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閱／取消 電子報 

館務訊息 

施工公告 : 1月 25日-2月 12日圖書館空調改善工程施工，部分樓層封閉 

106年 1月 25～2月 12日圖書館 5、6樓進行空調改善工程，為維持工地安全 

1月 25 日（三）封閉 5樓施工，該樓層不開放進入！ 

1月 26 日（四）封閉 6樓施工，該樓層不開放進入！ 

2月 2-12日  5、6樓封閉施工，該樓層不開放進入！ 

如需該樓層書籍資料，請提早準備，謝謝！ 

 

施工過程並將有噪音煙塵及震動產生，造成不便之處還請見諒。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8 

請本校教師提供 105學年下學期教師指定參考書 

學期即將開始，請別忘了提供下學期(105下)的教師指定參考書單給圖書館喔! 

為了配合老師上課需要，希望在開學時所有的指定參考資料(含視聽媒體)都一切準備就緒。但因西文圖

書採購約 2個月方能到館，顧及到圖書採購所需的時間及各種書況，需老師儘早提供書單給我們！ 

 

如有任何意見或疑問歡迎與館員聯絡： 

李美幸 mslee@lib.nthu.edu.tw 或電 (03)5742389(校內分機 42389)(欲置放於總圖/物圖/化圖/數圖） 

丁信安 sading@lib.nthu.edu.tw 或電 (03)5742396(校內分機 42396)(欲置放於視聽中心） 

劉巧明 cmliou@lib.nthu.edu.tw 或電 (03)5742816(校內分機 42813)(欲置放於人社分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1 

圖書館清沙龍場地借用暫時性調整措施，敬請申請者配合(106/01/03-106/02/15) 

為因應校慶活動，有效管理校慶期間清沙龍借用情形，自即日起至 106年 2月 15 日止，凡申請借用清

沙龍時段為校慶當週及前後各一週期間(106年 4月 10日--30日)者， 

 

圖書館統一於 106年 2月 16日確認回覆，同一時段有二項申請時，以校級活動為優先使用，敬請各申

請單位配合，謝謝！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3 

臺灣聯大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寒假期間送書  

臺灣聯大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寒假期間（105/01/16(一)~02/12(日)）送書日期如下： 

1/17(二)、1/24(二)、2/7(二) 

 

請讀者留意申請時間及取書時間 

如有急用亦可親至各館借閱 

需辦理離校手續者，請提前一星期還書 

謝謝！ 

http://list.net.nthu.edu.tw/slist/cgi-bin/subscribe.cgi?sid=
http://list.net.nthu.edu.tw/slist/cgi-bin/unsubscribe.cgi?sid=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8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1 

106年總圖書館及各分館寒假服務時間異動 

106年 1月 16日至 2月 12日寒假期間，總圖書館及各分館開時間調整，並 1月 27日至 2月 1日農曆

春節假期，圖書館閉館。各館舍服務時間請參閱相關閱連結之說明。 

(一)總圖書館 

週一至週五 : 8:00-20:00 

週六日 : 10:00-18:00 

(二)人社分館 

週一至週五 : 8:00-17:00 

週六 : 9:00-17:00 

週日 : 閉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8 

活動訊息 

活水講堂「創業與書車的奇幻之旅」2/18(六)14:00--16:00，歡迎參加！ 

講題：創業與書車的奇幻之旅 

講者：林群(蘇格貓底老板、唐吉軻德移動書屋司機) 

時間：106年 2月 18日(星期六)14:00--16:00 

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從創業到志業、從咖啡簡餐到移動書屋、從二手書到新住民書店；  

這是一段創業艱難、經營辛酸，在建立了獨特風格之後，決心轉型的心路歷程；  

也是一趟充滿熱血、熱情、熱誠又有趣的奇幻之旅；  

邀請您一同來聽聽貓哥林群的分享！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81 

來了！來了！上官鼎「從台灣來」了，寒假必看，抽限量珍藏版~ 

武林大師上官鼎於 3/18來清華囉~帶來一本新武林--「從台灣來」 

 

《從台灣來》是個極有意思的嘗試。上官鼎盡情發揮他廣沛的國際地緣政治和尖端科技專業知識，勾勒

出錯綜複雜、爾虞我詐的曲折情節。這些情節，在兩年後的今天一件件都發生了，宛若預見…。 

 

圖書館有電子版，歡迎到台灣雲端書庫下載，讓大家在寒假中搶鮮看，還有機會拿到限量珍藏版的「從

台灣來喔。詳細情形請上圖書館 FB~ (相關連結)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83 

小劇院@清沙龍：2/8(三) 2:00 pm - 5:00 pm，歡迎觀賞！ 

配合知識集 1-2月南大校區繪本書展，2/8(三)在清沙龍有二場電影放映活動。歡迎觀賞！ 

 

第一場： 

片名：雪人 

時間：2:00 pm – 2:40 pm 

劇情：描述一個小男孩與雪人的友誼故事 

 

第二場 

片名：北極特快車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8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8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83


時間：3:30 pm – 5:00 pm 

劇情：《北極特快車》透過小男孩在聖誕夜的奇遇，闡述相信的力量。 

只要堅信夢想，生命就有可能出現奇蹟，屬於你的銀鈴聲就會永遠為你而響。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82 

 

只需短短 60分鐘，讓你成為圖書館達人～立馬報名「圖書館達人速成班」！ 

歡迎報名參加圖書館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圖書館利用說明會課程，只需短短 60 分鐘，讓您成為圖書館

達人，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1. 2/20(一)12:10-13:10 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2. 2/21(二)12:10-13:10 新版博碩士論文上傳系統說明會，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3. 2/21(二)15:10-16:00新版博碩士論文上傳系統說明會，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4. 2/22(三)12:10-13:10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5. 2/23(四)12:10-13:10 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地點：人社分館複合閱覽室 

6. 3/7(二)12:10-13:30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篇 (基礎課程)，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7. 3/7(二)14:30-16:20 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篇 (基礎課程)，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8. 3/15(三)12:10-13:30 掌握最新研究趨勢！Web of Science平臺介紹，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9. 3/22(三)12:10-13:30掌握最新研究趨勢！Web of Science平臺介紹，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

室 

10. 3/28(二)12:10-13:30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篇 (基礎課程)，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 

11. 3/28(二)14:30-16:20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篇 (基礎課程)，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12. 4/12(三)12:10-13:30期刊排比資料庫 JCR + 學術表現評比資料庫 ESI，，地點：總圖 2F電腦教

室 

13. 4/19(三)12:10-14:00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篇 (疑難排解課程)，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14. 4/26(三)12:10-13:30期刊排比資料庫 JCR + 學術表現評比資料庫 ESI，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

腦教室 

15. 5/23(二)12:10-13:10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總圖），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16. 5/24(三)12:10-13:10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南大校區），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

室 

17. 5/25(二)12:10-13:10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人社分館），地點：人社分館複合閱覽室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圖書館服務與創新組(03)5742995 或 e-mail 至 ref@my.nthu.edu.t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6 

 

試用資料庫 

※公共電視教育影音公播網 

內容包含四大類別：戲劇館、紀錄片暨環境教育館、生活與人文館、兒童少年館，知識性與休閒性並重，

更是年年金鐘獎的大贏家！內容除了具有學習價值，吸睛度亦不遑多讓！【公視教育影音公播網】收錄

近年來熱門的高收視率影片，例如：我的十五分鐘、浩克慢遊、麻醉風暴、一字千金…等等，再加上支

援手機及平板電腦播放，全天候隨選隨看，是優質的影音平台首選。 

 

※試用網址：http://ptsvod.sunnystudy.com.tw/  

※試用期限：即日起至 2017年 2月 28日止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82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6


 

※延長試用資料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乃中國最大的專業研究參考資料庫之一，收錄中國近八千種期刊，數百萬篇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以及專利、標準、企業及機構資料、法律法規等多元資源，是研究工作之最佳幫

手。資料庫內容與時俱進、持續更新，隨時提供最新資料，服務廣大師生、學者、研究人員及專業人士。 

 

平台內容包含：《 中國學術期刊》、《中國學位論文》、《中國學術會議文獻》三大主要學術論文資料庫，

以及中國《專利》、《標準》、《地方志》、《法規》、《機構》等不同類型資源之資料庫。 

※試用網址：http://g.wanfangdata.com.hk.nthulib-oc.nthu.edu.tw/  

※試用期限：即日起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 

 

歡迎多多利用並回覆試用問卷調查：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61 

※歷代別集庫--明前編 ＆ 清前編期 

圖書館新增「歷代別集庫--明前編 ＆ 清前編期」資料庫，共收錄先秦至清末歷代個人著作集（包括騷

賦集、詩文集、詞曲集及其注本、選本）1萬種，宋元明清及民國各級善本 1萬個，全文超過 20億字，

影像超過 1,000萬頁。採用愛如生獨有的數字再造技術製作，還原式頁面，左圖右文逐頁對照，眉批、

夾注、圖表無障礙顯示；毫秒級全文檢索，可添加書簽和批注，並可下載和打印。 

 

網址：http://server.wenzibase.com/ 

或由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登入後，搜尋「歷代別集庫」即可。 

 

說明： 

1. 校外請透過 VPN使用； 

2. 請點選 Product: 愛如生古籍數據庫，再按 Login 進入資料庫。 

3. 限 2人同時上線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7 

※中華經典古籍庫 

《中華經典古籍庫》為中華書局推出的古籍類大型資料庫，所收圖書均為中華書局點校出版的整理本古

籍，涵蓋經史子集各部，包含了二十四史、新編諸子集成、清人十三經注疏、史料筆記叢刊、古典文學

基本叢書等經典系列。 

該資料庫特色為整理古本（收書全部為點校整理本古籍。除正文外，還包含古籍中所有的注、疏、眉批、

書名等內容）、圖文對照、專名詞庫、自動生成引用格式、異稱關聯檢索（繁簡、異體字關聯檢索的基礎

上，整理並增加了人名、地名異稱的關聯，如字號、別號、謚號、官名等同步檢索，簡化多次檢索的繁

瑣操作)與其他功能等。 

 

網址: http://www.gujilianhe.com.cn/ 

（本校 IP範圍內連線使用） 

試用期限：至 2017年 2月 23日止 

※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庫 

源出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知名學府，擁有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的專業學術刊群、規模化的專業編輯與專家顧

問團隊，以文評人的新型學術評價體系，加上積澱五十餘年的優質學術資源，打造「學者在線」的人文

社科學術成果發表與出版平台。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成立於 1958年，出版期刊 148種，不僅擁有

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61
http://server.wenzibase.com/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7
http://www.gujilianhe.com.cn/


中國大陸最大刊群，在人文社科領域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專業學術出版機構，其「複印報刊資料庫」是中

國人文社科學界的權威品牌，其轉載量更受學界和期刊界視為人文社科領域中的客觀評價標準。 

網址: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本校 IP範圍內連線使用） 

試用期限：至 2017年 2月 28日止 

歡迎多多利用並回覆試用問卷調查：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服務訊息不漏接！2017/2/3 

歡迎按讚加入~清華大學圖書館粉絲團 FACEBOOK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facebook.com/NTHUL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