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訊 

圖書館與資訊中心二個單位

整合為圖書資訊處，因此圖

書館於行政組織中更名為圖

書組。然於空間配置、人員

與資源，並無變動，仍提供

與以往相同之服務，歡迎讀

者繼續給予支持。開學了，

當你無聊時刻，書香常伴，

歡迎大一新鮮人到圖書館借

閱書籍。 

104.10.01 

 

圖書館 

悅讀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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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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迎線上報名參加！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育訓練資料庫名稱 報名連結 

104/10/07 16:00-17:00 L204 
天下雜誌知識庫 我要報名 

104/10/21 16:00-17:00 L204 
EBSCO(Academic Search Com-

plete+Business Source Premie) 

我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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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cwk.com.tw/login_guest-cw.htm?V0000001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20.php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ani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ani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2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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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

的

書

在

哪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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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 

新書區 

新鮮人專區─館藏查詢 

依索書號至書庫找出書的位置，取書至服務台辦理借書即可。 

點選 

鍵入書名、作者等相關

詞語查詢 

點選圖書、影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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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電子資源 > 線上語

言學習  

英文是國際語言，舉凡商

務、旅遊、了解他國文化

最重要是熟悉其語言，元

培圖書館提供許多英語學

習的資料庫，歡迎使用！ 

同學在家也可以學習！ 

校外使用請從「電子

資源--資料庫.電子

期刊.電子書查詢」

(請點我)登入 

  

線上語言學習 

http://thesis.lib.ypu.edu.tw/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p=/smartweaver/login.htm
http://lib.ypu.edu.tw/bin/home.php
http://lib.ypu.edu.tw/files/11-1018-2228.php
http://lib.ypu.edu.tw/files/11-1018-2504.php
http://lib.ypu.edu.tw/files/11-1018-2504.php
http://thesis.lib.ypu.edu.tw/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p=/smartweaver/login.htm
http://thesis.lib.ypu.edu.tw/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p=/smartweaver/login.htm
http://thesis.lib.ypu.edu.tw/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p=/smartweaver/login.htm
http://thesis.lib.ypu.edu.tw/cgi-bin/smartweaver/browse.cgi?o=der&p=/smartweaver/login.htm
http://lib.ypu.edu.tw/files/11-1018-2504-1.php


雲端電子書推廣活動~借書抽 ASUS ZenPad(9/7-10/20) 

祝 

您 

中 

獎 

！ 

頁 4 
圖書館   

  

活動對象：本校教職員生 

借書日期：104年9月7日至104年10月20日 

活動辦法：每借閱5本雲端電子書，即可獲得1張摸彩券【借閱10本可

領2張，以此類推】。 

借書步驟： 

1.至北區雲端電子書平台 http://ctle.ebook.hyread.com.tw/ 

2.登入：校別點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借書帳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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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找到想借的書後，點選「借閱」或「線上瀏覽」即可。 

活動獎項(如遇缺貨等不可抗拒因素，則以館方提供實物為主)： 

  

ASUS ZenPad 8.0 Z380C 8吋四核平板(1名) 

 

SONY CP-V10 行動電源(1名) 

 

Rilakkuma拉拉熊大頭造型自拍神器(2名) 

  

Tuzki兔斯基適護腕滑鼠墊(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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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喔！ 

電子資料庫試用 

明亮寬敞的閱讀空間 

歡迎加入粉絲專頁 

 

試用說明：試用結果將作為館方請購之參考。 

(補強2016年圖書館資料庫資源缺少之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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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Source健康資訊全文資料庫(請點我)  

(即日起至2015.11.15) 

本資料庫提供近 550 份學術期刊全文，側重於許多醫療領域。

Health Source: Nursing/Academic Edition 還以涵蓋 1,300 種學名藥、逾 

4,700 種品牌名稱之病患教育說明書的 AHFS Consumer Medication In-

formation 為其特色。 

Medline with Fulltext 生物醫學全文資料庫(請點我)  

(即日起至2015.11.15) 

MEDLINE with Full Text 提供了 MEDLINE 中有關醫學、護理、牙

科、獸醫、醫療保健制度和臨床前科學方面的權威醫學資訊。此

外，該資料庫還收錄了已在 MEDLINE 中編制索引的超過 1,470 種期

刊的全文，其中近 1,450 種期刊的全文已在 MEDLINE 中編制索引，

其中 558 種期刊的全文未收錄在 Academic Search、Health Source 或 

Biomedical Reference Collection 的任何版本中。 

「ProQuest Central跨學科研究資源資料庫」 

使用需求調查試用，請師生多利用參與。 

(試用期間：2015//9/7~10/30)  

試用說明：試用結果將作為館方請購之參考。(補強2016年圖書館資料庫資源缺少

之學科)。 

試用網址(請點我)： http://search.proquest.com/?

ac-

countid=8139&selectids=10000008,1006323,1006324,10000023,1000264,100

6102,10000039,100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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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_t=page_invite_accepted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hc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hc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hc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hch
http://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8139&selectids=10000008,1006323,1006324,10000023,1000264,1006102,10000039,1006985
http://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8139&selectids=10000008,1006323,1006324,10000023,1000264,1006102,10000039,1006985
http://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8139&selectids=10000008,1006323,1006324,10000023,1000264,1006102,10000039,1006985
http://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8139&selectids=10000008,1006323,1006324,10000023,1000264,1006102,10000039,100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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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遊學、打工度假 
二手教科書服務

暨虛擬借書證推

廣說明會起跑，

歡迎參加！ 

【第1場地點改

為K204】  

Toby（黃婷璟）/圖文 

《加拿大DIY遊學之旅》529.25 2126 90  

陳淑玲《小女遊學英倫:教育體制外的一扇窗》855 7314 85 

陳淑玲、陳佑瑄  《休耕遊學去》529.25 7531 101 

增田行俊《小資度假遊學,萬元就搞定!》529.25 4622 103  

陳銘凱《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771.9 7582 101  

褚士瑩《比打工度假更重要的 11 件事 : 出國前先給自己這

份人生問卷》177.2 3449 102 

   不知你是否有過留學夢，到一個陌生國度學習知

識、體驗他國文化、擁有新鮮的生活方式，早期的學

子常苦於昂貴的學費而無法成行，只能仰賴努力苦讀

取得獎學金的資助才能圓夢。因此，多數人只能於工

作後存錢做短期的旅遊，短暫的停留，走馬看花，只

能觀察想像而無法實際體驗當地生活。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資訊交流飛速，學子們有

更多元的選擇，遊學、打工度假、海外實習、打工換宿等方式，不再

受限於經費，加上前人的豐富經驗分享，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只要你

有膽量，到處遊走相對容易多了。 

早期的遊學教戰手冊提供留學條件

準備事項與相關資訊，目前坊間則

多有個人經驗分享之書籍，記錄國

外生活的酸甜苦辣，讀者可由其故

事中汲取經驗，使對於打工遊學度

假有更深入的了解，能更具體的、

客觀的感受挑戰一個陌生的生活形態，其間必要的承

擔。 

    你開始構築你的打工度假夢了嗎？有一本書一定得先看看，褚士

瑩的《比打工度假更重要的11件事》提到：「出國不是仙丹，旅行也

不是捷徑，打工度假更不是生命的魔術師！要有哪些好東西，才能為

人生加分？先來檢測你實現夢想的體質」同一個籃子裡的雞蛋絕不會

一模一樣，每個人的特質也不同，在實踐夢想之前看看自己還要補足

哪些條件，能讓自己的路走得更平坦。 

   至於陳淑玲《小女遊學英倫》，簡媜《老師的

十二樣見面禮 : 一個小男孩美國的遊學誌》二本

書籍則由陪伴孩子留學的母親，比較中西方教育之

後的差異，提供教育者一些不同的教育理念、學校

制度、教學方式等，對教育改革的有志者，提供了

相當多的啟發與反思空間。 

圖書館找書去 

http://webpac.lib.ypu.edu.tw/toread/opac/bibliographic_view/311145
http://webpac.lib.ypu.edu.tw/toread/opac/bibliographic_view/285125
http://webpac.lib.ypu.edu.tw/toread/opac/bibliographic_view/296211
http://webpac.lib.ypu.edu.tw/toread/opac/bibliographic_view/65012?location=0&q=%E9%81%8A%E5%AD%B8&start=20&view=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