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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圖書館EBSCO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 (2017/1/6截⽌)

2017年起停訂Elsevier ScienceDirect期刊及配套措施

因Elsevier無法提供臺灣合理的合約，圖書館將於2017年起停訂Elsevier ScienceDirect期刊。為使停訂Elsevier
ScienceDirect期刊對本校師⽣教學、研究和學習之衝擊降到最低，圖書館將推出配套措施，協助師⽣取得所需的期刊
文獻。若您發現所需要的期刊論文無法連線取得，請參考以下⽅式獲取您需⽤之期刊論文：

可查找網路資源，例如Google Scholar。
可試查作者所屬單位的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平台。
可向作者索取。
可以透過全國館際合作⽅式(NDDS，Nat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申請期刊文章。
https://ndds.stpi.narl.org.tw/

 此外，為協助師⽣取得所需之期刊文獻，本館正積極申請加入國際快速館合(Rapid ILL)，相關進度及訊息，亦將隨時
公告。
在此艱困時期，需要全校師⽣同⾈共濟⼀致對外爭取權益，不便之處，尚請體諒！

http://library.ntust.edu.tw/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59-1.php?Lang=zh-tw


圖片來源: Pen Waggener
》回⽬錄

歡迎利⽤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簡稱 NDDS，是提供國內圖書館申請全文資料之館際合作
系統。本系統結合全國期刊聯合⽬錄與館際合作功能，提供讀者與館員查詢國內 400 餘圖書館之館藏，可線上提出申請期
刊、圖書、學位論文等資料之複印及圖書借閱等服務，並可隨時查詢申請狀態。歡迎多加利⽤！我要申請！

》回⽬錄

管理學院資料庫選介，歡迎多加利⽤！

1、哈佛商業評論資料庫[全球繁體中文版]：《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創立於1922年，由美國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HBSP）發⾏。八⼗餘年來曾經孕育出許多先進的管理觀念，許多著名管理趨勢⼤師，如彼得．
杜拉克、麥克．波特、⼤前研⼀等，常在此發表創⾒性文章，對全球管理實務產⽣深遠的影響。內容收錄《哈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期刊創刊迄今，以及《哈佛商業評論精選》全系列叢書共計近800篇經典文章匯集整理⽽成。IE較不穩定，
建議使⽤Google Chrome瀏覽器。使⽤前請先登入圖書館帳號密碼！哈佛商業評論資料庫講義下載！

2、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完整版]：連線範圍(Access Restrict)：單機版!限圖書館電腦檢索區PC18使⽤！
台灣經濟新報（TEJ）成立於1990年 4⽉，專⾨提供證券⾦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TEJ創辦⾄今已成為台灣及⼤中華
地區⾸屈⼀指的財經資料庫提供者，因此許多國際知名的機構，也都以TEJ作為其資料供應商。TEJ有志於成為⼤中華地區
(跨台灣、中國⼤陸及香港⾦融市場) 及全亞洲區（⽬前已有泰國、韓國、新加坡、菲律賓、⾺來⻄亞⾦融市場）最專業的⾦
融資料庫──提供正確、⼀致且及時的投資決策必要資訊，並有⾼度加值的使⽤者介⾯，⽅便萃取資訊。

3、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台灣版]：連線範圍(Access Restrict)：可校外連線
包含以下兩種資料庫：
總體經濟及⾦融指標資料(MA) 收錄年限：年資料⾃1961年起、季資料⾃1971年起、⽉資料⾃1980年起。收錄範圍：國內經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59-1.php?Lang=zh-tw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59-1.php?Lang=zh-tw
http://0-elib.infolinker.com.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cgi-bin2/Libo.cgi?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22855,r200-1.php?Lang=zh-tw
http://0-140.118.8.21.millennium.lib.ntust.edu.tw/download/


濟部分，政府部⾨發布的總體經濟指標共30餘種資料均為收錄對象，計約3,000項的國內總體經濟指標資料；國際經濟部份
共收錄23個國家之資料，主要來源為國際貨幣基⾦會 (IMF) 出版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以及 OECD 的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刊，以及其他報紙、期刊。國內基⾦淨值及持股資料(SE) 收錄年限：⽇資料1988年起、持股資
料⾃1993年7⽉起。收錄範圍：所有國內投資信託公司所發⾏之基⾦，包括投資海外之基⾦、國內封閉型、開放型基⾦、股
票型及債券基⾦等。TEJ資料庫講義下載！

4、Business Source Premier [EBSCOhost] ：收錄年限：1965-資料內容：涵蓋 BSE 資料庫，收錄 3,344 餘種期刊之索摘，
及其中近 2,182 種期刊全文、非期刊全文資料。 主題範疇：涵蓋商業相關領域之議題，如⾦融、銀⾏、國際貿易、商業管
理、市場⾏銷、投資報告、房地產、產業報導、經濟評論、經濟學、企業經營、財務⾦融、能源管理、資訊管理、知識管
理、⼯業⼯程管理、保險、法律、稅收、電信通訊等。EBSCO資料庫講義下載！

5、DigiTimes：以網站為平台的「資訊服務」，提供快速⽽完整的電⼦科技產業與市場報導。「DIGITIMES科技網」：提供
全球電⼦科技產業新聞、市場分析及產業領袖專訪資訊。依據產業類別，分為7類，各成立⼦頻道，包括半導體/零組件、綠
⾊節能、資訊、消費性電⼦、平⾯顯⽰器、網通/軟體、通路。涵蓋電腦軟硬體⼯業、半導體產業、通訊產業、電信服務
業、電⼦流通業、消費電⼦產業、零組件產業及其他電⼦科技應⽤⼯業與⾼科技投資相關產業。「國際財經網」：提供即
時、快速的全球財經新聞，以及⾦融市場、商品資訊的各項訊息服務。「企業IT網」：探討企業IT管理、應⽤、解決⽅案、
產品採購等資訊，以滿⾜企業IT⼯作者需求，為企業運⽤e化提升營運效益提供關鍵資訊與參考⽅向。以網站為平台的「資
訊服務」，提供快速⽽完整的電⼦科技產業與市場報導，並累積成資料庫提供線上查詢服務。第⼀次使⽤請申請個⼈帳號，
相關資訊請⾒個⼈帳號申請相關資訊。
更多資料庫的查詢，讀者可從以下途徑進入： 
圖書館⾸⾴/電⼦資源/電⼦資料庫查詢/輸入欲查詢的資料庫名稱即可進入！由校外連線利⽤本館電⼦資源時，需登入帳號
密碼，請⾒登入說明。

 
》回⽬錄

使⽤圖書館電⼦資源，請遵守使⽤規範！

請全校師⽣使⽤電⼦資源時，遵守使⽤權規範與智慧財產權，⼀旦違反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讀者須⾃負相關法律責任，圖
書館並將依情節輕重停⽌其使⽤權。 
‧  僅限於個⼈學術研究或教學⽬的使⽤，不得以資料庫及其資料從事商業⾏為。 
‧  電⼦資源請勿非法⼤量下載，禁⽌使⽤⾃動下載軟體，合法下載資料後請勿於線上傳播流通。 
‧  禁⽌有計劃、⼤量地列印或下載資料庫中的全文內容。例如：下載某期刊各卷期的全部(或⼤部分)全文文章，或於⼀定時
間內下載之全文量已超出合理比例。

》回⽬錄

105年聖誕祈福許願⼜開始囉，歡迎來許願！

⼜到了⼀年⼀度的聖誕節~~圖書館去年的祈福許願活動反應熱烈，今年將再度舉辦!!!同學或教職員都可以來圖書館⼀樓⼤
廳，免費索取許願卡，寫上願望或祝福，親⼿綁在活動板上，祈禱願望成真。特製許願卡數量有限，趕快來參加吧!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22872,r200-1.php?Lang=zh-tw
http://0-web.a.ebscohost.com.millennium.lib.ntust.edu.tw/ehost/search/advanced?sid=3d35c998-8a42-4927-8352-db62dbafecee%40sessionmgr4008&vid=0&hid=4109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4-1025-22850,r200-1.php?Lang=zh-tw
http://0-www.digitimes.com.tw.millennium.lib.ntust.edu.tw/tw/lgn/lgn.asp?tourl=/tw/default.asp
http://www-o.ntust.edu.tw/~lib/databases_manual/DIGITIMES_login.pdf
http://library.ntust.edu.tw/ezfiles/25/1025/img/880/120997105.pdf


》回⽬錄

iReading‧愛閱讀

書名：⼤數據戰略4.0

作者：任立中等合著; 任立中總編輯
館藏索書號：312.74 636
 

本書集結⾏銷、製造、雲端、醫療、會計、零售、社群、農業、⾦融、電商、地理、運
動等⼗⼤產業。讓您⼀窺⼤數據的全貌。31位頂尖學者與業界精英，將最精華的理論與
實務結合。您將洞悉「⼤數據戰略4.0」的：四⼤戰略：資源整合、平台建置、創意思
維、新創業態。四⼤內涵：理論、模型、預測、決策。(博客來)

書名：那⼀年,我在劍橋揭下佛地魔的⾯具
作者：許復著
館藏索書號：741.719 490
 

被評為世界第⼀學府的劍橋⼤學，真的通往⼀個緊緊牽動真實世界的魔法時空，你信不
信？八百年歷史的劍橋⼤學，與傳說中的霍格華茲魔法世界有什麼關係？劍橋有什麼樣
的風⽔，可以成為全世界第⼀諾⾙爾獎得主搖籃？今⽇的劍橋憑藉著什麼樣的魔⼒可以
撼動全球的政治和經濟？劍橋⼜怎麼會有佛地魔呢？如果把他的⾯具摘下……(博客來)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1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45~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45~S1*cht


書名：愛的萬物論 : 史蒂芬.霍⾦與潔恩的真實故事
作者：潔恩.霍⾦(Jane Hawking)著; 嚴麗娟譯
館藏索書號：784.17 460
 

電影《愛的萬物論》原著⼩說
他的頭腦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她的愛改變了他的世界，這本書是史蒂芬‧霍⾦的前妻潔恩‧
霍⾦的回憶錄，從⼀個女⼈，⼀名妻⼦的⾓度看待這段25年的婚姻⽣活，也讓我們了解
照顧⼀個有運動神經元疾病的天才，要⾯臨什麼樣揪⼼的現實——對抗官僚主義、獨⾃努
⼒維護⾃尊、疲憊、挫折和沮喪的痛苦叫聲。(博客來)

書名：25種關鍵化⽯看⽣命的故事 : 化⽯獵⼈與35億年的演化奇蹟
作者：唐納.波瑟羅(Donald R. Prothero)著; 鍾沛君譯
館藏索書號：359.1 665
 

透過化⽯，看盡地球⽣命演化重要⾥程碑，與遠古巨獸驚⼼動魄地相遇，和化⽯獵⼈深
刻洞察地交⼼！★美國亞⾺遜五顆星強⼒推薦，古⽣物學類No. 1、恐龍類No. 2、化⽯
類No. 3★全美國最會講故事的知名古⽣物學家、科普作家──唐納‧波瑟羅最新⼒作★⾃
然科學博物館古⽣物學資深研究員程延年博⼠專業審訂。本書針對已滅絕的關鍵古⽣
物，從樣貌、年代、地理位置、演化歷程，到化⽯在世界各地的珍藏處，有系統地進⾏
全⾯、深入⽽完整的介紹！(博客來)

書名：京都⼤學不外傳!會讀書也會思考的學習法 : 33個你⼀定要知道的學習關鍵Q&A,
⼀舉提升IQ、讀書效率與⼯作表現
作者：SE編輯部編著; 京都⼤學學習法研究會監修; 胡毓華,⾼詹燦譯
館藏索書號：521.1 754.2
 

坊間讀書法或學習法琳瑯滿⽬，常讓有⼼學習的⼈⾯臨選擇困難，因此本書將告訴你如
何「選對並善⽤」最適合⾃⼰的學習⽅式。本書監修顧問群陣容堅強，包括京⼤⼤學
部、碩博班學⽣，以及法律、會計、專利、出版等各界京⼤校友，率先獨家披露並剖析
京都⼤學vs.東京⼤學入學考考題，教你如何看穿出題者的意圖，判斷學校或公司想錄取
什麼樣的⼈，確立正確的準備⽅向，踏出成功第⼀步！ (博客來)

 

》回⽬錄

i DVD

影片名稱：魔境夢遊 : 時光怪客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642

主演：強尼戴普

故事發⽣在三年後，此時愛麗絲已是遊歷四⽅，深入中國探險的女船⻑，但好友
瘋狂帽客卻⾯臨死亡威脅！愛麗絲必須從⾃⼤傲慢的時光怪客⼿上，偷⾛能回到
過去的時空轉移球，找到帽客⽣病的癥結，改變過去的歷史，卻意外發現紅⽩皇
后的童年秘密，原來，兩⼈也曾經是好姊妹，直到看似溫柔婉約的⽩皇后，做了
不可告⼈的舉動，讓紅皇后⼤受打擊，從此性情⼤變……⽬睹這⼀切的愛麗絲，
想透過時空轉移球的能⼒，回到⼀切發⽣的起點，改變魔境世界的命運。但是，
⼀旦時空轉移球離開時光怪客⼿中，魔境也會步向毀滅，愛麗絲究竟該如何是
好？(博客來) 

影片名稱：魔獸：崛起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643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5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6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63~S1*cht%20targe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60563~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57~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58~S1*cht


主演：崔維斯·費米爾

艾澤拉斯的和平，正因⼀個可畏的種族入侵⽽處於開戰的臨界點：獸⼈戰⼠被迫
離開垂死的家園去尋找新的世界。由於⼀個傳送⾨的出現，兩個世界得以連結，
敗戰求全與種族滅絕成為他們不能敗的理由。我們將透過彼此的立場來了解，準
備交戰的兩⽅英雄會因為他們的家⼈、族⼈和家園的命運⽽⾛向不歸路的故事。
儘管戰爭有許多⾯向，每個⼈都有值得奮戰的事，⼀個偉⼤壯觀且犧牲奉獻的傳
奇故事即將展開。（博客來）

影片名稱：ID4星際重⽣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696

主演：連恩漢斯沃、比爾普曼、傑夫⾼布倫、傑⻄亞瑟

20年後，神秘的外星⼈⼜回來了，帶著毀滅性的武器讓這部賣座電影【ID4星際
終結者】的續集更具可看性！【ID4星際重⽣】描述20年前經歷末⽇浩劫後，科
學家⼤衛李文森(傑夫⾼布倫 飾)被任命為地球太空防衛部部⻑，他運⽤外星⼈的
科技制定防衛性的武器保護地球。但外星⼈的進化遠遠超過⼈類的預期，它們再
度展開⼀場規模空前的入侵…。由億萬導演羅蘭艾默瑞奇執導，網羅【飢餓遊
戲】連恩漢斯沃、【攻無不克】傑⻄亞瑟等影壇新秀與【私刑教育】比爾普曼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飯店】傑夫⾼布倫等巨星共同演出這部科幻動作鉅片。(博
客來)

 

影片名稱：麥⽥書香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693

主演：莉茲索拉麗

愛情？麵包？妳要選哪⼀個？她是國際時尚雜誌【美麗佳⼈Marie Claire】的總
監，美麗、⾃信，平時名跑⾞代步，出差有私⼈豪華客機,遊⾛於巴黎及米蘭兩⼤
時尚之都，伸展台上更是呼風喚雨，還有⾦融圈的⾼富帥男友，⽣活看似完美無
缺，直到有⼀天，來到偏遠奧斯圖尼Ostuni優美的麥⽥之鄉，並邂逅了溫柔的農
夫蘭佐改變了⼀切…。來⾃城市，時尚⼜有著出眾書香的氣質，成為眾⼈焦點，
但距離幸福只剩下⼀步之遙，她不知該如何爭取，加上精打細算的男友不斷說服
她賣掉農莊，卻獨鍾於⽥野的樸實，即將到來的時裝週也在提醒著她回到城市，
熱愛的⼯作崗位、事業和所愛，城市與鄉村如何取捨？(博客來)

 

影片名稱：0.5mm

館藏索書號:DVD PN 19538

主演：安藤櫻

報知電影獎最佳影片；⽇本電影影評⼈⼤獎最佳影片；⽇本奧斯卡、藍絲帶、旬
報⼤滿貫影后安藤櫻。
0.5mm是⼼的刻度，也是⼈⽣數字所有的答案
⼭岸紗⽻（安藤櫻 飾）是個專業的老⼈看護，某⽇病⼈家屬提出⾼額報酬，要求
紗⽻「和爺爺同床共枕⼀晚」，紗⽻⼼軟答應了。但當晚發⽣了失火的意外事
件，讓她丟掉看護⼯作。紗⽻因此意外事件無法繼續當職業看護，⼜不⼩⼼弄丟
所有存款。⾝無分文的她，⼼⽣⼀計，開始發揮⾃⼰善於和老⼈相處的專⻑，在
街上物⾊老⼈並脅迫老⼈們將⾃⼰帶回家中同住。為了取得老⼈們的信賴，紗⽻
每天⾃動幫老⼈家們整理家務並料理三餐，展開「寄⽣」的⽣活。在與不同老⼈
們相處的⽇⼦裡，紗⽻看⾒老⼈們遇到的各種無奈與現實問題……。 (博客來)

 

》回⽬錄

【有獎徵答】圖書館EBSCO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 (2017/1/6截⽌)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58~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8861~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1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1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9114~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1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172~S1*cht
http://millennium.lib.ntust.edu.tw/record=b1855172~S1*cht


活動簡介：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公司正為您舉正為您舉辦「EBSCO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參加者只要連線⾄活動網址
並利⽤EBSCO資料庫回答題庫中的問題，即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Elsevier藍芽⾳響、Elsevier保溫杯、Elsevier 8G
隨⾝碟等獎品，歡迎踴躍參與!!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同仁。
活動起迄時間：即⽇起⾄2017年1⽉6⽇⽌。
活動徵答⽅式：
1. 限本校IP位址⾄EBSCO資料庫查找。
2. 點選活動網址回覆問題。
活動獎項：
蘋果AirPods無線⽿機..........................................................3名
(如尚未發售則以等值7-11禮卷做為禮品)
3,000元7-11禮券..................................................................1名
2,000元7-11禮券..................................................................1名
200元7-11禮券...................................................................50名
歡迎參加！

 
 
 

》回⽬錄

閱讀歷年快報 │ 來信指教

如果您對這份電⼦報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E-Mail或直撥服務專線，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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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bsco.com/e/zh-tw/blog-index/2016-ebsco-online-contest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11-1025-1854.php
http://library.ntust.edu.tw/files/87-1025-9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