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訊 

 期中考結束後，接下來

是校慶的各項活動，學

期也真正過了一半，同

學得開始準備學期報告

囉！ 

本期書訊將提供報告秘

笈，同學臨陣磨槍得此

秘笈定能事半功倍！ 

10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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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NEWSLETTER 

電子資料庫訓練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料庫教育訓課程表，歡迎線上報名參加！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育訓練資料庫名稱 報名連結 

104/11/04 15:00-17:00 L204 
Web of Science(WOS)與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s(JCR)資料庫教育訓練 

我要報名 

104/11/18 16:00-17:00 L204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空中英語

影音典藏系統      

我要報名 

104/12/02 16:00-17:00 L204 
萬方數據庫 我要報名 

104/12/16 16:00-17:00 L204 
華藝線上圖書館(含CEPS、CETD、

CJTD與e-book) 

我要報名 

※凡報名並參與全程者，圖書館將核發1小時研習證明。 

歡迎加入粉絲專頁 

 

 

 

 

 

元培醫大圖書館  

FB粉絲專頁 

歡迎全校師生至臉書專頁

按讚，以獲得相關訊息。 

希望提供更多的好讀資

訊，為校園增添書香氣

息。 
https://www.facebook.com/

ypu.lib?

no-

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Q1B1gGh5Wjido8hxXTx&preferencesSaved=
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PointOfEntry=Home&SID=Q1B1gGh5Wjido8hxXTx
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PointOfEntry=Home&SID=Q1B1gGh5Wjido8hxXTx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22.php
http://vod.lib.ypu.edu.tw/ilibrary/
http://vod.lib.ypu.edu.tw/ilibrary/
http://tccs2.webenglish.tv/
http://tccs2.webenglish.tv/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23.php
http://g.wanfangdata.com.hk/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24.php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25.php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www.facebook.com/ypu.lib/photos/a.335695473290141.1073741825.335682279958127/335696493290039/?type=1&source=11


頁 2 新鮮人專區─大學生一定要知道的資料庫 

大學生一定要知道的資料庫(打開檔案點圖可連結).pdf 

660.52KByte 下載附件  

新增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護理學全文資料

庫」 

歡迎試用! 

試用網址： 

http://

search.ebscohost.co

m/login.aspx?

pro-

file=ehost&defaultd

b=rzh 

試用期間：即日起

至2015/12/31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提供了世

界上最完整有關於護

理學及健康科學的期

刊全文內容。資料源

自美國國家護理聯

盟、美國護理協會，

包含5,000種以上期刊

書目資源及超過795種

的全文期刊，同時也

收錄於CINAHL資料庫

中的索引資料。 

http://lib.ypu.edu.tw/files/14-1018-41835,r275-1.php?Lang=zh-twC:/Users/yeh/Documents/Outlook%20檔案
http://lib.ypu.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kk0TDNCMFlWOHlNVEUzTkY4ek1ERXpPRE0yWHpnME5UazVMbkJrWmc9PQ==&fname=HDJHJD45SXVTFDEHSXRPVXCHKLIHGHCDHDJHGDOP35MLHCCHCD3150RPHDVTNLRPSXJHUXPKKLOPCDDD15B5GDA5HDVTCDA515EDUWEHKLZXGHQLUTVTGDB515ZXRLRPSXJH
http://lib.ypu.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kk0TDNCMFlWOHlNVEUzTkY4ek1ERXpPRE0yWHpnME5UazVMbkJrWmc9PQ==&fname=HDJHJD45SXVTFDEHSXRPVXCHKLIHGHCDHDJHGDOP35MLHCCHCD3150RPHDVTNLRPSXJHUXPKKLOPCDDD15B5GDA5HDVTCDA515EDUWEHKLZXGHQLUTVTGDB515ZXRLRPSXJ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圖書館在科技時代的

進步下，愈來愈依賴電

子資源，因此「電子資源

整合查詢系統」。 

      登入之後即可連結

相關之「電子資料庫」

「電子期刊／雜誌」、

「電子書平台」、「網路

資源」等，便可找到您要

的資料，資源豐富多元，

歡迎使用。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學，就像一隻

鑽頭，去開掘

知識的深井。

問，就像一把

鑰匙，去啟開

疑團的大門。 

頁 3 
電子資源服務 

電子書／電子雜誌 

圖書館網頁首頁即可連結喔！ 

 

在這裡 

http://thesis.lib.ypu.edu.tw/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p=/smartweaver/login.htm


 ~我用借閱，紀錄我的青春時代~ 

頁 4 借閱活動 

我的少女時代」版借閱紀錄串連活動 - 青春總會因為一個人開始閃閃發亮。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1/30止。詳細說明請按圖片連結活動網頁。 

活動辦法：請上本館網頁查詢館藏，利用書名頭文字進行您想要的文字組合(操作說明請

點我)(例：您個人喜歡的人或暗戀對象-我喜歡妳宋慧喬)。借閱完成後，請用手機將櫃檯

個人組合完成之借閱紀錄畫面拍下，原圖或加工後圖片寄至 joanna@mail.ypu.edu.tw 信

箱，信件標題註明參加「我的少女時代」活動，本館將幫您接續 po在「我的少女時代」版

借閱紀錄後，參加者可獲得小禮物一份。 

HyRead電子書「校園閱讀火星耕種閱讀計畫」 

~抽iPhone 6等好禮 

活動詳情請點我 

借書網址： 

http://ctle.ebook.hyread.com.tw/ 

學生：借書帳密同校務系統帳密 

http://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509/index.html?utm_source=hyread&utm_medium=banner&utm_term=libleft&utm_campaign=2015%E6%A0%A1%E5%9C%92%E6%B4%BB%E5%8B%95
http://ctle.ebook.hyread.com.tw/
http://lib.ypu.edu.tw/files/13-1018-41928.php


電子資料庫試用 

Health Source健康資訊與MEDLINE生物醫學等全文資料庫使用需求調查試用，請師

生多利用參與。 

(試用期間：9/16~11/15)  

華藝電子書「2015整個城市，聽見不e樣的聲音」~抽平板、拍立得(10/1-11/30)  

新增「EBSCO Vocational Studies Premier技職領域集中索引全文資料

庫」，歡迎使用。  

連線網址：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vsh 

使用期限：即日起至2016年10月11日止 

此一資料庫為以技職相關之教育科目為導向，收錄2,000種以上技職領域實用期刊，其中超過974種全文

期刊與近40種專業書籍。主題涵蓋：職涯規畫、商業金融、財務管理、醫務管理、電腦與資訊處理、機

器人學、電子科目、資訊科技CAD（電腦輔助設計）、流行設計、平面設計、繪畫、攝影、建築與室內

設計、旅遊與觀光、美容與化妝品領域等相關國內以技術為主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所教授之

科目及領域。 

此資料庫之特色強調偏重技術性之實際研究資源，並透過EBSCO特有巨量、完備的集中索引資料庫，將

圖書館全部學習資源整合成集中索引，提供讀者一個簡單易用並且功能強大的檢索資料庫。以單一檢索介

面以及無縫式資源鏈結技術介接全文，完整呈現技職領域全部資源。 

活動詳情請點我 

借書網址：http://www.airitibooks.com/ 

學生：借書帳密同校務系統帳密 

教職員：借書帳號=員工編號，密碼=校務系統密碼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vsh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509/vote.html
http://www.airitibooks.com/


  

       瑜伽因為兼具美容和健康的功效受大眾喜愛，但是學瑜伽的人通常會被

問：「你的腳可以繞到頸後嗎？」「你可以倒立嗎？」「你的腿可以打麻花

嗎？」「你的頭可以後仰放在小腿上嗎？」……心裡出現的OS：「最好是可以

啦！」瑜伽＝軟骨功，有人說：「脊椎多柔軟，身體就多健康。」是事實也不是

事實，瑜伽的高難體位要求往往是使人怯步的原因，這當然是錯誤的認識。要不

就是「練瑜伽可以減肥瘦身嗎？」「你是男生耶，為何要練瑜伽？」。SUJIT老

師也常被問到這些問題，他說「瑜伽不僅僅是肢體的健身與瘦身，不只是身體的

伸展、倒立、扭轉等動作，瑜伽是一種精神，體現在我們的呼吸、吃進身體的食

物，更包含了正確的價值觀，帶領我們走向身心靈的平

和。這也回答了前面的諸多誤解與疑問。 

    因一場大車禍而透支精神體力甚至得到憂鬱症的坣

娜，藉由瑜伽，使身體機能陸續恢復，她說：「除了身體越來越健康，更棒的是，

藉由瑜伽的深層觀想，她更認識自己，感受前所未有的平靜與

幸福。」重新開啟事業，她出書將這段重生的歷程與瑜伽分享

給讀者。 

即然瑜伽是好東西，應該有一正確的認識，它的歷史可是相當

悠久的。瑜伽起源於4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從摩亨佐．達羅

遺跡中，挖掘出的印章中有以瑜伽坐姿進行冥想的圖案。西元 

300年前之優婆尼沙的《奧義書》中已記載瑜伽一詞與其理論， 西元前200年則有祖帕坦

伽利Patanjali書寫《瑜伽經》，匯集了當時所有的瑜伽知識。《正確學瑜伽》一書中引

用經文：「必須進入身心分離的狀態，方得最終頓悟」

說明頓悟的境界──「三摩地」

也是瑜伽的目的，因此有所謂八

功法：持戒、遵行、體位法、調

息、制感、專注、冥想、三摩地

等八種。由此在印度由基本的二

種「勝王瑜伽」、「哈達瑜伽」

再衍生出各種流派。哈達瑜伽著

重調息、冥想與體位法，勝王瑜

伽僅進行冥想，強調控制心

的動向，以精神世界為中

心，捨棄欲望和執著的情

感。 

想進一步了解瑜伽的內涵與各

種練法及功效嗎？找書去吧！ 

悅讀瑜伽 

坣娜／《瑜伽 = Tang yoga : 可以排壓的四套奇妙瑜伽法》411.7 9047 94  

Barnett, Marilyn 巴奈特，胡洲賢／《熱瑜伽》411.7 7742 95  

廖世璋／《 光瑜伽 : 生命智慧光療法》411.7 0041 102 

嚴麗娟;露易絲／《懶美人瑜伽 : 一學就會的48式經典體位》411.7 1062 10 

高津文美子／《臉瑜伽 : 高津老師教你用表情打造緊緻肌膚》417 0308 99 

Watamoto YOGA Studio RIE／《正確學瑜伽》411.15 8044 104 

Sujit Kumar／《Sujit老師 7堂神奇瑜伽課》411.7 0040 104 

圖書館找書去 

外多位醫界專業人士指出，做瑜伽時提高溫度有助於放鬆

肌肉、強化心臟、排除毒素，幫助舒緩諸如背痛、失眠和

壓力等身體狀況。練習熱瑜伽不僅能讓全身肌肉協調發

展，從而強化你的健康狀態，達到回春、恢復精神之效，

在心靈上更能為你創造出一種幸福感。 

「光瑜伽」靜心法及呼吸法

的起源，來自我在佛陀聖地

菩提樹下的經驗，運用

「光」來傳達「空」的實證

覺受。如此，便開啟了「光

瑜伽」及「光」中隱藏的智

慧密碼，來窺見佛陀的無上

智慧，並朝向一個喜悅的智

慧成長之路。 

http://webpac.lib.ypu.edu.tw/toread/opac/bibliographic_view/137615
http://webpac.lib.ypu.edu.tw/toread/opac/bibliographic_view/141569?location=0&q=%E7%91%9C%E4%BC%BD&start=0&view=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