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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訊息 

臺灣聯大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暑假送書日期(106/06/19~106/09/10) 

臺灣聯大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暑假期間（106/06/19(一)~09/10(日)）每周二送書日期如下： 

6/20、6/27、7/4、7/11、7/18、7/25、8/1、8/8、8/15、8/22、8/29、9/5 

 

由於書車運送流程的關係，星期一下午 2點過後還書者，一律順延至下一周星期二才會送達各校，歸還

日期會以在清大櫃台歸還的時間為準，在這期間內有可能會收到系統自動發送的到期或逾期通知單。 

 

請讀者留意還書時間、申請時間及取書時間，如有急用亦可親至各館借閱，謝謝！ 

 

※提醒畢業生注意，務必在辦理離校前一周歸還圖書，以免書無法在期限內歸還至各校，導致延遲辦理

離校相關作業。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15 

 

南大分館 7/6~7/7 供電設備維修停電，全館休館 

南大校區將於 2017年 7月 6日至 2017年 7月 7日進行圖書館高壓變壓器汰換工程,停電二天,南大分館

全館休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05 

 

7/7(五) 進行消防改善工程測試作業 

7/7(五) 進行消防改善工程測試作業，測試期間將開啟消防排煙閘門，將會產生噪音及抽風，另請勿逗

留於防火捲門下方，以策安全，謝謝！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16 

 

學位論文處理注意事項 | Reminder for Thesis/Dissertation Application Process 

圖書館提醒您有關學位論文處理注意事項如下： 

 

1. 畢業校友不得抽換學位論文：為兼顧學術倫理及著作權保護，依「104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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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0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16


議，凡已完成離校手續取得學位之畢業校友不得抽換學位論文。若有錯、漏字等不影響原論文架構、內

容之異動需求，須填寫本校「學位論文異動申請書」及「學位論文勘誤表」，並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

簽名確認後，向圖書館採編組提出申請辦理，南大校區同學請至南大分館辦理。 

 

2. 學位論文電子檔完整送存國家圖書館：為促進國家學位論文完整典藏與傳播，並依循「圖書館設立

及營運標準」之論文送存規定，自 104學年度起之博碩士論文電子檔將完整送存國家圖書館永久典藏，

惟電子檔公開與否及公開時間，仍依研究生授權而定。 

 

3. 學位論文授權公開閱覽：為落實學術公開，有效提升學位論文之能見度及使用率，並展現學校整體

的學術研究實力與成果，除因專利申請及期刊發表因素而須延後公開學位論文，請同意將論文授權公開

閱覽，以利學術傳播。 

 

4. 學位論文內容一致性：請留意學位論文紙本與上傳至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之電子檔內容一致，確保

學術傳播之正確性。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您洽詢圖書館參考諮詢台： 

• 總圖參考諮詢 校內分機 42995、直撥 03-5742995 

• 人社分館 校內分機 42814、直撥 03-5742814 

• 南大分館 校內分機 76357 

 

Here are some reminders in regard to your thesis/dissertation: 

 

1. An alumnus cannot swap his/her thesis: 

 

Taking academic ethics and integrity as well as copyright protections into account, an alumnus 

who has completed graduation procedure cannot swap his/her thesis. If he/she wants to modify 

his/her thesis due to reasons that does not affect the structure or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thesis, he/she can fill in “NTHU Dissertation Modification Request Form” and “NTHU Dissertation 

Corrigendum Form”. The application forms should contain the signatures of the applicant’s 

advis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then be sent to NTHU Library’s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 Division. For students on Nanda campus, please go to Nanda Branch for application. 

 

2. Thesis/disserta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as a whole to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 help thesis/dissertation preserved and disseminations, the thesis/disserta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as a whole to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owever, whether it can be open to public 

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ate on which his/her work is open to public access is up to the 

author’s authorization. 

 

3. Please authorize your thesis/dissertation to be open to public access: 

 

To Increase the visibility and impact of research results of NTHU,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permit your work to worldwide access unless you ha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cerns such 



as publishing and patent application so that you have to delay your public access. 

 

4.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your thesis/dissertation: 

 

Please make sure the print copies of your thesis/dissertation consist with the files you have 

uploaded to NTHU Electronic Theses & Dissertations Syste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library: 

• Main Library Ext. 42995、Tel 03-5742995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ranch Ext. 42814、Tel 03-5742814 

• Nanda Branch Ext. 76357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12 

活動訊息 

【7月活水講堂】我是 SELFPICK PRODUCTION 的創辦人徐嘉凱，我想與你分享「選擇對我的意義」～ 

一直以來，其實我們以為「選擇」是在選擇我們要得到些什麼，或是想成為些什麼；但對我來說「選擇」

一直以來都是，不要變成什麼以及可以被犧牲的是什麼。 

 

我是 SELFPICK PRODUCTION的創辦人徐嘉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選擇對我的意義」  

故事一：沒有選擇的時期：「十五歲的轉折＿全國演說比賽冠軍（從自卑到有了自信）」  

故事二：找到了選擇基準的時期「有明確的夢想後，開始愛上了 SELF這個單字」  

故事三：開始選擇的時期：「選擇可以犧牲的事情，成就了這個不完的世界中不後悔的自己」  

只有瞭解了自己，才能做出有意義的選擇，因為選擇從來不是要成為什麼，而是避免自己不成為什麼「做

自己的選擇，走對的路」 

------------------------------------------------------------------ 

講題：「選擇」對我的意義 

日期：106年 7月 15日（六） 

時間：14:00-16:00 

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主講：徐嘉凱（SELFPICK PRODUCTION/私室 創辦人） 

簡歷： 

1991年生，於 2014年底因為夢想而創辦了 SELFPICK PRODUCTION，並在完成了三季的 Mr.Bartender後，

為了完成自己下一步對於文創的想像，於 2016 年底成立了自己的酒吧「私室」，並同步製作同名影集「私

室 The Bar」，立志打造出台灣第一個有品牌價值的新媒體製作商。 

------------------------------------------------------------------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23 

 

歡迎參加「聆聽，森林的生命與故事」系列講座 

「聆聽，森林的生命與故事」系列講座 

地點：圖書館 1F清沙龍 

 

講題一：你我都可以參與的森林保育行動 (5月 25日晚上 7:00—9:30) 

講題二：追蹤足跡，窺探自然生態 (6月 8日晚上 7:00—9:3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12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23


講題三：聆聽！四季之聲 (6月 22日晚上 7:00—9:30) 

講題四：跟著信託去旅行 (7月 27日晚上 7:00—9:30) 

講座報名與更多資訊  http://teia.tw/zh-hant/natural-valley/columns/198/13376 

主辦：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合辦：清華大學圖書館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成立於 2011年，這是信託法自 1996年頒佈以來，台灣第一個成功的環境信託

案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環境信託基地；這裡不僅僅是單純保留自然棲地，同時也是環境的學習中心；

基地以尊重生命，推廣環境教育及棲地保護，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相關環境議題及志工行動，藉由實

際的參與促進公民的環境意識，讓每個人都能發揮一己之力，為台灣山林永久保存一片淨土。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72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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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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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 

提供旗下 5種最強大的資料庫予本校師生試用。 

一、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極致版  

收錄數千種英文以及來自亞洲、大洋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等本地語言的全文期刊，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為學生在研究過能中提供更廣泛、更具國際視野的巨大優勢。資料庫整合全球各地區出版物以

及研究資料，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提供學生在尋找館全球視野下最全面的研究體驗 

 

二、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商管財金全文資料庫極致版  

提供學生更寬廣、更具全球視野的研究內容，Business Source Ultimate透過收錄的英文以及來自亞洲、

大洋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全文期刊，協助學生追蹤商業脈動以及全世界主要議題。藉由整合全球各

地區出版物以及研究資料，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提供無可比擬的商學研究區域新聞 

 

三、Humanities Source Ultimate 人文學科全文資料庫極致版  

Humanities Source Ultimate 提供在語言、文學、宗教、哲學、歷史、視覺與表演藝術領域的研究者最

理想且多樣的資源，包括專題文獻、訪談、參考書目、書評，以及小說、音樂劇、歌劇、表演的原稿。

這個資料庫提供很好的研究途徑，照亮人們的思想、行動與互動 

 

四、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Source Ultimate 應用科學科技全文資料庫極致版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72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11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Source Ultimate 提供範圍廣大的地域性消息，給予全球性觀點。為了

讓研究者擁有極致般的研究體驗，這個資料庫包含上百種來自頂尖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全文期刊。它還涵

蓋超過百種被引用於重要的科學、 科技與工程主題索引中的學術全文期刊，以傳達 STEM學科最新趨勢、

改善與創新的資訊。 

 

五、Sociology Source Ultimate 社會學科全文資料庫極致版  

結合來自世界各地當地出版內容與特定地域的權威性資料，Sociology Source Ultimate 提供最直接相

關且廣泛的地域性消息，讓學者研究人類的行為與互動等各個面向。另外也提供超過 26,000筆作者簡

歷，涵蓋高度引用與最具影響力的學科領域專家。 

 

試用期限：即日起至 2017/7/31 止 

試用網址（連線選擇「EBSCOhost Web」後，直接選取資料庫名稱即可使用）：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sid=4d3c32ff-be52-44db-afb8-b7cc7d7a64cf%

40sessionmgr102&vid=0&hid=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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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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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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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8
https://igrouplibrary01.skillport.com/skillportfe/login.action
http://server.wenzib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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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訊息不漏接！2017/7/3 

歡迎按讚加入~清華大學圖書館粉絲團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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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