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閱／取消 電子報 

館務訊息 

2017/12/25(一) ~ 2018/1/14(日)本校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調整公告 | Main Library service 

changes in examination period from 2017-12-25 to 2018-1-14. 

 

2017/12/25(一) ~ 2018/1/14(日)為本校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調整如下: 

1.換證入館每日限額 30名，換證讀者在館時間以 2小時為限，逾時歸還者，自歸還日起五日內(含當日)

無法換證入館。 

2.持「互換借書證」讀者暫停入館閱覽及借書。 

3.暫停「圖書館之友借書證」之核發，但仍可至「圖書館之友候補系統」登記候補。 

4.12/25～1/12夜讀區開放時間調整為每日 13:30～隔日 12:00，1/13開放至上午 10:00。 

因本館閱覽席位有限，考試期間圖書館將加強實施座位巡查，讀者需離座 30分鐘以上時，應將個人物

品攜離，違規佔位物品將由館方集中收存於一樓櫃台，並依違規行為處理要點處理。 

 

Due to the limited study space in the Main Library: 

Only 30 2-hour library access passes are available per day during this period. If the access 

pass is not returned on tim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enter the library for the next 5 days. 

Interlibrary card holders may NOT enter the library during this period. 

We apologize in advance for any inconvenience. 

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hour/index.htm#tabs-5 

 

※107年 1月 1日(一)元旦假期圖書館閉館一日 

107年 1月 1日(一)為元旦開國紀念日，當日全館閉館一日，閉館期間各項線上檢索服務正常提供，還

書請利用自助還書機，各項到館服務暫停，請提前因應。 

 

夜讀區 12月 31日(日)13:00開放至 1月 1日(一)中午 12:00，1月 1日(一)不開放。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458 

 

※[校友服務異動公告] 107年 1月 1日起校友借書權益至圖書館總圖辦理 

107年 1月 1日起校友如需加辦借書權益，請持有效校友證至總圖書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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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hour/index.htm#tabs-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458


 

理，權益不變，相關規定依照「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校友借書證管理要點」辦理。 

 

※圖書館資訊系統組徵資料建檔工讀生 

應徵資格：對資料整理有興趣、個性專注力高、負責任、守時 

工作內容： 

(一) 協助不同類型資料庫欄位查找與建檔 

(二) 協助各項 Metadata欄位資料比對、狀況描述 

(三) 需耗眼力、重覆性工作及臨時交辦事項 

 

工作時間：每星期至少需有 10小時可到館工讀（工作時間請選在星期一至五 8:00-12:00 ~ 13:30-17:30,

例假日與國定假日休） 

工作備註：可利用課餘時間, 增進工作經驗與溝通討 

工作期限：能長期工讀者佳(含學期中及寒暑假) 

待遇：依學校規定 

召募截止時間：2017/12/31止 (優先應徵者優先面試) 

報名方式：請依照下列格式填寫後 E-mail至 jliu@lib.nthu.edu.tw 

 

－──────────────────────────────── 

 

※來信格式如下，格式不符者，恕不受理： 

【Email 主旨】：應徵工讀生／姓名／系所名稱年級／手機  

例：應徵工讀生／林小欣／統計所碩一／0910-888888 

 

【Email 內容】： 

1. 姓名： 

2. 性別： 

3. 系級/學號： 

4. 連絡電話： 

5. 電子信箱： 

6. 相關打工經驗/個人作品： 

7. 想要的排班時段：(例如: 週一上午 9:00-12:00,週二下午 2:00-5:00,週三上午 8:00-10:00,周五下

午 2:00-5:00) 

8. 其它相關專長或證照： 

 

【Email 寄至】：jliu@lib.nthu.edu.tw 

甄選方式：初審合格者，擇優通知參加面試，面試時間及地點將另行通知 

※初審未通過者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未依公告備齊相關資料、逾期或資格不合者恕不受理，亦不退件 

若有相關問題，請與圖書館資訊系統組劉小姐 03-5742240 聯繫，謝謝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444 

 

活動訊息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444


 

 

點擊圖片可進入完整海報，點擊頁面內海報可進入報名系統。 

 

 

【1月活水講堂】BE BUSY‧BE HEALTHY‧BE HAPPY 2018拒絕瞎忙，教您如何精彩每一天！ | BE BUSY‧

BE HEALTHY‧BE HAPPY 

你或許知道巴斯光年，但你一定不知道巴斯田！ 

BE BUSY‧BE HEALTHY‧BE HAPPY 

2018拒絕瞎忙，教您如何精彩每一天！ 

 

Have you wondered how on earth some people get to do so much with so little? Have you ever 

wished that there were 48 hours in a day, or that you could go days without eating sleeping 

to get things done? If you have, Great! You are not alone. Knowing that none of these methods 

are possible, you are left with just one option: MANAGE YOUR ACTIONS with the 24 hours that 

you have while leading a healthy and a happy life.  

 

Rule #1 YOUR HEALTH IS YOUR WEALTH  

Rule #2 NEVER FORGET RULE #1*  

Winner of the Dr. I-Chi Mei Memorial Medal in 2016.  

 

梅貽琦紀念獎章得獎人 

Founder and the actual president of NTHU Toastmasters  

清大國際英語演講社創社社長 

Delegate for the Harvard Project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畫代表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8 

 

【想像獨立出版】獨立出版特展及講座 

 

想了解獨立出版的浪漫與殘酷？想重燃書寫的樂趣？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8


近幾年來，看書的人越來越少，出版業面臨嚴重考驗，但仍有許多有志之士，不畏出版寒冬，紛紛開設

獨立出版社，吸引愈來愈多人注意這些小眾出版社。 

 

圖書館於 12/12起，舉辦精選獨立出版書籍展，並有展覽講座。 

 

想進一步了解：出版是什麼樣的工作？獨立又是什麼樣的心態？獨立出版究竟在玩什麼？ 閱讀習慣改

變的當代，出版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邀請大家來跟一人出版社及獨立出版聯盟發起人劉霽理事長一同

想像。 

 

活動內容如下： 

 

展覽講座： 

 

演講題目：為何獨立，如何出版？ 

主講人：劉霽(一人出版社、獨立出版聯盟理事長) 

時間：106/12/27 (三) 19:00 – 21:00 

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 清沙龍 

報名網址：https://goo.gl/x4Jdqn 

 

獨立出版特展：精選獨立出版書籍於圖書館 1F知識集展出。 

時間：106/12/12 – 107/1/7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443 

 

校史微展┴〈你所不知道的清知識〉之「原子爐會客室」篇登場！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71 

 

只需短短 60分鐘，讓你成為圖書館達人～立馬報名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圖書館達人速成班」！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44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7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20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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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的今天，我們透過網際網路吸取新知，而在 17 世紀末期，英國開始在美國殖民時，英國人則

透過當時的新興媒體—期刊(Periodicals)，來瞭解新大陸的動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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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 

試用期限：至 2018年 1月 3日止 

※Everyday Life & Women in America 1800-1920資料庫 

本資料庫收錄珍藏於紐約公共圖書館及杜克大學婦女歷史與文化中心的第一手文獻，是研究 19到 20

世紀初期美國社會及文化史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源。 

試用網址：http://www.everydaylife.amdigital.co.uk/ 

試用期限：至 2018年 1月 31 日止 

※臺灣人社百刊 

此庫收錄全臺優質人文社會學刊逾 200種，75%的學刊名列 THCI Core、THCI、TSSCI名單。收錄範圍

橫跨 10大類，包括：歷史／考古／人類學、教育／心理、文哲／宗教、語言、社會／文化／傳播、藝

術／設計、法律／政治／國關、區域研究／地理、管理／經濟、人社綜合等，並提供全文／內文精確

檢索功能。 

試用網址：http://db1.udpweb.com.tw/soc/ 

試用期限：至 2018年 1月 10 日止 

※經典人文學刊庫（中研院漢學網） 

此庫收錄臺灣經典漢學研究核心學刊，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文哲所、近史所、民族所及臺史所等重

要集刊，以及《漢學研究》、《思與言》、《食貨》及《鵝湖》等 14種，各刊皆完整回溯至創刊號，獨家

提供過刊全文／內文 100%精確檢索功能。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320
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試用網址：http://sinoweb.udpweb.com.tw/ 

試用期限：至 2018年 1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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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2 

歡迎按讚加入~清華大學圖書館粉絲團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NTHUL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