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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書訊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Reader’s Newsletter 

圖書館  

本刊訊 

    4月了，天氣才漸

暖，春光明媚，萬物滋

長，和風吹拂，正是思

親祭祖的最佳時節。 

  在網路上看見二則有

意思的清明俗諺分享給

者們：「清明風若從南

起，預報田禾大有收」

意為：清明日吹南風的

話，稻作就會豐收；如

果吹北風，則可能會歉

收。 

「清明晴魚高上坪，清

明雨魚埤下死」意為：

清明日如果天氣晴朗，

日後雨水就會多；相反

的話，則可能會有乾

旱。 

 清明掃墓可以和許久

未見的親人相聚，也有

著慎終追遠的意義，有

空陪著父母一起去掃墓

吧！ 



電子資料庫 

Leadership & Management Video Collection領導管理影片資料庫，歡迎試用。 

(試用期限：5/31止)  

 

資料庫名稱 簡介 URL 

Leadership & Management 

Video Collection領導管理影

片資料庫 

Leadership & Management 

Video Collection領導管理影片

資料庫提供成百上千的教育和培

訓影片，主題涵蓋領導力、團隊

建設、溝通技巧、在職輔導、職

業發展及其他技能. 所有的影片皆

可用行動裝置觀看。 

http://search.ebscohost.com/

login.aspx?

authtype=ip,uid&profile=ehost&defaul

tdb=lvd 

試用影片清單.xls 138KByte 下載附件  

商業周刊、遠見雜誌知識庫、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訊網、 

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庫、雅昌藝術書城資料庫，歡迎試用。(試用期限至4/30)  

資料庫名稱 簡介 試用網址 帳號 密碼 

商業周刊、 

遠見雜誌知識庫 

1.《商業周刊》收錄1995年至今內容全文。 

2.《遠見雜誌》收錄1986年創刊以來至今內容

全文，以「財經、管理、科技」為核心內容。 

商周 :   http://

udndata.com/library/
bsw 

遠 見 :  http://

udndata.com/library/
gvm 

88校 內IP

範圍使用 

88校 內IP

範圍使用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資訊網-文獻數據庫

(國研視點、宏觀經

濟、行業經濟) 

國內外宏觀環境、經濟金融運行特徵、發展趨

勢及政策走向，從而進行管理決策、理論研

究、微觀操作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http://
edu.drcnet.com.cn/
www/edunew/ 

1051ud-
ndata 

1051ud-
ndata 

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庫

(全文數據庫2種分庫、

專題研究庫3種分庫) 

全文數據庫提供進一步分類、整理，囊括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刊文，其推薦經濟學與經

濟管理類、文化資訊傳播類及專題研究庫-金

融、財稅問題研究（含保險、證券）、人力資

源與社會保障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收錄年限

自1995年迄今，部分專題已回溯至創刊年。 

http://
ipub.exuezhe.com/
index.html 

1052ud-
ndata 

1052ud-
ndata 

雅昌藝術書城資料庫 -

設計類170本 

《雅昌藝術書城》是中國大陸優秀的藝術服務

機構，同時也是雅昌文化集團最新推出的專業

藝術圖書資料庫。 精選中國乃至世界各大藝術

類出版社、博物館、美術館等藝術機構及藝術

家最全面、最優秀的藝術圖書資源。 

http://ysts.artron.net/ 1053ud-
ndata 

1053ud-
ndata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profile=ehost&defaultdb=lvd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profile=ehost&defaultdb=lvd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profile=ehost&defaultdb=lvd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uid&profile=ehost&defaultdb=lvd
http://lib.ypu.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kV2Y0hSaFh6SXlNekl4WHpjNU5EZ3dNVFJmTURFeU9USXVlR3h6&fname=SXJHCDUXSXUTDGEHUTRPSXB5STOPGH14A501WTFH15STDGCH51VTHCEHHDFD25RPMLED4055JDOPZXB514B551B5UTFDRPA5RLEDGDQPMLOPDGOPSTSTKOPK
http://lib.ypu.edu.tw/bin/downloadfile.php?file=WVhSMFlXTm9MekV2Y0hSaFh6SXlNekl4WHpjNU5EZ3dNVFJmTURFeU9USXVlR3h6&fname=SXJHCDUXSXUTDGEHUTRPSXB5STOPGH14A501WTFH15STDGCH51VTHCEHHDFD25RPMLED4055JDOPZXB514B551B5UTFDRPA5RLEDGDQPMLOPDGOPSTSTKOPK
http://udndata.com/library/bsw
http://udndata.com/library/bsw
http://udndata.com/library/bsw
http://udndata.com/library/gvm
http://udndata.com/library/gvm
http://udndata.com/library/gvm
http://edu.drcnet.com.cn/www/edunew/
http://edu.drcnet.com.cn/www/edunew/
http://edu.drcnet.com.cn/www/edunew/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ysts.artron.net/




猜謎借書得禮券 第一、二週尚未解開之謎題 

 



104-2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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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if_t=page_invite_accep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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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育訓練資料庫名稱 報名連結 

105/04/06

(三) 

16:00-

17:00 

L204 
天下雜誌知識庫  + 全文報

紙資料庫 

我要報名 

105/04/20

(三) 

15:00-

17:00 

L204 
Web of Science(WOS)與

Journal of Citation Re-

ports(JCR)資料庫教育訓練 

(WOS使用介紹、新版JCR

簡易版使用介紹、新版JCR

進階版使用介紹) 

我要報名 

105/04/27

(三) 

15:00-

17:00 

L204 
SDOL資料庫+MENDELEY

書目管理軟體(免費)教育訓

練 

(課程講義：SDOL資料庫教

育訓練簡報；Mendeley書

目管理免費軟體簡介與下

載) 

我要報名 

105/05/1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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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5/25

(三) 

16:00-

17:00 

L204 
萬方數據庫(含期刊、學位

論文及會議論文等全文數據

我要報名 

105/06/08

(三) 

16:00-

17:00 

L204 
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我要報名 

105/06/22

(三) 

16:00-

17:00 

L204 
華藝線上圖書館(含電子期

刊、碩博士論文、會議論文

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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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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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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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cwk.com.tw/login_guest-cw.htm?V0000001
http://udndata.com/library/
http://udndata.com/library/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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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files/18/1018/img/1402/145500404.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402/185373860.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402/185373860.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402/185373860.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402/176365299.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402/176365299.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402/176365299.pdf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95.php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taiwan.elsevier.com/elsevierdnn/tw/%E7%94%A2%E5%93%81/%E7%B7%9A%E4%B8%8A%E7%94%A2%E5%93%81/Mendeley/tabid/2496/Default.aspx
http://taiwan.elsevier.com/elsevierdnn/tw/%E7%94%A2%E5%93%81/%E7%B7%9A%E4%B8%8A%E7%94%A2%E5%93%81/Mendeley/tabid/2496/Default.aspx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111/143619964.pdf
http://lib.ypu.edu.tw/ezfiles/18/1018/img/1111/143619964.pdf
http://taiwan.elsevier.com/elsevierdnn/tw/%E7%94%A2%E5%93%81/%E7%B7%9A%E4%B8%8A%E7%94%A2%E5%93%81/Mendeley/tabid/2496/Default.aspx
http://taiwan.elsevier.com/elsevierdnn/tw/%E7%94%A2%E5%93%81/%E7%B7%9A%E4%B8%8A%E7%94%A2%E5%93%81/Mendeley/tabid/2496/Default.aspx
http://www.mendeley.com/
http://www.mendeley.com/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96.php
http://vod.lib.ypu.edu.tw/ilibrary/
http://vod.lib.ypu.edu.tw/ilibrary/
http://tccs2.webenglish.tv/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98.php
http://g.wanfangdata.com.hk/
http://g.wanfangdata.com.hk/
http://g.wanfangdata.com.hk/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699.php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702.php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lib.ypu.edu.tw/files/87-1018-700.php


WILEY電子書推廣活動：WILEY新春封猴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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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活動期間：即日起 至 2016/4/30(六) 

活動網址：https://goo.gl/lcJN4x 

活動辦法： 

參加活動一及活動二，即可參加【猴塞雷抽獎活動】 

活動一：Wiley慶猴年祝福語 

1.活動期間內寫下一句猴年佳句(＂猴＂相似音亦可)，Tag一位朋友，並發布於文崗FB

粉絲專頁。 

2.PO文時，請寫下【 Wiley慶猴年 + 自己的猴年創意祝福 】。 

活動二：Wiley電子書有獎徵答(請先登入Google-gmail) 

有獎徵答題目連結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JJ2QdoOYt3UW1MB_7DdcxDg_dzaarPAPQvbM2VJtpA/

viewform 

猴塞雷抽獎活動獎項：頭獎：Beats耳罩式耳機 (一台)貳獎：香蕉先生藍芽喇叭 (三台) 

參獎：7-11商品卡200元 (20張) 

https://goo.gl/lcJN4x
https://www.facebook.com/Apexi91/
https://www.facebook.com/Apexi9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JJ2QdoOYt3UW1MB_7DdcxDg_dzaarPAPQvbM2VJtp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JJ2QdoOYt3UW1MB_7DdcxDg_dzaarPAPQvbM2VJtpA/viewform
https://tw.beatsbydre.com/
http://www.watsons.com.tw/promotionroot/%E6%9C%80%E6%96%B0%E5%84%AA%E6%83%A0/others/BANAO%E9%A6%99%E8%95%89%E5%85%88%E7%94%9F-%E8%81%B2%E6%83%85%E8%97%8D%E8%8A%BD%E5%96%87%E5%8F%AD/p/BP_668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