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閱／取消 電子報 

館務訊息 

修訂規則-圖書館縮影資料使用須知 

南大校區圖書館分館縮影資料已經可以在館藏查詢系統中查詢，使用請依新的圖書館縮影資料使用須知

辦理；縮影資料僅限館內借閱，借用時請憑本人證件（學生證、教職員服務證、身分證），至各館藏地

登記使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3 

規則修訂:圖書館討論室使用須知 

本校師生可使用總圖、人社分館及南大分館討論室，總圖討論室請以空間管理系統預約使用，人社分館

與南大分館討論室採人工登記借用方式，請洽各分館服務櫃台登記借用。 

本館討論室使用須知已整合南大分館討論室使用規範，並完成修訂，歡迎師生使用本館討論室。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5 

規則修訂: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須知 

本校師生可使用總校區、人社分館以及南大分館研究小間，校本部研究小間請以空間管理系統預約使

用，南大分館研究小間則採人工預約方式，並依「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分館研究小間使用須知」

辦理。 

 

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須知已整合南大分館研究小間使用規範，並於 3月 1日完成修訂，歡迎教師或大四

以上學生預約使用研究小間。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4 

 

活動訊息 

【活水講堂】上官鼎「從台灣來」新書分享會，3月 18日（六）14:00-16:00 ，歡迎參加！ 

講題：上官鼎「從台灣來」新書分享會 

講者：上官鼎(劉兆玄前校長)；與談：陳力俊前校長 

時間：106年 3月 18日(星期六)14:00--16:00 

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FB特別活動：https://www.facebook.com/NTHULIB/posts/10155935340487907 

 

以世界為舞台的 2.0版「新武林」，武俠小說披上現代外衣，會是個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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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4
https://www.facebook.com/NTHULIB/posts/10155935340487907


上官鼎這部《從台灣來》是個極有意思的嘗試。 

一宗新科技人才綁架案，一場橫跨加俄烏土的千里追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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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一部無冷場的諜報電影。 

這次演講活動上官鼎分享《從台灣來》創作歷程外， 

與談人陳力俊校長也將以其豐富的學養參與這場難得的盛會， 

這場清華論劍，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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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約會 ▍03/02-04/04@知識集 

衛保組於 2017/03/02-2017/05/25 舉辦午後約會下午茶系列特展，活動包括健康系列書展、市售常見

下午茶熱量及油量展示，及相關海報、影片展、宣導校內健康資訊系統之健檢報告查詢功能、健康生

活型態線上檢測，以及辦理為期 12周的健康減重活動，喚起校內師生對自己健康的重視。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0 

 

人社分館主題書展：「再會吧人間-陳映真特輯」，3月 6日ー3月 31日 

陳映真 (1937.11.8—2016.11.22) 

許多人熟悉，但更多人陌生的一個名字。 

1985 年 11月，陳映真帶著一群年輕人成立了人間雜誌，也是進入八 0年代後的第一本紀實攝影、紀

實報導的代表作品。 

再會吧人間ー陳映真特輯，完整呈現從創刊號到最後一期的人間雜誌，一篇篇真實的報導碰觸了人們

心底最柔軟之處。 

3月 6 日ー3月 31日，歡迎來人社分館尋找潛藏心底的感動。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8 

 

3/22(三)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第五期志工招募說明會 

圖書館將辦理第五期志工招募說明會，期廣納校內外人力資源推動圖書館各項服務，此次招募職缺計

有 16 種，工作地點除總圖書館外、亦有人社分館及南大分館，歡迎有興趣的夥伴蒞臨參加！ 

 

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第五期志工招募說明會 】 

1.時間：3/22(三)下午 2點～4點  

2.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旺宏館)1F清沙龍  

3.活動資訊：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volunteers/  

4.志工徵選任用流程：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volunteers.htm 

5.線上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8fEz7SUTi8Kfg3GnBh0Un0wuPDyH2uqkV3a5FwG75Kdy0

lg/viewform?c=0&w=1 

備註：參與人員請於 3/22(三)下午 2點報到及面談：向入口櫃檯表明是來參加招募說明會即可 

 

如有相關訊息疑問，可洽陳小姐，電話：(03)574-224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7 

金雞“讀利” 邀您 17讀 Wiley 拿 Go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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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8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7


【電子書抽獎活動】 

金雞“讀利” 邀您 17讀 Wiley 拿大獎  

即刻參加 Wiley問卷答題活動 就有機會拿到 GoPro等大獎 

 

活動網址：http://ppt.cc/EnJQ9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０４／３０ 

📆抽獎時間：於５／６抽出各獎項 

🎁活動獎品： 

1. 頭獎：GoPro 壹台 

2. 貳獎：威秀影城團體電影優惠券壹張 (3份) 

3. 參獎：LINE貼圖 NT$60 (20 份) 

- 

3題問卷超 easy，還有小提示捏~ 

共計 24位幸運兒！快來一起越讀越有利~!!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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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8 場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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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e.com及 Science Online電子期刊連線問題處理方式說明 

若您於校內使用本館訂購的 Nature.com 及 Science Online 電子期刊，發生「直接連線個別期刊網頁卻

顯示非清大 IP或不能檢視全文」情形，建議依以下步驟重新設定連線： 

 

http://ppt.cc/EnJQ9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6


1. 刪除所有瀏覽器的瀏覽歷史紀錄並重新開啟瀏覽器  

2. 從圖書館連結電子資源的路徑 

 

※Nature.com 

A.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選擇「電子期刊」->查詢 Nature轄下期刊名稱，點選期刊

連結至 SFX服務頁面->選「Nature」按 GO進入期刊網頁 

B.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期刊 SFX->刊名搜尋輸入 Nature轄下期刊名稱，點選期刊連結 SFX服務

頁面->選「Nature」按 GO進入期刊網頁 

 

※Science Online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選擇「資料庫」->查詢 Science Online，點選連結進入網頁 

 

3. 將步驟 2取得的新的連結取代現有的連結，或逕以底下連結取代現有的連結 

 

Nature.com： 

http://www.nature.com.nthulib-oc.nthu.edu.tw/siteindex/index.html 

 

Science Online：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nthulib-oc.nthu.edu.tw/ 

 

4. 提醒您定期更新期刊網頁連結，並盡量從圖書館「電子資源」服務-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或電子期刊 SFX

查詢和使用相關資源。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68 

 

※『自由時代』週刊電子版 

"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二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誕生了，在驚濤駭浪和危

疑震撼下，自由時代週刊，一直到鄭南榕自焚後半年才結束，總共經歷了五年，而今 2009年鄭南榕先生

殉道二十年後，首次完整公開此八十年代遭禁毀的雜誌。 

 

為讓後代的台灣人民乃至於全世界的研究者能不限時間及地域的侷限，藉由數位科技 閱讀接觸雜誌，而

進以更清楚當時的政治環境，民主前輩們如何辛苦地爭取言論自由 的真實記錄。 

 

收錄內容：「自由時代」302期雜誌 

資料型態：全文+全版影像＋全文檢索 

收錄年代：1984年 3月-1989年 11月，共 5年 8個月 

＊試用網址：http://hunteq.com/ftimenewc/ftimenew 

＊試用期限：即日起至 2017年 4月 30日止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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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ature.com.nthulib-oc.nthu.edu.tw/siteindex/index.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nthulib-oc.nthu.edu.t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68
http://hunteq.com/ftimenewc/ftimene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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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訊息不漏接！2017/3/17 

歡迎按讚加入~清華大學圖書館粉絲團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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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NTHUL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