣化學: 從分⼦層次化為⽣命奧援的體內⼯程
作者：⽣⽥哲著; 洪悅慈譯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8_CA/index.html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8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8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8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9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9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9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9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9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59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617~S1*cht


館藏索書號：399 654 2018
 

對重要保健知識總是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嗎？注重養生卻總是事倍功半，甚至徒
勞無功嗎？關心健康，首先回歸原點，從了解人體運作基本原理開始！人體就像一
個大型化學反應室，無數分子日復一日默默進行著生化反應，以超效運作支應人體
種種生存與活動需求。生化學結合了生物學與化學兩大領域，從分子層次研究生物
如何生存活動，探尋外部變化的根本原因，了解人體內部各種機制的奧妙。拋開艱
澀的化學印象，捨棄複雜的原理說明，將生化學基礎知識與切身相關的議題實際結
合，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基礎問題帶領讀者看見生化學全貌，一同潛入微觀世界，
輕鬆理解人體運作基本原理！(博客來 )

書名：⼯程師的養成和成⻑: ⾼科技競爭時代各領域⼯程師的職場⽣存策略
作者：匠習著著; 許郁文譯
館藏索書號：494.35 546.4
 
為自己工程師職涯設計完美的成長和退休計畫！
◎增進其他領的知識◎簡明易懂說明自己的設計
◎激發創意的筆記本◎智慧財產權的最終意義
◎跳槽要注意的保密協議◎女性工程師如何挑選適合的企業◎應該學習哪些MOT
（技術經營）◎科技業裁員時代的生存策略
在科技業競爭激烈的今日，工程師不能只會默默寫程式、計算力學平衡，還需要學
會如何傳遞理念、經營部門運作、考取專業證照等提升自己工程專業以外的競爭
力！本書作者擔任工程師和管理職多年，除了工程知識，工程師該如何提升自己更
全面的能力，例如用大家都聽得懂的方式介紹自己的想法、廣泛閱讀當今最熱門或
感興趣的書、提升自己的經營知識等等，尤其在世界各地許多科技公司緊縮人員的
今日，如何提升自己的專業價值，更是身為工程師必須關注的事。(博客來 )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侏羅紀世界 : 殞落國度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841
主演：克⾥斯•普瑞特、布萊絲•達拉斯•霍華、傑夫•⾼布倫

劇情描述，⾃從侏羅紀世界主題樂園與豪華渡假村，被逃出牢籠的恐龍徹底摧毀之後，三
年已經過去了，努布拉島也早就遭到⼈類遺棄，放任存活下來的各種恐龍在叢林中⾃⽣⾃
滅。當島上的休眠火⼭⼜開始蠢蠢欲動，歐文（克⾥斯普瑞特 飾）和克萊兒（布萊絲達拉
斯霍華 飾）便展開⼀項救援⾏動，率隊前往努布拉島，拯救島上的恐龍免於這場⾜以讓恐
龍再度滅絕的⼤災難。歐文⼀⼼⼀意只想找到⼩藍，他從⼩養⼤的⼀隻迅猛龍，也是他訓
練的那群迅猛龍⼩隊的隊⻑，牠⽬前仍在荒野叢林中獨⾃求⽣。克萊兒則是因為出於她對
恐龍這個物種的尊敬參與這項⾏動。當他們⼀群⼈來到這座危機四伏的⼩島，岩漿開始到
處噴發，他們在試圖搶救⼩島上的恐龍之際，竟然發掘了⼀項天⼤的陰謀，很可能讓全地
球陷入⾃從史前時期以來最可怕的危險處境。(博客來)

影片名稱：雨妳再次相遇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818
主演：蘇志燮、孫藝珍

妻⼦秀雅（孫藝珍 飾）在離開⼈世前告訴丈夫宇振（蘇志燮 飾），她會在下⼀個雨季回
到他和兒⼦⾝邊。秀雅過世後，宇振獨⾃照顧正在讀⼩學的兒⼦，將所有的感情貫注於孩
⼦⾝上，成為溫暖的單親爸爸。⼀年後，當雨季到來的某⼀天，秀雅突然出現在宇振和兒
⼦⾯前，但卻遺失了原有的記憶，三⼈⼀起迎接這不可思議的⽣活。夫妻倆再次戀愛，兒
⼦也體會到失⽽復得的⺟愛……不過，當雨季即將結束時，秀雅是否能繼續留在⾃⼰深愛
的⼈⾝旁？宇振和兒⼦能期待再⼀次的奇蹟嗎？(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友罪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877
主演：⽣⽥⽃真、瑛太、夏帆

就算知道真相，也還能繼續做朋友嗎？以朋友之名，你願意承擔多少？多年來，益田純一
歷經挫折和孤獨，在記者夢碎的同時，認命地到供住宿的小工廠上班，認識了同一天進公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61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61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628~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628~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4628~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35203~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35203~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35203~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620~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620~S1*cht


司的鈴木秀人。鈴木因為沉默寡言而遭同事疏遠，只跟同年的益田逐漸建立起友誼，也靠
著益田的幫助，慢慢融入人群，鈴木因而將益田視為自己最珍貴的朋友。某天，益田的記
者前女友因需製作專題報導，請他幫忙調查十七年前在故鄉發生的少年犯罪「黑蛇神事
件」。益田在調查事件的過程中，發現當年犯下連續兒童虐殺事件的少年犯，其背景特徵
竟然與好友鈴木相同……(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無聊的⼈⽣我死也不要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879
主演：埃利亞斯穆巴⾥克、菲利浦史⽡茲

★ 真人真事暢銷書改編
★ 200萬觀眾笑中帶淚，橫掃德國五億八千萬票房
富家青年藍尼從大學輟學後就無所事事，成天上夜店與朋友廝混，有一天喝醉了竟將跑車
一路開進家裡的泳池，讓名醫父親忍無可忍，逼他必須照顧有先天心臟病的病童大衛，否
則就要斷了他的一切金援…。15歲的大衛因為心臟缺陷，連帶影響全身器官，從出生至今
歷經多次手術，就連呼吸都會感到疼痛，隨時都可能蒙主寵召，但他列了一份人生願望清
單：戀愛、錄歌、開跑車、讓媽媽再度開心…。吃喝玩樂樣樣行的藍尼陪著大衛打破一切
規則，逐一完成願望，藍尼也從大衛身上學會珍惜自己的人生。(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去年冬天，與你分別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639
主演：岩田剛典、齋藤工、山本美月、北村一輝

改編芥川龍之介獲獎推理⼩說。即將新婚的記者耶雲恭介（岩⽥剛典飾），因著週刊編輯
⼩林良樹(北村⼀輝飾)的建議，捲入盲眼美女吉岡亞希⼦(⼟村芳飾)被燒死的離奇命案。
隨著調查的逐步開展，他開始懷疑天才攝影師⽊原坂雄⼤（齋藤⼯飾）有嫌疑，並接觸到
攝影師及他的姐姐⽊原坂朱⾥(淺⾒麗奈。這椿事件使耶雲陷入了無法抽⾝的深淵，且對
⾃⼰與未婚妻松⽥百合⼦（⼭本美⽉飾），造成了從未料想過的衝擊。(Yahoo奇摩電影) 

 
 

》回⽬錄

「填問卷、抽禮券」-臺北市立圖書館行動通訊服務讀者滿意度問卷調查

為瞭解讀者對台北市立圖書館行動通訊服務之需求及滿意度，作為未來服務規劃之參考，自107年11月15日至12月10日止，
進行「臺北市立圖書館行動通訊服務讀者滿意度調查」問卷調查，期間並舉辦「填問卷、抽禮券」活動，歡迎大家踴躍至以

下網址（https://reurl.cc/pmL5a）填答問卷！

「填問卷、抽禮券」活動注意事項
一、活動時間：

107年11月15日至12月10日。
二、參加資格：
凡於問卷調查期間，至網址（h�ps://reurl.cc/pmL5a）填復有效問卷，並留下借閱證號、姓名及聯絡電話者。
獎項額度：
每名中獎者100元超商禮券，共100個名額。

我想填問卷!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620~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62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62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62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47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47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1986479~S1*cht
https://reurl.cc/pmL5a


圖.文 取自台北市立圖書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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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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