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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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總圖書館 101 年 5 月份主題書展：文化研究與教育 

  
展期：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地點：總館二樓 SMILE 休閒閱讀區 
( 詳全文 ) 

   
※ 2012 Emerald Online Quiz 有獎徵答 

  
2012 年 Online Quiz 將於 5 月 1 日起開跑，您將有機會贏得 iPad2 或 7-11 禮券。請大

家告訴大家，一同贏得大獎! 
( 詳全文 ) 

   

TOP↑

  

電子資源   

※ TAEBC 電子書聯盟 EBSCO eBooks 租賃型電子書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TAEBC 電子書聯盟 EBSCO eBooks 租賃型電子書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請至試

用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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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資料庫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

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 

  

線上美國歷史統計大全千禧年版(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 
Millennial Edition Online)是由超過「200 位社會科學領域」的頂尖專家與學者編修而

成，內容新增 37000 筆以上自 1975 年版之後三十年的歷史數據資料；同時也增 加了十

餘種主題的數據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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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akespeare Survey Online 線上電子年鑑資料庫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

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劍橋大學素為英國文學研究翹楚，劍橋大學出版社自 1948 年起出版莎士比亞專業 研究年

鑑 Shakespeare Survey，內容收錄全球研究莎士比亞之學者專家之精心著作，以及莎士

比亞戲劇之記錄與評論，年鑑中更收錄歷年英國劇場之經典劇照與劇場圖片，其中更有 90 
%首度曝光的照片。 Shakespeare Survey 至今已出版超過 60 本，超過一千篇國際研究

文獻。為所有研究英國戲劇文學者皆一致推崇，最有規模與品質之專業年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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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Shakespeare Collection: Featuring The Arden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莎士比亞文學全文精選全文資料庫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

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收錄時代橫跨 4 個世紀(1601-)的文學評論,超過 68,000 筆的期刊全文、評 論與摘錄,其
中包含一系列文學及跨學科主題的全文期刊, 例:文藝復 興、伊莉莎白女王一世時期研究、

當代早期英語研究、電影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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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GE Knowledge 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SAGE Knowledge 是社會科學領域的學生、研究人員和院校教職員的首選線上圖書館。擁

有上千本書籍的 SAGE Knowledge 涵蓋包羅萬象的 SAGE eBook 電子書以及 SAGE 
Reference 參考工具書，還包含學術專論、參考著作、手冊、叢書專業發展文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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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ate Papers Online 英國國家文件資料庫即日起~2012/5/31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

多加利用!! 

  

提供一個了解兩百年多年的英國和歐洲的歷史，從亨利八世在位的安妮女王統治的結束的網

上資源。同類產品最大的數位的手稿歸檔，國家文件網匯集 16 和 17 世紀的英國國家文件

和鏈接這些難得的歷史手稿，他們完全文本搜索日曆。因此，它從根本上轉變，並簡化了研

究過程中，提供前所未有的都鐸和斯圖亞特政府的幕後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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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出版品知識庫即日起~2012/6/30 提供免費試用，歡迎多加利用!! 

  

政府出版品知識庫（G.P.K.＝Government Publications Knowledge）為提供整合性檢

索與電子全文服務的政府出版品資料平台，以專業並可供學術研究為內容核心，收錄書種範

圍為各機關授權之委託研究報告、 統計資料、專業調查成果及期刊等。透過電子方式提供

使用者檢索、瀏覽電子全文服務，做為政府出版品學術成果之博覽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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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閱讀園地   



  

 

好書介紹 

拼命/一個急症外科醫師的生死筆記 
作   者：傅志遠.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書連結 
 

    隔著手套，我幾乎可以直接觸摸到生命的源頭。 

      心臟在我眼前奮力跳動，似乎在告訴我不要放棄它。 

      沒有一份工作像外科醫師一樣，終日與死神激烈的搶奪生命。輸贏就在一

念間，勝負就在轉眼後。 

      這是三十個與死神纏鬥的真實故事，大部分來自許多年輕的生命。意外驟

然發生，抹殺了他們本該擁有的無限可能，也給了所有人無解的難題──

      手術刀的起落剖開了血肉之軀，也剖開了人性。 

      面對未知的醫療與稍縱即逝的生命，我們能做的只有謙卑與誓言── 即使

無力回天，也要堅持到底。 

  

 ( 詳全文 ) 

․․․․․․․․․․․․․․․․․․․․․․․․․․․․․․․․․․․․․․․․․

․ 

 

好書介紹 

後山怪咖醫師 
作   者：李惟陽著. 
出版者：臺北市 : 時報文化 
電子書連結 

 

    作者筆下的人物，非常立體且活靈活現，帶有武俠小說味道，是難得一

見，有戲劇效果的醫病關係故事。 

      他揉合內科、外科、放射科技法，幾乎掏完蘭陽平原膽道結石。他從病人

名字和病徵，為病人溯源祖宗八代，他傾聽不同族群病人的心聲，寫下最

傳奇的醫病故事。 

       他原是台北都會區消化系醫師，因酷愛山海移居蘭陽平原。在這裡，他遇

見－－麗如天仙，卻遺傳了家族大腸瘜肉的原住民女孩；遠嫁西班牙、婚

姻卻多波折的掃地阿嫂；他還從病人的名字，找出乾隆密碼……  
      他愛聽病人說故事、寫出病人的故事，也寫自己的故事，他貼近人性，把

自己融入每個病人背後的喜怒哀樂，然後，像古代說書人般，帶著讀者坐

上時光機，進入一幕幕生動逼真的人生現場。 

      這是一本如武俠小說般的醫病傳奇，令人拍案叫絕、笑中帶淚的生命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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