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12/25(半月刊)  圖書館首頁   連絡信箱   訂閱電子報  

 

服務動態   

  

※ 2012 圖書館月系列活動, 歡迎讀者踴躍參加~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喔!! 

( 詳全文 ) 

   

※ 總館普通閱覽室期末考試(101/12/22-102/1/13)期間 24 小時開放 

  

為便於本校同學準備考試，總館將於 101 年 12 月 22 日至 102 年 1 月 13 日期末考試期間，24

小時開放普通閱覽室。 

( 詳全文 ) 

   

※ 本校考試期間校外人士入館須知 

  

因本校圖書館閱覽空間有限，為提供校內師生閱覽之需求，在期中、期末考試期間暫不開放

校外人士攜帶書籍及包包入館。 

( 詳全文 ) 

   

※ 師大糖「繽紛聖誕價 49 元」熱賣中，歡迎選購!  

  
販售點：文薈廳、圖書館總館一樓禮品區 

( 詳全文 ) 

   

※ 歡迎參觀本校圖書館二樓梁實秋特藏室網站 

  
梁實秋特展網站已上線，敬請參觀。 

( 詳全文 ) 

   

※ 學英文，送 Apple iPad mini 

  
歡迎大家一起來學英文抽大獎~~ 

( 詳全文 ) 

   

※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即日起新增 e-rater 功能 

  
圖書館「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即日起新增 e-rater 功能！ 

( 詳全文 ) 

   

※ 應用程式大補帖-Recommend This 讓您利用社群媒體分享文獻資源 

  

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
mailto:libservice@deps.ntnu.edu.tw
http://ap.itc.ntnu.edu.tw/ePaper/main.do?action=Logout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9499E058-CC29-A140-35FB-74ECA90D1866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9499E058-CC29-A140-35FB-74ECA90D1866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E850B7A5-29DA-318F-0EF8-89060018C87A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E850B7A5-29DA-318F-0EF8-89060018C87A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B939339C-B5F2-4DE7-DCA1-3B93E8422478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B939339C-B5F2-4DE7-DCA1-3B93E8422478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DFF44F65-5643-059B-490C-E83DF8E34AAE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DFF44F65-5643-059B-490C-E83DF8E34AAE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LSC_SpecialCollectionRoom/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LSC_SpecialCollectionRoom/
http://tccs8.webenglish.tv/act/
http://tccs8.webenglish.tv/act/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F0E92EE1-CCF1-6A0C-342D-A0E82ACFBC6B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F0E92EE1-CCF1-6A0C-342D-A0E82ACFBC6B
http://mail.elsevier-alerts.com/go.asp?/bECU001/mHDQC54F/uUDX0L2F/x1F5W54F&utm_source=ECU001&SIS_ID=39713&utm_term=TWN-SD-APP-Recommend-This-1213&utm_campaign=&utm_content=&utm_medium=email&bid=BG8354F:UDX0L2F


  
最潮的做研究方式，讓您輕鬆運用社群媒體分享文獻!! 

( 詳全文 ) 

   

※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第二十二期電子報，敬請點閱!!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第二十二期電子報，敬請點閱!! 

( 詳全文 ) 

TOP↑ 

 

電子資源   

  

※ 
State Papers Online 英國國家文件資料庫即日起提供使用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歡迎多加利用! 

  

State Papers Online 英國國家文件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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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館資源 > 電子資料庫總覽> 英文 > S > State 

Papers Online 英國國家文件資料庫 ，即可使用。 

 
  

※ 
SPORTDiscus with Full Text 運動及復健科學全文資料庫即日起提供試用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歡迎多加利用! 

  

SPORTDiscus 其資料來自加拿大的 Sport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SIRC), 收

錄了國際間和運動、健康有關的各類期刊文獻、會議記錄、研究報告、專書、學位論文，以

及美國奧瑞岡大學「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orts and Human Performance」

所收藏的 7,000 多種微縮資料，其內容涵蓋了 40 多年在健康、體能教育、休閒與娛樂、

運動科學方面的研究。 請至圖書館首頁 > 圖書館資源 > 電子資料庫總覽 > 試用資料庫，

即可使用。 

 
  

※ 台灣蕨類學習知識庫即日起提供試用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歡迎多加利用! 

  

《台灣蕨類學習知識庫》收錄 34 科、600 種台灣常見蕨類資料，2000 張珍貴生態照

片；，並提供郭城孟教授首度完整講授蕨類分類影片，與戶外賞蕨課程影片，呈現蕨類真實

的生長環境與型態樣貌，並輔以 10 段互動式動畫及 24 種蕨類孢子彈射影片，讓植物也能

動起來！知識庫查詢結合影片的多媒體設計，可從不同角度觀察台灣蕨類樣貌，不出門也能

進行野外觀察，跳脫傳統學習的侷限，強化蕨類知識並靈活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請至圖書

館首頁 > 圖書館資源 > 電子資料庫總覽 > 試用資料庫，即可使用。 

TOP↑ 

  

 

閱讀園地   

http://mail.elsevier-alerts.com/go.asp?/bECU001/mHDQC54F/uUDX0L2F/x1F5W54F&utm_source=ECU001&SIS_ID=39713&utm_term=TWN-SD-APP-Recommend-This-1213&utm_campaign=&utm_content=&utm_medium=email&bid=BG8354F:UDX0L2F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2epaper/12_2/index.html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2epaper/12_2/index.html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D593B986-B0D9-2C4A-E1FD-63BA1B6874C3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D593B986-B0D9-2C4A-E1FD-63BA1B6874C3
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
http://go.galegroup.com/mss/start.do?p=SPOL&u=twnsc006&authCount=1
http://go.galegroup.com/mss/start.do?p=SPOL&u=twnsc006&authCount=1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500DC02B-0977-C9FD-BD1A-6AC47ADAAB13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500DC02B-0977-C9FD-BD1A-6AC47ADAAB13
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
http://www.lib.ntnu.edu.tw/database/database_trial.jsp
http://www.lib.ntnu.edu.tw/announce/news.view.jsp?id=CC105EB2-BE91-142E-3540-EBE08A03A761
http://www.lib.ntnu.edu.tw/index.jsp
http://www.lib.ntnu.edu.tw/database/database_trial.jsp


  

  

 

好書介紹 

我在 25 個城市, 遇見的 25 個人 

作   者：馬克.塞雷納(Marc Serena)著 ; 黃翠玲, 陳佳宏, 葉淑吟譯 

出版者：商周出版 

索書號：919 567 

 

     有人的 25 歲活得像 40 歲般豐富多彩；有人的 25 歲可能是生命中最

後的倒數；我的 25 歲，透過三百多個日子的出走，紀錄了 25 個年輕人的

困頓、夢想與熱血！ 

    西班牙記者馬克‧塞雷納（Marc Serena），在 25 歲那年豁然出走，

造訪遍及五大洲的 25 個城市，探訪 25 個不同職業、不同背景、不同膚

色、不同性向、不同信仰的同齡年輕人，聽見他們對於人生、對於社會、

對於夢想、對於未來種種觀點，從他們的視界裡，看見一個我們從未了解

過的多元世界。 

 

 ( 詳全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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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好書介紹 

關係，這檔事兒 2：不懂關係，能力再強也沒用！ 

作   者：輝偉昇 

出版者：日月文化 

電子書連結 

 

    這是我們身邊的故事，甚至是自己的故事！一針見血分析職場、情場裡

「有問題」的關係 

    人脈筆記養成的下一步，是建立鐵一樣的信任關係。但是，人與人之間

因信任而遭受背叛及詐騙的案例太多，常常心裡想著要運用人脈，卻反被

別人利用！常常想著魚幫水、水幫魚，最後只剩你一個在岸上喘不過氣。

很多人以為「搞關係」就是抱長官、抱客戶大腿，以為「人脈學」才冠冕

堂皇。其實兩個是同一回事，關鍵點是：怎麼讓雙方的利益趨近？怎麼在

互幫互欠的過程中，讓關係爛到肚子裡，以致你提出的任何要求，對方都

無法拒絕？怎麼在培養人脈的過程中，慧眼視出「只要不給」的人際壞

咖？並讓自己成為兵不血刃的一代「關係」宗師！ 

 

 ( 詳全文 ) 

TOP↑ 

  

 

藝文空間   

  

藝文展覽 

鄭翼翔張知新書畫雙人展 
  

http://www.lib.ntnu.edu.tw/holding/doQuickSearch.jsp?action=view&param=%2Fsearch%7ES0*cht%3F%2FbBM0604840%2Fbbm0604840%2F-3%252C-1%252C0%252CB%2Fframeset%26FF%3Dbbm0604840%261%252C1%252C
http://findbook.tw/book/9789862722329/basic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0120111003%20%20&TabIndex=7&PGroupID=&PGroupName=&GroupID=&GroupName=&strPublicationInfoDesc=&PublicationName=&strStatus=2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0120111003%20%20&TabIndex=7&PGroupID=&PGroupName=&GroupID=&GroupName=&strPublicationInfoDesc=&PublicationName=&strStatus=2
http://pr.ntnu.edu.tw/activitise/index.php?mode=data&id=485


 

       活動時間：101/12/13(四)~12/26(三) 

       展出地點：校本部圖書館一樓大廳 

(詳全文)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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