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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 2019/2/18~2019/6/23)
 

107學年度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2019/2/18~2019/6/23)
時間
Hours

書庫
Stacks

閱覽室
Study Rooms

討論小間及視聽
區Visual-Audio

Area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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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國定假⽇圖書館部分開放，如下表：
2019/2/28 (四) 和平紀念⽇

2019/3/1 (五) 和平紀念⽇調整放假
2019/4/2 (⼆) 校際活動週
2019/4/3 (三)校際活動週

2019/4/4 (四)兒童節
2019/4/5 (五)⺠族掃墓節

2019/6/7 (五) 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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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Julie anne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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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場 3⽉5⽇(⼆)10:00~10:40
報名 第⼆場 3⽉12⽇(⼆)14:30~15:10(英文導覽)
 
 Welcome to TaiwanTech Library. Interna�onal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join “Library Tour” (English). In this 40-minute library
tour, librarians will give you a brief overview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facili�es, and let you know how to use TaiwanTech library
for your study and research.
Date: 3/12(Tue)
Time:14：30-15：10
Loca�on: Library lobby
Click here to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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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 (二)10:00-
12:00

電算中心

RB509 教室
EndNote X9書目管
理軟體

各學院 報名

03-05 (二)10:00-
12:00

電算中心

RB509 教室
SCOPUS、SDOL資
料庫

各學院 報名

03-12 (二)10:00-
11:00

電算中心

RB509 教室

國外學位論文搜尋 各學院 報名

03-12 (二)11:00-
12:00

電算中心

RB509 教室
哈佛、ABI
INFORM資料庫

管理學
院

報名

詳情請洽圖書館參考諮詢櫃台  TEL: 02-27376196
 
 

》回⽬錄

新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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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導覽

 Step 2  圖書館設施使用指引
　有影印機和掃描機嗎？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16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1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activity/student/registerForm.php?sn=18
http://8000-pc03.lib.ntust.edu.tw.sierra.lib.ntust.edu.tw/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48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49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52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lib3/course/student/registerForm.php?sn=453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1-1.html
http://www-o.ntust.edu.tw/~lib/step8/step2-1.html


 　討論小間和視聽室怎麼借用？

　如何使用自助借書機？ 
Step 3  借閱規則

　個人可以借多少館藏？借期多久？

　逾期罰款如何計算？

 Step 4  個人借閱
　如何查詢個人借閱記錄？

　個人密碼忘記該如何處理？

　圖書到期該如何續借？

　如何搶到熱門書－辦理預約？　

Step 5  找資料
　要怎麼找到我要的館藏？

　怎麼查找本校博碩士論文？
　

Step 6  電子資源服務
　如何進入資料庫？

　電子書和電子期刊怎麼用？

　在家裡可以用電子資源嗎？ 
 Step 7  圖書館講習

　有圖書館導覽服務嗎？

　有資料庫的教學課程嗎？ 

Step 8  館際合作
　本校沒有的書可至其他學校借嗎？

　

》回⽬錄

圖書館重要⼯程進⾏中！

1. 圖書館將於1/23(三)-3/23(六)期間進行油漆工程
圖書館將於1/23(三)至3/23(六)期間進行全館油漆工程，施工區域讀者請勿靠近，期間亦將產生粉塵及噪音聲響，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2.圖書館前棟三樓閱覽區配合整修工程暫停開放(2/15-4/28)
圖書館將於2/15(五)至4/28(日)期間進行「前棟三樓閱覽區空間整修工程」，該期間前棟三樓閱覽空間暫停開放，請多
利用二樓閱覽室及書庫區座位，後棟讀者欲使用洗手間及飲水機，請移步至前棟一、二樓使用；施工期間亦將產生粉

塵及噪音聲響，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3.圖書館前棟一樓休閒雜誌與資訊檢索區配合整修工程暫停開放(2/23-4/28)
圖書館將於2/23(六)至4/28(日)期間進行「前棟一樓休閒雜誌與資訊檢索區整修工程」，該期間前棟一樓休閒雜誌與資
訊檢索區空間暫停開放，參考諮詢櫃台將移至借還書櫃台服務；欲列印文件，請至後棟一樓書庫臨時列印電腦使用；

報紙及雜誌將移至一樓新書展示區。施工期間亦將產生粉塵及噪音聲響，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清後宮的神祕⽇常 : 戲說歷史不如正說歷史,清史專家從皇帝私⽣活紀錄、名⾂、
后妃、宦官⽬睹⼝述,解密歷史的最核⼼處
作者：李寅著
館藏索書號：627 420
 
◎正史中的「甄嬛」其貌不揚，為什麼能晉升熹貴妃，讓雍正帝將整個後宮讓她管？ ◎慈
禧清宮護膚抗老祕⽅，真的還假的？有配⽅全文加上慈禧照片為證。 ◎御醫幫妃⼦看病須
懸絲診脈，康熙雍正乾隆都學過中醫，御醫得有多厲害？ ◎巫術改寫了清朝歷史、傳教⼠
湯若望改變了皇帝⼈選、天花讓中國命運轉向…… 皇帝的腦袋是有洞還是有動，怎麼看
出來？作者李寅是清東陵（清朝三⼤陵園中最⼤）博物館副館⻑、著名清史專家，曾在中
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清東陵密碼」、「清代皇陵謎案」等主題，他認為，⾃古以
來，⼤清後宮的神祕和隱晦，總讓⼈們趨之若鶩，與其戲說歷史（甄嬛傳、如懿傳）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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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4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4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45~S1*cht


正說歷史，這⼀回，他要⽤國史館裡的皇帝朱批奏摺、名⾂的奏章文牘，解密後宮最核
⼼。( 博客來) (博客來)

書名：想要拍出好照片,就要記住這50招
作者：秦達夫等著; 游韻馨譯
館藏索書號：952 377
 
風景、街景、⼈物、⽇常、⿊⽩，5⼤常⽤主題，超過300張⽰範圖解，⽇本專業名家獨家
傳授秘技，只要這樣拍，照片⾺上脫胎換骨！【這樣拍風景，你也可以拍得⾝歷其境！】
「絲綢」質感的⽔流，秘密關鍵在快⾨？震撼⼈⼼的絕景，要靠夕陽「神助攻」？下雨
天，是專業攝影師的最佳拍檔？【這樣拍街景，完美捕捉屬於你的城市故事！】只要調整
「構圖」，雜亂街景⼀秒變文青？從狗狗的視⾓看世界，是⾼⼿們的不傳之祕？平凡的街
道，⽤逆光就可以拍出「戲劇性」？…( 博客來)

 

書名：⼀美元的全球經濟之旅 : 從美國沃爾瑪、中國央⾏到奈及利亞鐵路,洞悉世界的運作
真相逐漸消失
作者：達爾辛妮.⼤衛(Dharshini David)著; 陳儀譯
館藏索書號：561.1552 770
 

中美貿易⼤戰誰是最後贏家？信貸風暴為何會不斷重演？⼀本串起眾多經濟概念的關鍵著
作！為什麼我們可以買到越來越便宜的衣物，卻越來越買不起房⼦？為什麼油價可以在短
短幾個⽉內竄升，卻從來沒驟降過？本書帶你⼀次破解匯率、通膨、貿易、投機活動與貨
幣危機等經濟運作真相！( 博客來)

書名：已經不是⼀個⼈ : ⾼⽊直⼦40脫單故事
作者：⾼⽊直⼦圖文; 洪俞君譯
館藏索書號：861.67 374-10
 
過去⼀個⼈的⼼情⼀個⼈照顧，現在會變成兩個⼈的關⼼對話；⼀個⼈可以哈哈⼤笑，現
在兩個⼈⼀起為⼀些無聊⼩事笑得更幸福；⼀個⼈上網搜尋百⼤拉麵店，現在變成搜尋育
兒祕⽅；⼀個⼈閒散地喝酒，現在聽到女兒的飽嗝聲就好滿⾜……⼀個⼈住的⽣活，加上
⼯作和興趣，每天過得愉快⼜愜意，可是就這樣安於現狀好嗎……？就在這時，螃蟹幫我
和⼩亞牽了紅線，⼩亞憨厚老實⼜體貼，喜歡的食物也和我相近……看來這個⼈挺不錯
的。兩⼈40幾歲才相識相知，以為可就此過著屬於我們的幸福⽇⼦……不料懷孕、⽣產接
踵⽽來！為即將出⽣的⼩寶寶縫布偶做圍兜、DIY嬰兒櫃……每天過得雖然忙亂卻也充滿
歡樂與幸福。( 博客來)

書名：未來地圖 : 對⼯作、商業、經濟全新樣貌,正確理解與該有的⾏動
作者：提姆.歐萊禮(Tim O'Reilly)著; 黃庭敏譯
館藏索書號：541.415 937
 
領先者與普通⼈的真正差異，在於對科技世界的理解不同。不要戰勝了對⼿，卻輸給了時
代！AI、雲端平台、區塊鏈等科技趨勢正席捲全球，所有我們認知的世界樣貌都在改變。
新科技正在顛覆舊市場，有時你什麼都沒錯，就輸在⾒解與能⼒不夠新。數度引領網路發
展趨勢，催⽣開放原始碼、Web2.0之⽗、時代推進者歐萊禮第⼀本給⼤眾的重磅⼒作，親
授⼀套思考未來的⼯具，教你把眼光從主流技術轉移到處於邊緣的創新者、探索已⾝處未
來的⼈如何想別⼈所不敢想的，以及最重要的保持開放⼼態，幫助你看到以下趨勢，建立
開創價值的全新能⼒，在AI時代成功。 (博客來)

》回⽬錄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4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4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46~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6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6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65~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6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6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69~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71~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71~S1*cht
http://sierra.lib.ntust.edu.tw/record=b2213971~S1*cht


i DVD

影片名稱：名偵探柯南電影版：零的執⾏⼈

館藏索書號： DVD N 21992

「守住重要的東⻄。」然後，迎向驚⼈的結局！！ ⽬標：東京⾼峰會！？東京⾼峰會將在
東京灣的新設施「海洋邊緣」舉⾏，在召開⾼峰會的5⽉1⽇當天，警⽅將出動多達兩萬名
的警⼒到場維安。然⽽在如此超巨⼤的設施，某⽇卻發⽣⼤規模爆炸事件！在事發現場，
出現了隸屬警察廳祕密組織「零」旗下的安室透的⾝影。安室避⼈⽿⽬的神祕⾏動，讓柯
南感到⼗分不對勁。犯⼈是⽑利⼩五郎！？(博客來)

 

 

影片名稱：猛毒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2136
主演：湯姆哈迪、蜜雪兒威廉斯、 伍迪哈⾥遜

《猛毒》由《屍樂園》的魯賓弗來舍執導，並找來《⿊暗騎⼠：黎明昇起》英倫男星湯姆
哈迪、《⼤娛樂家》蜜雪兒威廉斯與《星際⼤戰外傳：俠盜⼀號》⾥茲阿邁德等重量級卡
司組成黃⾦陣容，⾃《蜘蛛⼈3》出現就備受關注的最強宿敵「猛毒」⾝為外星有機⽣命
體，需尋找宿主結合才能⽣存，能賦予宿主超越想像的強⼤能量，亦正亦邪的⾓⾊特質更
讓「猛毒」成為漫威漫畫裡最受歡迎的⾓⾊之⼀。 (Yahoo奇摩電影) 

影片名稱：怪物遊戲2：妖獸讚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2129
主演：傑克布萊克、麥迪遜艾斯曼

⼩⼼你的願望成為惡夢!!莎拉（麥迪遜艾斯曼 飾）和弟弟桑尼（傑若米雷泰勒 飾）本來住
在不起眼的⼩鎮上，每天過著⽇復⼀⽇的無聊⽣活。有⼀天，桑尼和死黨⼭姆闖入恐怖童
書作者史汀的廢棄舊家，誤開⼀本上鎖的書籍，他們看似平凡的⽣活就從此變了樣，莎
拉、桑尼和⼭姆必須想盡辦法將史賴⽪送回書中，才能挽救這失控的局⾯！(博客來)

 

影片名稱：與神同⾏：最終審判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1943
主演：河正宇、朱智勛、⾦香起、⾺東⽯、李政宰

三位陰間使者江林（河正宇飾演）、解怨脈（朱智勛飾演）、德春（⾦香起飾演）即將帶
領第49位「貴⼈」⾦秀鴻（⾦東旭飾演）進⾏地獄審判，他們同時發現⼈間有⼀位家神
（⾺東⽯飾演），試圖把早該陽壽已盡的老⼈強留⼈間。陰間使者為了帶⾛該名老⼈，開
始與家神展開激烈決鬥，⽽在這個過程之中，三位陰間使者千年以前的前世之謎也將被⼀
⼀揭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個巨星的誕⽣
館藏索書號： DVD PN 22142
主演：女神卡卡、布萊德利古柏

在《⼀個巨星的誕⽣》中，布萊德利庫柏與女神卡卡挾著強⼤的演技及歌藝攜⼿合作，來
演繹出主⼈翁傑克與艾莉這⼀對才華洋溢的藝術家，在舞台上及⼈⽣中的結合，及兩⼈間
狂野和熾熱的愛情故事。他倆複雜糾結的戀情充滿動⼈曲折，從開始的美麗承諾到後期的
⼼痛崩裂，雖遭遇挫折兩⼈仍努⼒挽回…(Bradley Cooper) (Yahoo奇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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