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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動態   

※ 本校數位校史館 facebook 粉絲專頁已成立，邀請大家加入粉絲的行列!! 

  
師大人關心師大事，聞歷史而溯古知今。古往今來，1922 年台北高等學校、1946 年省立臺灣

師範學院、1955 年省立臺灣師範大學...欲知後續詳情~歡迎成為臺師大數位校史館的粉絲!!!!  
( 詳全文 ) 

   
※ 研究小間工程公告 

  

五月及六月因更換落地型冰水主機(冷氣)，臨時及長期研究小間將輪流封閉以進行工程，每

間預計施工期約七日不等，視現場狀況調整，屆時敬請使用者配合。工期時程表確定後，將

立即公告於網站最新消息及二樓服務台。 因工程而封閉的天數將不列入長期研究小間開館日

之計算。工程期間造成不便，敬請原諒！ 
( 詳全文 ) 

   
※ 2010-2011 中時開卷好書展 4/3-4/30, 歡迎參觀!! 

  

展期：101 年 4 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 
地點：總圖書館二樓 SMILE 區 
4/3-4/25 展出期間暫不外借 
4/26-4/30 歡迎借閱  
( 詳全文 ) 

   
※ 總圖書館 101 年 4 月份主題書展：童樂會--兒童少年文學 

  

展期：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地點：總館二樓 SMILE 休閒閱讀區 
4/1-4/25 展出圖書暫不外借 
4/26-4/30 歡迎借書 
( 詳全文 ) 

   
※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2011 年第十一期電子報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2011 年第十一期電子報 
( 詳全文 ) 

   

TOP↑

  

電子資源   



※ Books24x7 西文電子書提供試用至 4/30，歡迎多加利用! 

  
Books24x7 提供商學、科技及工程領域之內容，包含數千筆數位化教科書、書籍摘要、研

究報告及實例分析。請至試用網頁，即可免費使用。 

   

※ 中國統計年鑒數據庫提供試用至 2012 年 4 月 30 日，歡迎多加利用! 

  

中國統計年鑒數據庫是目前收錄了中國大陸 708 種曾經出版的統計年鑒，各年鑒文獻收錄

完整，共 4436 冊。目前，中國大陸 仍在連續出版的統計年鑒有 150 種左右，《中國統計

年鑒數據庫》全部收錄。中國大陸最大的連續更新的以統計年鑒為主體的統計資料數據庫，

包括了國民經濟核算、固定資產投資、人口與人力資源、人民生活與物價、 各類企事業單

位、財政金融、自然資源、能源與環境、政法與公共管理、農民農業和農村、工業、建築房

產、交通郵電資訊產業、中國大陸貿易與對外經濟、旅遊餐飲、 教育科技、文化體育、醫

藥衛生等各個領域和行業的各類統計資料。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

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高等教育知識庫」資料庫提供試用至 2012 年 4 月 30 日，歡迎多加利用! 

  

匯集兩岸三地數十種教育核心期刊資源與成果，編輯群更涵蓋教育知名學校系所、學會、基

金 會、出版社等(臺灣師範大學、高等教育學會、成人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基金會、高等教

育出版社；北京師範大學、上海復旦大學…)，提供最新期刊電子全文內容。請至圖書館首

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瀚堂典藏古籍資料庫與瀚堂近代報刊資料庫提供試用至 2012 年 5 月 14 日，歡迎多加利

用! 

  

【瀚堂典藏】古籍資料庫以精準校對的小學工具、古代類書、 出土文獻類資料為基礎，大

量納入包括經史子集，以及中醫藥典籍、古典戲曲、敦煌文獻、儒、釋、道等歷代傳世文

獻，以及大型叢書、史書、方志、民國報刊等， 至 2011 年底，圖書種類已達一萬兩千餘

種，圖片數量 1500 多萬張，文字總量超過 20 億字次。【瀚堂近代報刊】資料庫至 2011
年全庫資料總量超過 300 萬筆，圖文對應的報刊圖片近 80 萬幀。自天津的《益世報》，

到上海的《上海新報》、《申報》，內容南北呼應、豐富均衡。目前除《申報》與《益世

報》外，並彙集了三百多種清末至民初的報紙和刊物，諸如香港的《遐邇貫珍》（1853-
1856）、天津的《北洋畫報》（1926-1937），以及百年前孫中山在南京成立中華民國

臨時政府之《臨時政府公報》（1912），以及英文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等內容。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

使用。 

   

※ 
Discovery 數位課程教學影片資料庫，即日起~2012/5/15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

利用!! 

  

集合全世界 70 個教育影片出版社、搜集了 6,200 部以上之教學影片。『Discovery 
Education - Streaming』 提供老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所需，收錄程度由小孩至成人，教師

可指定個別課程參考影片、指派學生作業、學生觀看後也可以接受線上測驗 (Online Quiz 
Questions)。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線上文學全文資源中心提供試用至 5/15，歡迎多加利

用! 

  

LRC 囊括了 Gale 數十年來最引以為傲的大部頭 文學參考系列。透過 LRC 可查獲作家傳

記,文學評論等獨有的珍貴資訊,文史哲研究者研究有關中古時期文學、 19 世紀後現代文學

或歷史文學方面的資源,更可 配合歷史背景、社會意義等,將文學與我們緊密 串接起來。請

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布里奇曼藝術教育‧數位圖像資料庫》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

利用!! 

  



  

目前收錄來自全世界 8,000 多個地方、1,600 個主要美術館、博物館、歷史建築，超過

350,000 張圖片，包括 7,000 張手稿、11,000 件雕塑品、28,000 張畫像，32,000 件

版畫。而在「主題瀏覽」(subjects)的部份，除了 History of Science、Graphic 
Design、Conceptual 等主題外，還特別規劃了 Chinese Art 及 Japanese Art。請至圖

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經典人文學刊庫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此經典 12 刊包括「中研院」6 刊：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獨家收錄郭廷以遺 稿)、口述歷史期

刊，及食貨月刊、漢學研究(國家圖書館)、思與言、鵝湖月刊、鵝湖學誌(皆回溯至創刊，

且其完整資料庫大多為首度發行)、民俗曲藝等，特 別適合圖書館電子化典藏。請至圖書館

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傳記文學」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傳記文學」自 1962 年 6 月創刊迄今，達 36 年，四百餘期，累積了豐富大量的中國現代

史史料，素有「民國史長城」之譽。「傳記文學」把各種人物的記述，皆視為史料，除刊載

現代中國許多軍政領袖，達官顯要的事蹟，同時也為學者專家、社會名流、幫會頭目、名伶

藝人，及被正史忽略的市井小民留下傳記資料，填補歷史的殘缺面，為現代史與傳記學開拓

一個寬廣的領域。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ProQuest 提供三套藝術方面資料庫免費試用，試用期至 2012/6/1 止，歡迎多加利

用。 

  

1. ProQuest Arts and Humanities Full Text 資料庫：除涵蓋關於藝術應用、文化研究

之學術期刊及商業出版物外，亦包含區域研究、女性研究等領域之精選全文期刊。2. The 
Vogue Archive 線上資料庫：提供 1892 年至今所有 Vogue 刊期內容，並持續提供最新

上線內容。3. International Index to Performing Arts Full Text 資料庫：表演藝術索

引資料庫(IIPA)是一個在表演藝術-舞蹈,電影,戲劇,馬戲,木偶戲,魔術等各方面收錄完整的

期刊索引資料庫。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Alexander‧36 種資料庫即日起~6/30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1)《Alexander‧古典樂譜》(2)《古典音樂典藏電子書》(3)《美國黑人音樂典藏電子

書》(4)《格蘭‧世界音樂百科全書》(5)《亞歷山大‧經典歌劇資料庫‧250 部》(6) 
《亞歷山大經典舞蹈資料庫‧60 部》(7)《亞歷山大‧經典電影資料庫‧365 部》(8)《北

美戲劇資料庫》(9)《北美印第安人戲劇集》(10)《北美女劇作家戲劇集》(11)《二十世紀

北美戲劇集》(12)《全球黑人戲劇集》(13)《亞裔美國人戲劇集》(14)《拉丁美洲文學與

戲劇集》(15)《亞歷山大‧線上廣播劇資料庫‧300 部》(16)《美國電影劇本資料庫》

(17)《Filmakers‧全球影片、紀錄片圖書館‧1,000 部》(18)《地下和獨立漫畫、連環

漫畫與繪圖小說資料庫》(19)《美國歷史影像資料庫‧百萬幅圖像》(20)《亞歷山大‧浪

漫時期文學資料庫》(21)《黑人短篇小說資料庫》(22)《美國黑人婦女作家》(23)《浪漫

時期的蘇格蘭婦女詩人》(24)《浪漫時期的愛爾蘭婦女詩人》(25)《拉丁美洲婦女作家》

(26)《加勒比文學資料庫》(27)《二十世紀北美指南文學》(28) 《東南亞文學資料庫》

(29)《口述歷史資料庫》(30)《美國婦權運動史》(31) 《世界婦權運動史》(32)《英國

和愛爾蘭婦女的信和日記》(33)《美國古代社會婦女的信與手稿日記》(34)《心理咨商報

告典藏》(35)《亞歷山大‧心理諮商影音資料庫 I&II‧600 部》(36)《亞歷山大‧學術影

片資料庫》。連線網址請參見說明，即可免費使用。 

   

※ 萬方數據資料庫提供試用至 2012 年 6 月 30 日，歡迎多加利用! 

  
【中國數字化期刊全文數據庫】收錄中國公開出版的科技、人文和社會科學類期刊，包括中

國科技論文統計源期刊和重要社會科學類核心期刊全文內容。其內含主題有：哲學政法、社

會科學、經濟財政、教科文藝、基礎科學、醫藥衛生、農業科學、工業技術。【中國學位論



文全文數據庫】收錄超過 160 萬篇博碩士論文，範圍涵蓋各學科領域。以中國法定的學位

論文收藏機構為依託，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博、碩士學位論文資料庫，精選相關單位近年來的

博碩論文，充分展示了中國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成果。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

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 PIVOT 資料庫提供試用至 2012 年 6 月 30 日，歡迎多加利用! 

  

PIVOT 從 33 億美元的全球學術贊助資訊中為您提供適合申請的機會資訊，並從 3 百萬的

全球學者庫中給您推薦更多的合作研究對象。您可以自行進行搜索，也可以讓 PIVOT 系統

藉由您填寫的個人介紹檔案的內容，自動為您搓合適合的資 訊，再用電子郵件傳送給您參

考。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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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園地   



  

 

好書介紹 

正義 : 一場思辨之旅 
作   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作 ; 樂為良譯. 
出版者：臺北市 : 雅言文化 
師大索書號：198.32 356 
 

    在高等教育，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堂是一則傳奇。1980 年第一次

開課，學生只有 15 人，近年則每每破千，總是比第二熱門課還多出四五

百人，累計學生人數已超過一萬五，桃李遍及各界菁英。 

      書名雖然標榜正義，重點卻是思考力的訓練。作者有教學天才，新聞事件

信手拈來都是正義思考的案例。要解釋康德，他使用柯林頓偷腥案。要解

釋羅爾斯，他搬出伍迪艾倫。 要把理性帶進公領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

義觀說出道理，不能只是「我說我對就是我對」。本書目的正是邀請讀者

做個自我檢視，搞清楚自己抱持哪些信念，何以抱持這些信念。有了理性

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不會一直停留在互嗆叫陣的層次。 

  

 ( 詳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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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石頭的代價 : 為我的村子蓋一所學校 
作   者：威西格葉.傑克森.卡古里(Twesigye Jackson Kaguri), 蘇珊.厄
巴奈克.林威爾(Susan Urbanek Linville)著 ; 李淑珺譯. 
出版者：臺北市 : 臉譜出版 
師大索書號：367.3 051.2 
 

    ◆《三杯茶》原文版出版社總裁強力推薦 

 

   在非洲，下雨的夜裡，天空中一顆星星都沒有時，路總是最黑暗的。在

那豐盛的黑暗裡，人生必須繼續下去，即使死亡將我們往下拉。在烏干達

的一個村落，一次一顆石頭地，他們蓋起了一所學校…… 

   布魯諾喜歡留在學校越久越好。同學是他新的兄弟姊妹，老師則是他白

天的家長。他告訴我，晚上是最難熬的。他經常在一片黑暗中做惡夢醒

來。我問他會不會醒來很久都睡不著。 「睡不著的時候，我就在腦子裡複

習功課，」他安慰我。「這樣就會逼走我心裡的恐懼。」 

   這個故事展現了一個人只要懷抱著一個微小的信念，就可能成就巨大的

成果。給需要希望的孩子一份禮物，為他們蓋一所學校。 

  

 ( 詳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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