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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報告好幫⼿-CEPS 中文學術電⼦期刊！
 

在寫作報告的過程中，怎樣以最經濟、最迅速有效的⽅法，求得最充實的「內容」?
如何配合興趣專⻑，尋找更有吸引⼒相關的資料? 別再只⽤google 了 ，

介紹您⼀個好⽤的全文⼯具 - 【CEPS中文學術電⼦期刊】

【CEPS中文學術電⼦期刊】收錄台灣近75%的學術及指標性期刊與⼤陸核⼼期刊，共逾4,980多種、265萬多篇電⼦全
文，全文率達97%。收錄年代⾄1991年起。 
可從以下途徑進入查詢： 
圖書館⾸⾴à電⼦資料庫查詢à輸入資料庫名稱「CEPS」，按查詢，可從下⽅期刊清單點選您想看的期刊，如下圖：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或點選「連結⾄：CEPS中文學術電⼦期刊」即可進入資料庫搜尋。進入資料庫後，上⽅有搜尋列，可輸入檢索詞搜
尋，點選「更多選項」可輸入更多的檢索條件做更精確的搜尋，如下圖：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詳細使⽤⽅式請⾒使⽤指引。    歡迎您多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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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好上⼿的書⽬管理軟體--Mendely！

圖片取⾃Elsevier網站

Mendeley軟體是免費書⽬管理與文獻管理⼯具，為研究⼈員提供學術內容探索與取⽤、知識管理與協作以及出版與傳播。 
特⾊： 
•從全世界的群組中(Group) 搜尋您所要探討的領域文章 
•⾃⼰可以成立群組和全世界⼀起分享文章與討論 
•群組可以以公開、邀約、私⼈⼩組的⽅式建立，分享研究文章。在私⼈⼩組中，成員更可分享文章與交換閱讀⼼得 
•建立個⼈學術網⾴，增加曝光度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www.airitilibrary.com/Home/Userguide
http://0-www.airitilibrary.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文章可⽤註解⽅式清楚分享學習與討論 
•具書⽬管理功能，與⽀援各種書⽬格式 
•將書⽬、全文、個⼈閱讀筆記等各種相關檔案作串連 
•與論文撰寫結合，簡化引⽤與撰寫參考文獻格式的作業。 
⼀起體驗學術界最in的平台吧！2015/12/31前註冊機構版會員享5GB，並可建立無限群組 
1.請⽤學校Ntust email申請加入會員，請按此註冊
2.建議加入屬於台科⼤之Mendeley群組 網址點選Join this group
3.來⾃Mendeley 的驗證email 會寄到您的申請email信箱，點選驗證連結就申請成功 
4.驗證⽅式: 登錄 Mendeley 後，點選 Account details 可查看空間 5GB
>>了解更多：Mendeley 線上影⾳教學  & 簡報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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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放送

「減肥無捷徑，健康有型真正靚」有獎徵答活動 (12/13截⽌)

活動簡介： 
已經漸漸入秋，舒適的天氣總讓⼈忍不住多吃⼀點，⽽冬天，則是脂肪最容易囤積的季節，要如何在下⼀個夏天來臨前將⾃
⼰最好的⼀⾯呈現出來？不論是在電視、廣播、或網路天天都可以看到減肥的廣告，可是您知道怎麼減最健康，⽽什麼是最
適合臺灣⼈的運動⽅式呢？別急著砸⼤錢去什麼減肥中⼼，立刻進入Taylor & Francis Online豐富的學術寶庫，讓我們⼀起来
探索最科學的减肥健⾝⽅法！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但需為20歲以上之中華⺠國公⺠。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12⽉13⽇⽌。 
活動徵答⽅式： 
1.限本校IP位址⾄Taylor & Francis Online資料庫查找。 
2.點選網⾴上的有獎徵答區作答，請務必參考並使⽤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完成所有問答。全對者即有機會參加抽獎。 
活動獎項：

https://www.mendeley.com/join/?noFB=1&routeTo=https%3A%2F%2Fwww.mendeley.com%2Fgroups%2F7418321%2Fnational-taiwan-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2F%23join-institution&_path=groups&_section=join-institution&_specific=7418321
https://www.mendeley.com/groups/7418321
http://taiwan.elsevier.com/elsevierdnn/tw/%E5%BF%AB%E9%80%9F%E4%B8%8A%E6%89%8BElsevier%E8%B3%87%E6%96%99%E5%BA%AB/Mendeley/tabid/2495/Default.aspx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50226,r200-1.php?Lang=zh-tw
http://0-www.tandfonlin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http://0-www.tandfonline.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


壹獎  GARMIN 智慧運動健⾝⼿環.............. ........................ 1個 
貳獎  OMRON 歐姆龍體重體脂計.. .............. ....................... 1個 
叁獎  NATHAN Triangle ⽔壺腰包.... .......... .........................4個 
肆獎 《BUFF》國家地理頻道頭⼱....... ........ ........................ 4個 
伍獎  誠品禮券200元........ ............. ............. ............. ......... 15個 
伍獎  T&F 限量好禮.......... ............. ............. ............. ..........15個還有多項⼤奬等你哦!!
詳情請⾒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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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ading‧愛閱讀

書名：零售4.0 : 零售⾰命,邁入虛實整合的全通路時代
作者：王曉鋒,張永強,吳笑⼀著
館藏索書號：498.2 / 467
 
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因此，如何⾯對經營與轉型困境，以及如何建立全通路零售模
式，是零售企業最為關⼼的重要課題。本書闡述了建立全通路零售模式的三部曲，透過
「尋找消費者」、「升級體驗」與「強化連結」，助推傳統零售成功⾛向無縫零售。 (1)
透過多通路與全通路的建立尋找消費者(2)利⽤⼤數據了解消費者潛在需求，升級個⼈化
服務與體驗(3)藉由品牌文化與內容⾏銷強化與消費者間的連結。(博客來)

書名：鋼鐵⼈⾺斯克 : 從特拉斯到太空探索,⼤夢想家如何創造驚奇的未來
作者艾胥黎.范思(Ashlee Vance)著
館藏索書號：490.9952 / 450
 
史上第⼀家為國際太空站運輸物資的私⼈航太公司SpaceX，如何以不可思議的低成本，
⼀再創造科學與商業的奇蹟？ ⾺斯克跟賈伯斯⼀樣，都被稱為「改變世界的科技狂
⼈」，賣座電影「鋼鐵⼈」就是以⾺斯克為原型，他是風格獨具的夢想家、創業家與⼯

http://59.120.40.122/signup/tnf/2015fall/FT1.html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2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282~S1*cht


業家，也是眼光獨到、⼀再開創新商業模式的企業家。 他史無前例的跨領域挑起四⼤
尖端產業的⾰命，從PayPal，到成立SpaceX、特斯拉、太陽城與推出Hyperloop計畫，
每個事業歷程都非常棘⼿，他卻能讓每次突破都讓全球驚豔。(博客來)

書名：成熟⼤⼈的吵架技術 : 被凹、被扯後腿,被客⼾、經辦⼈為難,如何優雅的爭到權
益?有SOP可學
作者：和⽥秀樹著; 羅淑慧譯
館藏索書號：494.35 656.4
 
老是被凹、接下不合理的要求，我該如何拒絕？如何得到該有的報償？同事毫不掩飾敵
意，⼀天到晚扯後腿、給我⼩鞋穿，怎麼阻⽌？我的考績哪有這麼爛？主管⼤⼩眼，我
要平反！底下的⼈⾃作主張、不服從你，怎麼讓那些驕、蠻、戆的下屬動起來？客⼾、
經辦⼈、連絡窗⼝老是為難我，該怎麼不花錢「打通」？如果你受夠⼀再忍讓、老是懊
悔⾃⼰沒有據理⼒爭，那你⼀定要學成熟⼤⼈的吵架技術。( 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打動⾯試官!英語⼝試這樣說就過關
作者：張翔編著
館藏索書號：805.18 730-4
 
如果你還以為⼝試沒得準備，那就落伍了。⼝試題⽬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天⾺⾏空，相反
的，它根本有跡可循！本書在分析了各⼤⼝試之後，精選最熱⾨的150個主題，針對這
些題⽬，編寫能打動⾯試官的「聰明回應」，就算你不是ABC，準備萬全、穩紮穩打，
照樣能說進⾯試官的⼼坎裡，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出。(iRead 灰熊愛讀書)

書名：年輕⼈ 五年後你在哪裡? :東⼤教授的⼈⽣戰略課,教你成為無可取代的Player
作者：伊藤元重著;周若珍譯
館藏索書號：177.2 845.8
 
⾝為經濟學博⼠的東⼤名師伊藤教授，初次公開在課堂上傳授的⼈⽣論和⼯作論。他將
專⻑的商業戰略思考應⽤在⼈⽣上：⼀、企業的⽬的；⼆、如何⾯對將來的各種不確定
性，⾯對⼈⽣，也可以運⽤同樣的邏輯來思考。作者在本書中毫無保留地與⼤家分享多
年來的⼼得，包含：讀書法、整理法、時間管理法、筆記術、討論⽅法等，從這些⽅式
來加強⼈⽣裡所需的基本功；此外，也提供了許多在學校與學⽣分享過的⼈⽣建議，例
如，磨練創造⼒的習慣、在第⼀線學到的東⻄、設定中期⽬標的⽅法、思考⼈⽣轉機的
⽅法等，融合經濟學觀 點幫助⼤家提升⾃⼰的能⼒。(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危險的傳聞

館藏索書號:DVD PN 18235

主演：⾦康宇、鄭進永、⾼昌錫

南韓四⼤演技派男星，驚悚揭露八卦操弄真相，無憑無據的謠⾔，點燃⼀場致命的追查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28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2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2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2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3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3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3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635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18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185~S1*cht


戰……，眼光超準⼜熱⾎認真的天才經紀⼈宇坤（⾦康宇飾），拚盡全⼒栽培新⼈演員美
貞，為了捧紅她不惜付出⼀切。⼀則火速散播開來的⼩報八卦，引爆美貞和政壇名⼈的婚外
情，醜聞愈鬧愈⼤導致美貞⾃殺。失去⼀切的宇坤發誓無論如何都要找出幕後造謠者報仇，
揭露真相還美貞⼀個公道。 (博客來)

 

影片名稱：⿃⼈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7981

主演：麥可基頓、愛德華諾頓、艾瑪史東

滾⽯雜誌知名影評⼈彼得崔維斯讚譽「本片是麥可基頓從影以來最好的演出」！由墨⻄哥名
導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執導，基頓演出⼀位企圖證明⾃⼰是位藝術家的過氣演員雷根，
他希望能在百老匯東⼭再起，但在此之前他必須⾯對⾃⼰的⾃尊以及剛出勒戒所的女兒珊、
搶戲⼗⾜的配⾓麥克，此外現任女友與前妻也來攪局，逼得他喘不過氣...。機智、富有想像
⼒的情節和⽬眩神迷的攝影，導演以驚⼈的場⾯調度集合艾瑪史東、愛德華諾頓等⼀票精采
演員，⼀同打造這部「⼤膽，原創」⽽得獎無數的傑作！(博客來)

 

影片名稱：B咖的幸福劇本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374

主演：柴克布瑞夫、凱特哈德森、艾希莉葛林

魯蛇爸爸艾登（柴克布瑞夫飾）是個默默無名的演員，整天發明星夢，卻無所事事天天
跑龍套，只能靠老婆（凱特哈德森飾）靠老爸養家活⼝，⽣活勉強過得去。直到老⽗親
得了重病沒辦法再負擔孫⼦們的開銷，艾登被迫⾯對現實，「沒錢繳學費那就帶回家⾃
學吧！」誰知過程烏龍百出極盡瘋狂，再加上沈迷於Cosplay 的弟弟莫名加進來攪局，崩
潰指數無限上飆，哭笑不得，但這趟荒腔⾛板的瘋狂旅程，卻讓這⼀家⼈看到了完全不
同的世界，學會了互相信任和⽀持，誰說⽣活⼀定 要照著⼤家說的那樣過？ (博客來)

影片名稱：曼哈頓戀習曲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388

主演：綺拉奈特莉、⾺克魯法洛、亞當李維

 
你信不信，⼀⾸歌就能拯救你的靈魂？唱片公司⾼層丹穆⾥根（⾺克魯法洛 飾）正⼀蹶
不振，⾯對著失敗的婚姻、荒廢的事業、以及疏離的女兒。就在最絕望無助的瞬間，他
意外聽⾒了葛莉塔（綺拉奈特莉 飾）所唱的⼀⾸歌；她是⼀位默默無聞的⾳樂⼈，在經
歷⼼碎與挫折之後，正準備放棄⾃⼰的⾳樂夢想。兩條失落的⽣命，在這⼀個晚上因為
⾳樂⽽相遇，也因為⾳ 樂⽽拯救了他們瀕臨崩塌的⼈⽣。(博客來) 

影片名稱：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

館藏索書號: DVD PN 18395

主演：史嘉蕾喬韓森、克⾥斯伊凡、克⾥斯漢斯沃

 
史上最強超級英雄再度集結！在神盾局崩落、九頭蛇再起之際，世界秩序⾯臨考驗，鋼
鐵⼈東尼史塔克開發了⼈⼯智慧奧創來維繫世界和平，沒想到不斷進化的奧創維持世界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118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12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12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012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4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4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4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65~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6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12757~S1*cht


和平的終極⼿段卻是要⼈類滅亡，復仇者聯盟⾯對這樣的情境必須撥亂反正，挽回這個
由⾃⼰所創造出來的錯誤。除了鋼鐵⼈之外，浩克、索爾、美國隊⻑、⿊寡婦和鷹眼全
數回歸，但他們也⾯臨新的超能者，可以控制⼼靈的緋紅女巫和⾏動快如閃電的快銀，
⾯對奧創⼤軍來襲，復仇者聯盟必須重振旗⿎，迎戰強敵。（博客來）

 

 
 

》回⽬錄

圖書館⼀樓書庫新增飲⽔機，歡迎多加利⽤！

 

圖書館⼀樓視聽資料區新增飲⽔機，歡迎多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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