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25(半月刊)  圖書館首頁   連絡信箱   訂閱電子報  

服務動態   

   
※ 淡大圖書館 TQM 導入程序及實務分享 99/03/01(一) 14:00-17:00 B1 國際會議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全面品質管理系列講座課程 
主講者：淡江大學 鄭麗敏 副館長 
時間：99 年 3 月 1 日(一)1400-1700 
地點：圖書館總館國際會議廳 
( 詳全文 ) 

   
※ 2/28 (日) 二二八和平紀念日總館,公館分館,林口分館閉館一日 

  
2/28 (星期日)為國定假日二二八和平紀念日,本館暨普通閱覽室閉館一日。 
( 詳全文 ) 

   
※ 元宵燈謎噗! 

  

正月最後一個節慶—元宵節，各地有燈節，圖書館也有謎語！  

快上師大圖書館噗浪(www.plurk.com/ntnulib)就有機會獲得神祕小禮物~ 

( 詳全文 ) 

   
※ 林口分館主題書展 - 貓 

  

這次靜態書展的展期由 99 年 2 月 1 日 - 4 月中旬，展出主題為「貓」，除了有超多超可愛的

貓咪書籍外，也特別與網路貓咪手作品達人「貓小 P」合作唷! 展出貓小 P 老師多項可愛貓

咪手作品! 
( 詳全文 ) 

   
※ EBSCO 資料庫講習 99/3/26 10:00-12:00 林口校區 電腦教室 301 

  

EBSCO 資料庫收錄範圍包含綜合學科、商管財經、生物醫護、人文歷史、法律等期刊，是研

究及論文不可或缺的好幫手!  
時間：2010/3/26 AM10:00-12:00 
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林口校區 電腦教室 301。 
( 詳全文 )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2009 年讀者使用滿意度調查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乃台灣各層級圖書館進行文獻傳遞服務的主要工具。為了

解您對該系統的使用滿意度，並研擬該系統功能之改善，特進行本次問卷調查。 
( 詳全文 ) 

   

TOP↑

  



電子資源   

※ UDN 數位閱讀館提供試用至 2010 年 3 月 10 日，歡迎多加利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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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全文 ) 

   

※ 
ATMA GLOBAL INC - Culture Quest 提供試用至 2010 年 3 月 7 日，歡迎多加利

用! 

  請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料庫→試用資料庫，即可免費使用。( 詳全文 ) 

   

※ Alexander - Music Online 資料庫提供試用至 2010 年 3 月 31 日，歡迎多加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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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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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園地   

  

 

好書介紹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 看世界的方法 
作   者：劉必榮著. 
出版者：臺北市 : 先覺出版 
師大索書號：328 763.11 2009 年 12 刷 

 

★國際觀，決定你的世界有多大！ 

★看世界的方法，是 21 世紀人才必修的通識學分 

 

  中國崛起、油價飆漲、地震颶風天災頻傳、中東情勢緊

張……這些頭條新聞我們都聽過了，但誰有辦法講明白，這

一切到底對我們有什麼影響？  

 

  國際觀是你我輸不起的競爭力；把世界看得更清楚，才能保住自己

及下一代的飯碗。劉必榮教授累積多年對國際情勢的觀察，讓你學會用

專家的眼光看世界！ 

 ( 詳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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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書介紹 

In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作   者：Edited by Andrew Hurrell, Ngaire Woods 
電子書所屬系統：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點選電子書進入 

 

  Inequality is becoming an urgent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is not only exacerbat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the world, but is also further dividing those states and peoples that have political 

power and influence from those without. While the powerful shape more 

｀global＇ rules and norms about investment, militar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olicy, the less powerful are becoming ｀rule-takers＇, 

often of rules or norms that they cannot or will not enforce. The consequences for 

world politics are profound.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is book suggests that 

globalization is creating sharper, more urgent problems for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o deal with. Yet at the same time, investigations into core areas of 

world politics suggest that growing inequality is reducing 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s and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manage these problems 

effectively. The areas surveyed include: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law, 

welfare and social policy, global justice,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ender equality, military power, and security. 

( 詳全文 ) 

  

TOP↑

藝文空間   

藝文展覽 

我就是這麼快樂--曾耀儀插畫小展  
  



 

展出者：曾耀儀 

展覽類型：水彩、壓克力複合媒材 

活動時間：99/2/24(三)~3/7(日) 

展出地點：師大圖書館總館一樓大廳 

詳全文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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