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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校外連線使⽤電⼦資源呢？

「拍照上傳送好禮」活動~ 聖誕書樹來囉~

在圖書館參考櫃台旁有顆特別的聖誕"書"樹，利用即將報廢的IEEE會議論文搭疊成樹，為圖書館增添濃厚的聖誕氣氛
機會難得，快來拍照留念吧！ 且於12/19(三) 活動時間內和聖誕書樹拍照並完成三個活動步驟，即可至參考櫃台領取小
禮物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時間：2018年12月19日 (三) 09:00-12:00、13:00-17:00 (或送完為止)
活動地點：圖書館參考櫃台
活動步驟：
1.按讚加入本館臉書粉絲團
2.將和聖誕書樹的合照上傳本館臉書粉絲團的活動貼文下
3.留言寫下聖誕祝福或對來年的期許 向參考櫃台人員展示成果，就可以獲得精美又實用的小禮物~~

圖書館FB粉絲團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NTUSTLIB


》回⽬錄

新增電⼦資源 (O'Reilly for Higher Education電⼦書)

資料庫簡介：

使⽤期限：為期⼀年 O'Reilly for Higher Educa�on電⼦書(Safari電⼦書)是由 IT 內容權威出版社O'Reilly Media 及 Pearson
Educa�on 所主導的電⼦書資料庫。獨家提供 O'Reilly 及 Pearson等知名出版集團之最新電⼦書。收錄年代從1988年⾄
今，提供超過37,000多種電⼦書及⼤約5,000多種影⾳檔，包含IT科技、數位媒體及商學管理等主題。
 
電⼦書⼀次只能列印⼀⾴，列印的功能就是直接利⽤瀏覽器的列印功能，無提供⼀次多⾴列印的功能。影片僅⽀援
利⽤其專屬的App去進⾏離線閱讀。讀者需在校內先註冊⾃⼰專屬的ID&PW，並下載其APP去進⾏保存於⾃⼰帳⼾之
相關書籍與影片的離線閱讀。
連線使⽤！
使⽤指引
還有專屬APP哦！

》回⽬錄

有獎徵答活動

【有獎徵答】「非洲豬瘟」Scopus有獎徵答活動 (12/21截止)
Elsevier與碩睿資訊正為您舉辦「非洲豬瘟」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至「Scopus資料庫」找資
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保溫杯、8GB 隨身碟、攜帶型滑鼠、盥洗包等豐富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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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止
活動徵答方式：
1.到活動網頁填寫基本資料後。
2.限本校IP位址至Scop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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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溫杯
二獎 - 2名    8GB 隨身碟
三獎 - 3名    攜帶型滑鼠
四獎 - 5名    盥洗包

https://www.safaribooksonline.com/library/view/temporary-access/?orpq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safari.ppt
https://www.oreilly.com/online-learning/apps.html
https://login.ezproxy.lib.ntust.edu.tw/login?url=http://www.scopus.com/scopus/home.url


五獎 - 10名    手搖飲環保杯袋
六獎 - 20名    滑鼠墊/多功能夾鏈袋
歡迎踴躍參與!!
 
 
 
【有獎徵答】「 ABI/INFORM Collec�on」有獎徵答活動 (12/31截止)

ProQuest  公司正為您舉辦「 ABI/INFORM Collec�on」有奬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示至
「ABI/INFORM Collec�on 」找資料回答問題，就有機會獲得7-11禮卷歡迎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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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
活動徵答方式：
1.限本校IP位址至ABI/INFORM Collec�on資料庫查找資料。
2.點選網頁上的有獎徵答區作答，請務必參考並使用ABI/INFORM Collec�on資料庫完成所有問答。 全對者即有機會參
加抽獎。
活動獎項：
•頭獎: 3,000元7-11禮卷.............................1名
•貳獎: 2,000元7-11禮卷.............................2名
•叁獎: 1,000元7-11禮卷.............................3名
•肆獎: 100元7-11禮卷...............................50名
歡迎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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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圖書介紹

書名：片語有圖超好記! : 超越天⽣語感的最強圖記法

作者：張翔著

館藏索書號：805.123 730-3
 

本書嚴選600片語，精美插圖，搭配精闢解析，再多片語也能輕鬆擊破，學英文不
再渾身沒勁，一次將片語學得夠、記得牢、用得好！英文魯蛇的翻身之路，就從最
強圖記法開始！，本書採用對話搭配插圖，文字&圖片雙管齊下，幫助聯想，記得
快又牢，學習成效更加倍！(  博客來)

書名：阿蘇卡的⽇本祕境再發現 : ⾛出⾸都圈!40個⽇本祕境探訪,從神話與傳說重
新認識⽇本
作者：阿蘇卡(Asuka)著
館藏索書號：731.9 584
 
日本鄉下好好玩！祕境大探訪

走出首都圈，電車班次少了點，人情味卻多了點；購物的地方少了些，回憶卻多了
些；有形的東西少了點，無形的東西卻增加了點……
如果你也嚮往脫離人擠人的觀光客行程，那就和阿蘇卡一起來探訪日本祕境吧！內
容包含40個日本祕境探訪及8個遊日祕技公開！ (  博客來)

書名：萬⽤模版英文論文寫作法 : 不論碩博⼠論文或期刊論文都適⽤
作者：陳甫州著

館藏索書號：805.175 734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3ZFMXSJ
https://search-proquest-com.ezproxy.lib.ntust.edu.tw/abicomplete/index?accountid=8014
https://go.proquest.com/ABIC_2018Survey_Taiwan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0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0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0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3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3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3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4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47~S1*cht


《萬用模版英文論文寫作法》是專為華人地區學生設計，最邏輯化的英文論文寫作
教學專書，作者陳甫州綜合多年論文教學經驗，透過分析解構數百篇科學論文的結
構，提出簡單實用的英文寫作模版理念，藉由一個個特定的段落模版，把一篇文章
的輪廓清楚勾勒出來。連教授也愛用的《萬用模版英文論文寫作法》，讓你寫作英
文論文更得心應手！全書還附有36個超實用網站：線上輔助投稿網站、剽竊檢查軟
體、英文文法檢查軟體、在線翻譯、製圖軟體，教你聰明運用電腦輔助軟體，尋求
英文專業編修，順利完成投稿，輕鬆挑戰英文論文寫作。(博客來)

書名：數學家忙什麼?
作者：蔡天新著
館藏索書號：310.99 474 2018
 

數學家究竟在忙些什麼？有怎麼樣的的成長經歷？ 本書以詩歌般的筆觸，探討了數
學史上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從他們的內心世界、成長經歷和成材環境，他們的貢
獻、思想、個性和生活觀念。這些偉大的數學家，有的在人文領域也有傑出貢獻，
有的則個人經歷富有傳奇色彩。讓我們一起回顧，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數學
（家）！(博客來 )

書名：蔡康永的情商課:為你⾃⼰活⼀次
作者：蔡康永著
館藏索書號：176.5 466.2
 
他，是《康熙来了》裡的王牌主持人、《奇葩說》裡觀點獨到的導師，是公認的高
情商金句王。他說話總是溫柔、包容而冷靜，既能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及意見，又
能讓他人感覺暖心而不失面子，被知名主持人馬東譽為世間少有「讓自己開心，也
讓世界開心的人」。這些年間，他發現有件事跟會說話同樣重要，那就是擁有｢高
情商｣。他凝聚30年來在演藝圈摸索出的門道，舉大量實例、動人的故事和對話，
以及獨到的幽默感和奇思妙想，幫讀者掃除自卑、恐懼、自欺、空虛……等負面情
緒，踏出高情商的第一步。蔡康永，這次再度出手，為了讓每個人找回內心的強
大，活出讓自己和別人都愉悅的高情商人生。(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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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VD

片名：幸福路上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841

配音：桂綸鎂、魏德聖

⼩琪6歲時跟著爸媽⼀起搬到台北，懵懂無知的⼩琪不懂什麼叫做幸福，卻⼗分期待在
「幸福路」的新⽣活。上學後的⼩琪，努⼒成為⼀個好學⽣，希望⾃⼰可以出⼈頭地符合
媽媽爸爸的期許，但漸漸⻑⼤後發現，即便努⼒唸書依舊對⾃⼰的未來很迷惘。 畢業後⼩
琪在阿文表哥的推薦下到美國⼯作、⽽後結婚，看似眾⼈覺得美好的⼈⽣，⼩琪卻在異地
迷失了⾃⼰⋯直到媽媽⼀通電話通知她阿嬤過世了，⼩琪收拾⾏李匆匆地回到台灣，再度
回到「幸福路」，兒時的同學們各⾃有不同的⼈⽣。那⼩琪呢？是否變成理想中的⼤⼈
了？(Yahoo奇摩電影)

片名：超⼈特攻隊 2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899
 
《超⼈特攻隊2》故事設定在第⼀集結束後，⺠眾們對超級英雄的想法改觀，⼀連串的事
件讓本來在家當家庭主婦的超能太太反⽽成為超級英雄代⾔⼈，四處奔⾛。超能先⽣則是
在家當超級奶爸，雖然⼼有不⽢，卻意外發現⼩兒⼦⼩杰超驚⼈的超能⼒，這次他們⼜會
碰到甚麼挑戰呢?《超⼈特攻隊》導演與⾓⾊將全數回歸，再次為觀眾帶來充滿冒險⼜笑
料⼗⾜的《超⼈特攻隊2》。(Yahoo奇摩電影)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4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3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3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8337~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064~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064~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9064~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50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50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50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51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518~S1*cht


片名：蟻⼈與黃蜂女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947
主演：保羅路德、伊凡潔琳莉莉、麥克道格拉斯

故事接續在《美國隊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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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姆博士和
荷普又帶著危急的任務找上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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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電影)

片名：貼背戰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879
主演：傑瑞米雷納、喬漢姆、蕾絲莉畢柏、拉西達瓊絲

五個愛互尬的朋友從國小一年級開始，每年有1個月會展開毫無顧忌的捉人遊戲，甘願冒
著生命、丟掉工作和損害交情的危險，就是要擒拿對方呼喊口號：「捉到了，你當鬼！」
今年，這種捉人遊戲剛好跟其中一人的婚禮撞期，而且剛好是他們當中唯一從未落敗的玩
家，不用說，他終於成為容易找到的目標，雖然知道自己已經成了被盯上的目標，但他…
老早就準備好了。(Yahoo奇摩電影)

片名：巨齒鯊
館藏索書號：DVD PN 21954
主演：傑森史塔森、李冰冰、趙文瑄

一艘屬於國際海底觀測計劃的深海潛艇遭受一隻大型怪獸的攻擊，那是一種原本認為已經
絕種的動物。這艘破損的潛艇掉落在太平洋最深的海溝底下，人員被困在裡面。隨時黃金
救援期限逼近，一名有遠見的中國海洋學家（趙文瑄 飾）招募了深海救援潛水專家喬納
斯泰勒（傑森史塔森 飾），且不顧他女兒淑英（李冰冰 飾）的反對，決定要拯救這群潛
艇人員，同時也要拯救這片海洋，以阻止這個勢不可當的威脅，也就是一隻名為巨齒鯊的
75呎長史前鯊魚，而且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其實早在幾年前，泰勒就遇過這隻可怕怪獸。
不過這次，他會跟淑英合作，還必須克服自身的恐懼，冒著生命危險搶救困在海底的所有
人，讓自己再次面對這隻史上最巨大最強大的掠食動物。(Yahoo奇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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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校外連線使⽤電⼦資源呢？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518~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7~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4~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4~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0254~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55~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55~S1*cht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047055~S1*cht
https://reurl.cc/pmL5a


通過身份認證，在校外或家裡連線查詢利用本館的電子資源，就可以如同在校園網域查詢圖書館資料庫，校外和在
校內一樣方便！
適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在學學生（不含校友）。
服務範圍：本校訂購及試用之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本館校外連線提供「EZproxy」和「Web Access Management, WAM」2種認證方式，使用方式相同，僅登入畫面不
同，歡迎多加利用！。
請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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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