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閱／取消 電子報 

館務訊息 

5/6(六)-5/10(三) 總圖書館年度地毯清洗作業─分區閉館公告 

5/6(六) 夜讀區、2F 不開放 

5/7(日) 夜讀區、2F、6F 不開放 

5/8(一) 6F、5F 不開放 

5/9(二) 5F、4F 不開放 

5/10(三)4F、3F 不開放 

 

閉館期間，該樓層無法進入，各項服務、設備與空間暫停使用，屬該樓層之書籍亦暫停借閱，如需要使

用該樓層之書籍，請提早準備。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3 

 
 

活動訊息 

【清愛的！BOOK忘我】5/9開始開放現場選書，敬請把握機會！ 

驪歌初動的五月天裡，藉由畢業生贈書活動，及在書中留下的簽名或勉勵的話語，將在清華曾有過的夢

想和感動代代相傳，每一本書都是過去的根基、未來的房角石，當他日重回母校，翻開這一頁記憶，驀

然回首也提醒了自己莫忘初衷。而傳遞出去的這本書，是給予，是時間的花束，可能在某個燈火闌珊處，

也鼓勵、安慰了某個意想不到的人，成為祝福。 

 

活動內容：畢業生可選擇一本屬意的好書典藏於圖書館中，留給學弟妹您的祝福。 

 

==================================== 

活動方式： 

(一) 線上選書 

1. 流程：登入選書平台→勾選書籍→收到繳費通知信→於指定期間內至選擇館別完成繳費→於所選書籍

簽名或留言→贈送圖書館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GA_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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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GA_Book/


2. 日期： 

(1) 選書：5月 1日（一）～5 月 7日（日） 

(2) 繳費：5月 9日（二）～5 月 11日（四）中午 12:00-14:00 

※未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繳費者，其選擇圖書將開放於現場選書。 

 

(二) 現場選書 

1. 流程：於校本部總圖書館、南大分館現場挑選書籍→繳交購書費用→於所選書籍簽名或留言→贈送圖

書館 

2. 日期：5月 9日星期二～5月 12日星期五、5月 15 日星期一～5月 17日星期三中午 12:00-14:00 

 

活動地點：校本部總圖書館川堂、南大分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6 

 

歡迎報名參加「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導覽 

清華大學圖書館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的「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即日起在清華大學總圖書

館 1樓展出，展期至 5月 10日。手札展共展出 60餘件兩岸清華具重要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的學人手

札，包含梅貽琦校長及「國學四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的書信、手稿與書法作

品。 

 

想對這些展品有更深入的認識嗎？圖書館特別舉辦將提供兩場定時導覽與其它時段的預約導覽。一次

約 30 分鐘，限 3人以上。歡迎想多了解清華校長們、國學四大導師、諾貝爾獎得主等大師風采者報

名參加。聯絡人：邱小姐，校內分機：42392，電子郵件：sfchiu@lib.nthu.edu.tw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Pf3NZcZFD5Zlah8r6E1SThloSCapivZpLhhtrXJnkE/viewform?e

dit_requested=true。 

 

歡迎參加 5月 19日「重讀唐文標：一個數學家的社會關懷」座談會暨文獻展 

時間：2017年 5月 19日(五)早上 9:00-12: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展覽 

日期：2017年 5月 15日— 6 月 15日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知識集」 

宣傳短片 

https://goo.gl/NkQEvk 

報名網址 

https://goo.gl/hHLtzP 

活水講堂：戲劇人生 106/5/20(六) 14:00-16:00 歡迎參加！ 

每天早晨從睜開眼睛第一秒，我們就在做選擇，有些選擇無關痛癢，但尋找自己熱愛的事物總是如此

重要... 

從游泳選手到戲劇導演，阿雞如何確定何為自己所愛？  

在兩個身份旋轉的世界中，要如何抓住自我的重心？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6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Pf3NZcZFD5Zlah8r6E1SThloSCapivZpLhhtrXJnk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Pf3NZcZFD5Zlah8r6E1SThloSCapivZpLhhtrXJnk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goo.gl/NkQEvk
https://goo.gl/hHLtzP


踏進戲場後的阿雞，在舞台燈一亮一暗中，窺探內心，剖析自己， 

漸漸摸索出人生的方向。  

各位觀眾~ 歡迎蒞臨觀賞，黃阿雞的劇場人生。 

 

#劇場 #自我 #生涯探索 #活水講堂 

#活動報名：https://goo.gl/EySCSW 

 

主講人：黃阿雞 (劇場工作者) 

時間：106年 5月 20日(六) 14:00-16:00 

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5 

 

「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抽獎活動獲獎名單揭曉！ 

感謝熱情參與「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本活動已於 4/27圓滿結束，並按活動辦法進

行「熊青ㄟ校史」Line貼圖或「喜上梅梢」紙膠帶贈獎，幸運得主共 184名（請見文末名單）。 

 

獲獎人另將以 e-mail各別通知，Line貼圖得主煩請依通知信說明，進行線上領取；紙膠帶得者則請

於 5/15（一）前，攜帶可辨識姓名之證件、個人獲獎通知信（以上資料煩請備齊為據），前往本館 1F

讀者諮詢台，領取所得獎項 1 份，逾期恕視同放棄，謝謝。 

 

P.S若需委請他人代領，煩請先撥冗回信代領人姓名、手機號碼，並於代領時出示代領人證件，及獲

獎通知信函等相關委託證明，以便核對領獎。 

 

獲獎名單：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8 

 

ProQuest「2017一起來線上尋寶」有獎徵答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ProQuest 系列資料庫針對 Arts & Humanities Database, The Vogue Archive, Education Database,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和 ABI/INFORM Collection(包含 PQ CENTRAL) 進行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請利用學校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的【ProQuest資料庫平台】找出問題中的單篇文章引用連結。 

 

不限參加次數，參加次數越多，越有機會抽中 SONY PS4 遊戲機、STAYREAL旅行袋、英國企鵝文藝包

與誠品禮券等多項好禮，歡迎全校師生上線體驗與參加！ 

 

活動期間：自即日起至 2017/6/10 止 

活動網址：http://www.tbmc.com.tw/2017PQ/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9 

 
 

資料庫 

※一帶一路資源中心 

「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皆是

目前產業界或是學者在研究上的重點。無論是與「亞投行」在多邊開發上的策略研究，或是對於地區

性基礎建設的探討，甚至於沿線各國豐富的人文交流上。 

https://goo.gl/EySCS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8
http://www.tbmc.com.tw/2017PQ/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59


這些資料都可以在 EBSCO「一帶一路資源中心」(One Belt One Road Reference Source)查找到最新、

最完整的資 T內容。 

主題涵蓋：沿線 65個國家之貿易、商業、經營、投資、工程建設、建築、文學、藝術、人文研究、

軍事歷史、地理、政治科學、環境工程、全球通信領域學習與交通等，超過 70 種學科主題研究資源。 

 

試用期限：至 2017/6/30止 

試用網址：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custid=s3598137&profile=ehost&de

faultdb=obo&groupid=main&user=s3598137&password=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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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 Findr 

OA Findr 提供多主題、多語言之學術性 Open Access 全文連結使用者，可直接下載檔案，所有連結

均經測試，確保有效性與最佳化。 

• 最經濟實惠的全文取得管道 – 與一般全文資料庫相較，學校可使用超過 2千萬筆經彙整之 Open 

Access 學術論文全文。  

• 最豐富多元的主題與語言 • 最實用的附加價值 - OA Findr內容涵蓋各家出版社資料，可有效

節省搜尋時間。 

• OA Findr 能與綜合性索摘資料庫互補，滿足使用者查找全文資料的需求。 

試用網址：https://oafindr.1science.com/ 

試用期限：至 2017/5/31止 

 

※Skillport線上自我學習平台 

Skillsoft 具有超過 20年的線上課程研發經驗，是世界知名的數位學習內容供應商，因應專業養成

與人力資源發展需求，課程內容範疇涵括商管與資訊技術等領域，收錄超過 2,000 堂相關課程，是全

球許多知名企業、學校與政府等單位教育訓練採用的專業教材。收錄內容包括課程 Courses、電子書

books、視頻 Videos、資源 Reference。  

 

本次試用包含電子書 books及視頻 Videos內容，總共超過 4萬多筆資料。 

試用網址：https://igrouplibrary01.skillport.com/skillportfe/login.action 

試用期限：至 2017/10/31止 

試用帳號：books009 或 books010；密碼：freetrial 

 

※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編(愛如生) 

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編以“影響範圍廣、存續時間長、史料價值高”為遴選標準，從現存清道光十

三年(1833年)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間數萬種報刊類出版物中，精選出 3,000 種重要期刊，包括

週刊、半月刊、月刊、雙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不定期刊等出版形式，共約 20萬個期號，內

容廣及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猶如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對於瞭解和研究近代中國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試用網址：http://server.wenzibase.com 

試用期限：2017/5/28止 

 

試用說明：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custid=s3598137&profile=ehost&defaultdb=obo&groupid=main&user=s3598137&password=password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custid=s3598137&profile=ehost&defaultdb=obo&groupid=main&user=s3598137&password=password
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s://igrouplibrary01.skillport.com/skillportfe/login.action


1. 同時在線用戶 3個 

2. 請先選擇產品「Modern Document」再按登錄 login 即可使用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是一個涵蓋生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領域的演講型資料庫，於 2004 

年由 Henry Stewart Talks 出版社創立。影片邀請國際學者分享各領域專長，包括諾貝爾得獎者、各國

院士等，搭配高畫質實驗圖片及講義輸出，可以課程緊密結合，亦是最佳的課外補充。目前已有超過 2,200

部演講，127個相關系列。 

 

 

試用網址：https://hstalks.com/biosci/ 

試用期限：至 2017/5/19止 

 

※「ProQuest Central｣旗艦型綜合全文期刊資料庫 

 

ProQuest Central 資料庫涵蓋 39個 ProQuest資料庫，涵蓋範圍包括商學與新聞、醫學與健康、科學與

科技、社會科學與一般參考資源，收錄近 24,000餘種出版物索摘、其中約 19,000 種以上刊物為全文，

涵蓋 160多種主題，是滿足各種研究及教學需求的最佳利器！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central 

試用期限：至 201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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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 

本校圖書館試用資料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正舉辦「萬方品味賞」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參加活動就有機會獲得 NESPRESSO 膠囊咖啡機、PORTER 包、時尚品牌錶等多項大獎！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2017/5/20 止 

活動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

/viewform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43 

 

※British Periodicals (1681-1938) 17-20世紀英國期刊線上資料庫 

British Periodicals Collection I & II 於完成後將收錄 460多種，17世紀後期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

的重要期刊，是深入研究英國及全球文化及歷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 

試用期限：至 2017/6/4止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Collection 7-10 (19~20世紀典藏人文社會學術期刊全文資料) 

此資料庫是由 ProQuest 集團旗下 Chadwyck-Healey 所製作的 19~20世紀回溯性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4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viewform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43


該資料庫的 Collection 1~6，分別於 2007年及 2009 年，由國科會以全國學術版方式引進台灣提供各校

使用，以強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資源，但 Chadwyck-Healey在近年，仍持續發展 PAO回溯性期

刊資料庫，並陸續推出 Collection 7 ~ Collection 10。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pao 

試用期限：至 2017/6/4止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1953) 英文近現代中國報紙庫 

 

英文近現代中國報紙庫共收錄 12種當時於中國發行的英語報刊，記錄中國從君王體制轉變為民主政體並

經歷許多內憂外患的歷程，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層面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源。本

資料庫完整收錄以下報刊之內容，並可與其他 ProQuest 資源整合檢索，提供讀者最完整全面的內容。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 

試用期限：至 2017/6/4止 

 

※中國近代報刊《大公報：1902~1949》 

＊1902 年 6月 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是英斂之。 

＊《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 1926年至 1949年，即所謂「新記」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公報》天

津版於 7月底停刊﹐上海版 12月 13日停刊。 

＊1941 年憑藉在抗戰中的出色報導和評論，抗戰勝利後﹐《大公報》上海版於 1945年 11月 1日復刊﹐

天津版 12月 1日復刊﹐香港版 1948年 3月 15日復刊﹐重慶版繼續出版。 

 

試用網址：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 

試用期限：至 2017/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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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創刊於 1970年元，一群身在海外，心繫臺灣的留學生，在「科學報國」、「讓科學在故鄉生

根」的精神所創立。多年來，《科學月刊》一直保持「科學人樸實無華」的編輯風格。《科學月刊》一本

「重視科學態度的培養，重科學知識也重過程」的初衷，強調「知識性勝過消遣性」，將符號公式及推理

過程忠實呈現，意圖為讀者奠好科學根基，無疑是養成未來科學家的最佳讀物。資料庫收錄此刊 1970 年

創刊至 1999年間內容，共 360 期。 

＊試用網址：http://db1.udpweb.com.tw/scienceweb/home/index.asp 

＊試用帳密：IP自動登入免帳密，不限人次 

＊試用期限：至 2017/6/10 止 

 

※牛頓雜誌電子書 

《牛頓雜誌》是高製作水準的圖解科學刊物之一，強調科學須以詳實圖解，配合深入淺出的文字說明，

讓讀者更易理解。其中最大特色即是以最精密的寫真攝影、電腦模擬圖像、精美的全彩印刷，將許多基

礎及尖端科學具象化，每期均以大篇幅的照片詮釋科學現象，產生逼真的臨場感，及意想不到的趣味。

此庫收錄年份為 1983-2005，共 260期、3,000萬字、36,400頁彩圖。 

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5


 

＊試用網址：http://icloud.enewton.com.tw 

＊試用帳密：帳號 NTHU；密碼 29116068（請登入帳密使用，線上可同時 5人使用） 

＊試用期限：至 2017/5/10 止 

＊備註：請使用 IE瀏覽器，並安裝 Flash Player元件始能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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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8 

歡迎按讚加入~清華大學圖書館粉絲團 FACEBOOK 

 

http://server.wenzibase.com/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7
http://www.facebook.com/NTHUL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