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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開學一個月，圖書館的來客數減少許多，我們提供了新菜

色，但不進館就看不見呀，真傷腦筋。只見很多讀者都埋頭苦

滑，忘了身邊美麗的風景，讀者們呀，請讓身體休息一下，來

圖書館走走，翻翻書，看看美麗的校園吧！（這則好像應該改

為牢騷訊^^） 

開卷好書展 

 即將辦理心得寫作比賽，請來圖書館借書，寫下心得。 

     相關資訊請留意網頁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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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書訊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Reader’s Newsletter 

圖書館  

為使師生快速尋得DVD影

片，本館依DVD內容予以

分類完成，歡迎借閱。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 劉克襄 遠流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陳宣

儒） 
遠流 

誰在暗中眨眼睛 王定國 印刻 

耳朵借我 馬世芳 
新經典圖文傳

播 

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張贊波 八旗文化 

回家 郭漢辰 
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 

浮光 吳明益 
新經典圖文傳

播 

女兒 駱以軍 印刻 

我要牠們活下去：日本熊本市動物愛護中心零安樂

死10年奮鬥紀實 
片野ゆか 本事文化 

慢療：我在深池醫院與1686位病患的生命對話 
維多莉亞．史薇

特 
漫遊者文化 

酒途的告白：環遊世界酒單 黃麗如 大辣 

社企力!：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用愛創

業,做好事又能獲利! 
社企流作者群 果力文化 

庖廚食光 宇文正 遠流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一

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吳曉樂 網路與書 

我的兩個媽 
查克‧華茲、布

魯斯‧利特菲爾 
基本書坊 

廿五元的奇蹟：連結人與人之間夢想、希望、行動, 

一起扭轉命運的KIVA 
鮑伯．哈里斯 好人出版 

開卷好書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大衛‧格雷伯 商周文化 

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 朱立安‧巴吉尼J 商周文化 

我答應 羅曼．加里 寶瓶文化 

長頸鹿的脖子 茱迪思‧夏朗斯基 大塊文化 

哈德良回憶錄 瑪格麗特．尤瑟娜 衛城 

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彼得．英格朗 衛城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平裝版） 托瑪．皮凱提 衛城 

風土餐桌小旅行：12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 洪震宇 遠流 

蟬世代 戶田誠二 臉譜文化 

太多幸福：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01 艾莉絲‧孟若 木馬文化 

血之祕史：科學革命時代的醫學與謀殺故事 荷莉．塔克 網路與書 

森林祕境：生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 
大衛．喬治．哈思

克 
商周文化 

開卷好書／電子資源 

103-2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表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育訓練資料庫名稱 報名連結 

5 104/04/08 16:00-17:00 L204 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s(JCR)  
我要報名 

6 104/04/27 11:00-12:00 L204 萬方數據庫 
我要報名 

7 104/05/06 16:00-17:00 L204 EBSCO資料庫 
我要報名 

8 104/05/25 11:00-12:00 L204 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與電子雜誌 
我要報名 

9 104/06/10 16:00-17:00 L204 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與CJTD 中國大陸學術期

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我要報名 

10 104/06/22 11:00-12:00 L204  Web of Science(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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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ypu.edu.tw/files/87-1018-517.php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524.php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525.php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526.php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527.php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518.php


實證醫學資料庫-The Cochrane Library， 
歡迎試用!(時間：3/17~4/15) 

4 

試用網址請點我：http://www.cochranelibrary.com/ 

The Cochrane Library 是由七個資料庫組成，許多對「實證醫學健康照顧」感興趣者均廣為使用，

包括消費者、臨床醫師、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教育人員、學生和其他人士。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Cochrane Reviews)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的主要成果。每一篇 Cochrane 評論均鑑定一項特定疾病（或其

他醫療保健問題）之醫療介入方式，並藉由摘述隨機對照試驗之研究成果判斷該醫療介入方式

是否有效。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linical Trials) 

該資料庫別名為「CENTRAL」，收錄由書目資料庫和其他出版來源所出版之臨床試驗詳情。

CENTRAL 收錄每篇文獻之標題、出版資訊，亦針對多數文獻提供摘要。 

 

The Cochrane Methodology Register (Method Studies) 

此為出版書目資料庫，彙整進行對照試驗時使用之方法、評論中使用之方法研究，以及與準備

系統化評論者相關之一般性方法論研究。記錄包括期刊文獻、書籍和會議記錄。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Database (Technology Assessments) 

此資料庫彙集全球已完成和正在進行的健康技術評估（醫療保健介入方式之醫學、社會學、倫

理學及經濟學意義之研究）。此資料庫是由英國約克大學Centre for Reviews and D issemination

（CRD）編製。 
 

The NHS Economic Evaluation Database (Economic Evaluations) 

此資料庫包含全球的經濟評價，主要是評價每一項研究品質並著重相對優缺點。此資料庫是由

英國約克大學 C e n t r e f o r R e v i e w s a n d D i s s e m i n a t i o n（CRD）編製。 

 

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s (Other Reviews) 

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s（DARE）是一個獨特的資料庫，收錄許多通過品質評估

之系統化評論摘要。每篇摘要均包括評論概要及對整體品質的關鍵評述。 

DARE 收錄 19,000 篇此類摘要，以及 6,000 篇通過品質評估之評論。該資料庫由英國約克大學 

Centre for Reviews and Dissemination（CRD）編製。要資源，請前往 

電子資源 

http://www.cochrane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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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udn借閱王‧翻轉Library」 iPad mini、禮券讓您帶回家(3/24-5/24)  

活動網址：http://reading.udn.com/act/20150316/ 

借書網址：http://reading.udn.com/libnew/Index.do?U_ID=ypu 

※請先在學校IP範圍內申請「行動借閲帳號」【若在校外使用，請登入「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後，點選「電子書平台」，再以「udn」查詢即可校外連線】

 

 

 

http://reading.udn.com/act/20150316/
http://reading.udn.com/libnew/Index.do?U_ID=y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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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udn.com/act/20150316/


104年度「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

置專案」，歡迎試用！(試用期間：2/1至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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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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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電子書有獎徵答送精美獎品組(3/30-4/30)  

圖書館失物招領1040407 

失物清單 請點連結http://lib.ypu.edu.tw/files/11-1018-2258-1.php 

maito:ning90@kuas.edu.tw
http://goo.gl/forms/IsQk7xIi5Z
http://www.lib.ntnu.edu.tw/taebc/search.jsp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5epaper-2/index2.html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5epaper-2/index.html
http://lib.ypu.edu.tw/files/11-1018-2258-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