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書訊

本刊訊
一年之計在於春，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這學期的目標不知想好
了嗎？

Reader’s Newsletter

這學期圖書館依然有
發行日期／201703

圖書館

許多的活動歡迎您來參
加，獎品優厚……需要
讀者熱烈支持。

105-2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表
場 日期
次

時間

地點 教育訓練資料庫名稱

偶爾在圖書館空蕩
報名連結

蕩的座位區中看見幾個
身影，會有莫名的感

1

03/15 16:00- L204 HyRead電子書+電子雜誌
17:00

我要報名

2

03/29 16:00- L204 EBSCO資料庫(課程講義：EBSCO 我要報名
17:00
基本檢索使用說明；EBSCO進階
檢索使用說明)

動。以為一個人 K 書是
寂寞的，但我後來看見
一段話：當你的價值觀
與身旁的人不同時，你
會感到寂寞，然而「活
出自己，撐到最後」，

3

04/12 15:00- L204 Web
of
Science(WOS)與 我要報名
17:00
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s
(JCR) (課程講議：WOS使用介
紹PPT、新版JCR簡易版使用介
紹PPT、新版JCR進階版使用介
紹PPT)

4

04/26 16:00- L204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空中 我要報名
17:00
英語影音典藏系統

5

05/03

我要報名

6

05/10 16:00- L204 萬方數據庫
17:00
05/24 16:00- L204 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7:00

我要報名

7

8

15:00 L204 博碩士論文上傳系統教育訓練
-17:00

我要報名

就會讓別人知道你是一
個什麼樣的人，你會吸
引他們跟你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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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系推薦訂購專業西文期刊，歡迎多加利用。
單位
企業管理系

刊名

館藏地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環境工程衛生系 Annual

Review

of

請登入「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並參照

Environment 下列圖示快速查找各系推薦訂購專業西文電

and Resources

子期刊。

環境工程衛生系 INDOOR AIR

醫務管理系

Health Care : Current Reviews

醫學影像暨放射 Radiology
技術系
醫學檢驗生物技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術系

gy

醫學檢驗生物技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術系
觀光休閒管理系 Tourism Economics

生物醫學工程系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護理系

Cancer Nursing

食品科學系

FOOD TECHNOLOGY

資訊管理系

IEEE Transactions on Semicon- 圖書館2樓現刊區(紙本)

圖書館2樓現刊區(紙本)

ductor Manufacturing
餐飲管理系

FOOD & WINE

圖書館2樓現刊區(紙本)

餐飲管理系

FOODSERVICE & HOSPITALITY

圖書館2樓現刊區(紙本)

新書介紹
新增「MHD 中英對照健康衛教資料庫」，歡迎多加利用。
使用期間：01/01-12/31
連結網址：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chinchi&defaultdb=aph
內容簡介：針對各種不同的疾病、症狀與治療過程提供簡單易懂，並且有實證的健康報告。
英文內容皆以美國國小五年級的程度撰寫，讓使用者容易閱讀瞭解，同時比起網路免費資訊
更值得信賴。內容包含：疾病說明、藥物資訊、手術須知等訊息

電子書活動

WILEY電子書推廣活動：WILEY新春封猴大賽~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7/4/30
活動說明：只要參加【金雞“讀利”（Wiley）問卷抽獎活動】，並在臉書上分享活動至塗鴉
牆，就有機會獲得GoPro等大獎。若在校外使用Wiley電子書，請登入「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後，點選「電子書平台」，再以「Wiley」查詢即可校外連線】
流程說明：
填寫問卷(

)

在臉書粉絲專業活動頁面上留言【金雞讀利,我要讀
公開分享本活動(

4

)並按讚

】並

一位好友

新書/新片介紹
書目資訊

條碼號

人性中的良善天使 : 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 /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0208690
顏涵銳,徐立妍譯 .- 臺北市 : 遠流, 2016[民105]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 = cooking, family and life : 「留著青蔥在,不怕沒菜燒」的新世代主
婦料理哲學 / 林姓主婦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6[民105]

0208691

假性孤兒 : 他們不是不愛我,但我就是感受不到 / 琳賽.吉普森(lindsay c. gibson)著; 范瑞
0208692
玟譯 .- 臺北市 : 大和總經銷, 2016[民105]印刷
從斷捨離出發,打造你的新家感! : 住宅改造就從人的改造做起,斷捨離+簡單生活+通用綠
0208694
住宅,免除再一次的惱人大翻修! / 林黛羚著 .- 新北市新店區 : 遠足文化發行, 2016[民
105]
低欲望社會 / 大前研一著; 駱香雅譯 .- 臺北市 : 大和總經銷, 2016[民105]

0208698

就業的終結 : 你的未來不屬於任何公司 / 泰勒.皮爾森(taylor pearson)著; 羅耀宗譯 .- 臺
0208701
北市 : 大和總經銷, 2016[民105]
一個人的朝聖 / 蕾秋.喬伊斯(rachel joyce)作; 張琰譯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2016
0208702
[民105]
悲嘆之門 / 宮部美幸作;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民105

0208705

覺醒之路 / 陸希未(marie lu)作; jc譯 .- 臺北市 : 尖端, 2016- [民105- ]

0208708

用12個習慣祝福自己 = enrich your life with 12 good habits : 養成免疫力 學習力 判斷
力 / 褚士瑩著 .- 臺北市 : 大田, 民105

0208709

可不可以,陪我到最後 / 近藤史惠著; 王蘊潔譯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 2016[民105]

0208710

哈利波特 : 被詛咒的孩子. 第一部&第二部 / j.k.羅琳(j. k. rowling),約翰.帝夫尼(john tiffany),傑克.索恩(jack thoen)全新原創故事; 傑克.索恩(jack thoen)劇本執筆 .- 臺北市 : 皇 0208712
冠文化, 2016[民105]
東京模樣 : 東京潛規則,那些生活裡微小卻重要的事 / 張維中作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發行,
0208713
2016[民105]
不夠好也可以 = perfectly imperfect women : 女人的趣味 / 鄧惠文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2016[民105]

0208714

小鎮書情 / 卡塔琳娜.碧瓦德(katarina bivald)著; 康學慧譯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悅知文
化, 2016[民105]

0208716

聽不見的聲音 / 艾莉.班傑敏(ali benjamin)著; 王翎譯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0208717
行, 2016[民105]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 the hippocratic oath / 中山七裡作; 劉姿君譯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0208718
2016[民105]
破門 / 黑川博行作; 王華懋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2016[民105]

以上各書皆在 1樓新書區

0208719

新書/新片介紹
書目資訊

條碼號

在世界與我之間 / 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著; 宋瑛堂譯 .- 新北市新店區 : 遠足文
0208720
化發行, 2016[民105]
面對死亡,我看見的幸福與遺憾。 : 安寧療護2800人中,所學到的生命智慧 / 小澤竹俊著;
0208721
李惠芬譯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2016[民105]
告別的方法 / 若竹七海作; 劉姿君譯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民105

0208722

追蹤 / 狄昂.梅爾(deon meyer)著; 陳岳辰譯 .- 臺北市 : 楨德總經銷, 2016[民105]

0208723

安眠書店 / 卡洛琳.凱普尼斯(caroline kepnes)著; 吳宗璘譯 .- 臺北市 : 楨德總經銷, 2016
0208724
[民105]
獵奇犯罪搜查班.藤堂比奈子 / 內藤了作; 曾玲玲譯 .- 臺北市 : 尖端, 2016[民105]

0208725

分解人 / 尼爾.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著; 呂玉嬋譯 .- [臺北市] : 眾文總代理, 2016[民 0208727
105]
只用基本款,穿出個人風 : 日本頂尖造型師教你「一件多搭」的365天穿搭look全書 / 玄
長naoko作 .- 新北市中和區 : 知遠文化總經銷, 2016[民105]

0208728

親愛的,其實那不是愛 : 勇敢放手,走向愛 / 蘇絢慧作 .- 臺北市 : 大和總經銷, 2016[民105] 0208729
解剖師的秘密 / 喬迪.尤布雷卡特(jordi llobregat)著; 劉家亨譯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悅知
0208730
文化, 2016[民105]
星光 / 呂秋遠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6[民105]

0208731

一個人也要好好吃飯 / 棚作; 丁世佳翻譯 .- 新北市中和區 : 知遠文化總經銷, 2016[民105] 0208732
一級玩家 /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著; 郭寶蓮譯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民105印刷

0208733

灰姑娘 : 惡童書 / 笭菁著 .- 臺北市 : 楨德總經銷, 2016[民105]

0208734

搭下一班巴士離開 /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劉麗貞譯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2016[民105]

0208735

了不起的未來筆記術 / 小西利行著; 林詠純譯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 2016[民105]

0208736

阿爾瑪與日本情人 /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作; 張雯媛譯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6[民105]

0208737

再說一遍我願意 / 蘭波.羅威(rainbow rowell)著; 胡訢諄譯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6[民 0208738
105]
到便利商店吃健康 = 24h-health : 日本名醫小林弘幸的超商飲食搭配法三餐均衡、吃出
0208739
腸道健康 / 小林弘幸著; 胡汶廷翻譯 .- 新北市中和區 : 知遠文化總經銷, 2016[民105]
怪奇孤兒院 / 蘭森.瑞格斯(ransom riggs)著; 伍立人譯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2012[民 0208742
101]

以上各書皆在 1樓新書區

電子資源
書目資訊

條碼號

怪奇孤兒院 : 空洞之城. 2 / 蘭森.瑞格斯(ransom
riggs)著; 陳慧瑛,曾倚華譯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

0208743

版, 2016[民105]
墨水戰爭 / 瑞秋.肯恩(rachel caine)著; 翁雅如譯 .新北市新店區 : 遠足文化發行, 2016- [民105- ]

0208748

安樂窩 / 辛西亞.狄普莉絲.史威尼(cynthia d'aaprix
sweeney)作; 翁雅如譯 .- 新竹市 : 紅螞蟻總經銷, 民

0208750

105
正三角形不存在 : 靈能數學家鳴神佐久的算式 / 二宮敦
人著; 高詹燦譯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 2016[民105]

0208751

被討厭的勇氣 : 人生幸福的行動指南. 二部曲完結篇 /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著; 葉小燕譯 .- 臺北市 : 究竟出

0208752

版, 2016[民105]
我可能不完美 但我至少不虛偽 : 我就是個語錄控 / 語
錄控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6[民105]

0208755

以上各書皆在 1樓新書區

Emerald電子書有獎徵答~抽ZARA、星巴克、iCash
購物卡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7/4/30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pexi91/
活動說明：

元培醫大圖書館
FB粉絲專頁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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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
ed

7

Step1 → 填寫問卷(http://ppt.cc/ni5sD )
Step2 → 在臉書粉絲專業活動頁面上Tag一位好友
完成以上2步驟即可獲得抽獎資格唷！豪華大獎等著你！
活動獎品：ZARA禮品卡NT$1500（3名）／星巴克隨行卡NT$550（3
名）／iCash NT$500 (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