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及電腦教育的領導品牌
Double A - ACS+ACM

(0.2學分)

大夥e起來認識、瞭解化學&電
腦領域的學術資源能量風貌哦!

校本部
行政大樓01408(第三電腦教室)   
2020.09.23(三) 13:30-15:20



免費資源– LIVE ABC
與日本語學習資源

◉日期：9/30(三)

◉時間：13:30-15:20

◉地點：校本部 行政大樓
第三電腦教室(01408)



Science Direct專注於幫助您在研究領域內保持領先、創造更多
突破、加速探索腳步並管理您的研究。

利用超過,000個主題頁面
的文章內連結，幫您了解
更多新專有名詞及概念。

依照您近期登入活動提出
建議文章，開啟通往探新
路徑的大門。

利用一流的遠端登入及跨
裝置響應式設計，無論是
哪種載具都可輕鬆存取文
獻。

管理您的研究，同時下載多篇文獻，
提供儲存、列印及分享給共同負責的
同儕，或直接點選文章頁面社群網站
圖示分享。將文章下載至Mendeley、
RefWorks及其他工具，與其他人共同
編輯註解及合作。

利用閱讀紀錄持續追蹤您
閱讀的文章，並確保您可
以在需要時再次找到有用
的文章。

47
分鐘

Science Direct縮短研究過程，平
均一天為您節省47分鐘的時間。

Database界的LV -
SDOL (ScienceDirect)

(0.2學分)

校本部

行政大樓01408(第三電腦教室)   

2020.10.07(三) 13:30-15:20

活動時間



活動中提供
有獎問答

科技停看聽 -快E通
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0.2)學分

IEEE Xplore為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與英國工
程技術學會(IET)出版品之電子全文資訊系統，內容包括
IEEE與IET自1988年(少數期刊回溯至1950年)以來出版之
期刊、會議論文集、及IEEE工業標準電子全文資料。
主題：航空及國防, 生物識別技術, 計算機軟硬體, 電子產

品, 醫寮設備, 納米技術, 光學, 電力工程, 機器人技術, 半
導體, 電信通訊, 無線技術。 (電子電機電腦與資訊科學)

資料庫簡介

活動時間

校本部

行政大樓01408(第三電腦教室)   

2020.10.14(三) 13:30-15:20



udn讀書館

∗ 國內外六百家圖書館典藏首選，最多暢銷

書的電子書平台

∗ 熱門暢銷書、專業或學術書，經典好書與

名作家作品。

∗ PDF、EPUB 電子書皆可直接點選

線上閱讀、動態翻頁，借閱預約等功能，

閱讀便利。

校本部—行政大樓 01408
2020.10.28(三)13:30-15:20

本課程採計0.2微學分



◉日期：10/28(三)

◉時間：13:30-15:20

◉地點：校本部 行政大樓
第三電腦教室(01408)



行政大樓第三電腦教室(01408)

2020.10.28(三)13:30-15:20

校本部場次 (0.2學分)

收錄《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
版期刊創刊迄今以及《哈佛商業評論精
選》全系列叢書共計近 800 篇經典文章

匯集整理而成。



ProQuest Central 

• 涵蓋40多種主題資料庫

• 重點領域:新聞、科學、商學、藝術、社會

科學、醫學護理及綜合學科

• 收錄約30,700種出版物索摘、

其中約23,200種刊物為全文，

囊括500多種學科主題，是滿足各種研究及

教學需要的最佳利器

校本部—行政大樓 01408
2020.10.25(三)13:30-15:20

本課程採計0.2微學分



EndNote為一書目管理軟體，可幫助提升從文獻收集、

管理、到最後論文寫作整個過程效率的工具。

其主要的特色可歸納如下：

1.可匯整從圖書館館藏目錄、期刊、資料庫、網路等各種文

獻蒐集管道收集來的資料。

2.能將將文獻分類管理，並將書目、全文、圖表、個人閱讀

筆記等各種相關檔案作串連。

3.與論文撰寫結合，簡化引用與撰寫參考文獻格式的作業。

校本部—行政大樓 01408
2020.11.04(三)13:30-15:20

本課程採計0.2微學分



Turnitin 為目前全球使用率最高的偵測剽竊系統，系統

可於短時間內計算出與個人上傳論文有相似文字的百分比率，

挑出該段內容及可能的原始出處，提供研究人員自行偵測其

文章的原創性，有助於提升本校/院研究著作之品質及可信

度並維護學術聲譽。

校本部—行政大樓 01408

2020.11.18(三)13:30-15:20

本課程不採計微學分



校本部場次 (0.2學分)

行政大樓第三電腦教室(01408)

2020.11.25(三)13:30-15:20

-擁有兩岸三地學術資源

整合台灣、中國大陸兩岸學術資源之檢索

平台，收錄內容涵蓋期刊論文、學位論

文、會議論文集等重要全文內容，提供全

球學者優質便捷的學術知識服務。





文獻搜尋入門首選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館整合查詢
「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及「CETD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兩大資料庫。
1.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收錄範圍
為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全球
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但不
限此類語言。
2.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CETD)，收
錄地區包括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
澳門等大專院校的博碩士論文。

(0.2學分)

醫學院區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0.07(三)13:30-15:20



宅宅不出門便知天下事
天下雜誌/哈佛商業評論
/udn電子書 (0.2學分)

收錄有《天下雜誌》、《康
健雜誌》、《Cheers快樂工
作人雜誌》《親子天下雜誌》
等4種刊物。

收錄《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期刊 2006.9 創
刊至今，及《哈佛商學評論精選》全系列叢書
共計近400篇經典文章匯集整理而成。

收錄聯經、天下文化、經
濟日報、國家地理雜誌、
寶瓶文化等出版社的合法
授權書籍，涵蓋自然、人
文、社會、財經、醫療保
健等領域電子書。

醫學院區
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0.14(三)13:30-15:20



解剖教學最佳利器
Anatomy.tv 3D人體
解剖資料庫

(0.2學分)

Anatomy.tv 具詳細的線上3D 人體解剖模型，
有互動縮放、旋轉、不同角度面面觀、分層
檢視、詳細文字介紹、核磁共振圖片、臨床
幻燈片及X 光片、動畫、放射影像的幻燈片、
縱觀或橫觀的影片和幻燈片、人體表面的影
片和幻燈片。

醫學院區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0.28(三)13:30-15:20



生醫資源大搜索
EBSCO Medline

(0.2學分)

醫學院區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1.11(三)13:30-15:20

提供了有關醫學、護理、牙科、獸醫學、醫
療保健制度、臨床前科學及其他方面的權威
醫學資訊。MEDLINE 由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創建，採用 MeSH（醫學主題
詞表），可檢索 5,400 多種流行生物醫學
期刊中的引文。



線上研究資源來庫搜
SDOL (0.2學分)

收錄主題涵蓋農業、生物、生化、基因、分子
生物、免疫、微生物、化學、化學工程、醫學、
藥學、製藥、牙醫、獸醫、電腦科學、地球與
行星科學、工程、能源、技術、環境科學、材
料科學、數學、物理、天文、管理、會計、心
理學、商學、經濟、經濟計量、財務、社會科
學、藝術與人文等，可觀看年代從1995年起。
簽約引進的期刊總計約二千餘種。

醫學院區
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1.18(三)13:30-15:20



查找大陸文獻最大
規模平台
CNKI

收錄大陸地區8200多種重
要期刊，內容覆蓋自然科學、
工程技術、農業、哲學、醫
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
域，全文文獻總量2,200多
萬篇。

醫學院區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1.25(三)13:30-15:20



護理技術資源攏底家
NursingConnect Skill
中文版護理技術訓練平台

(0.2學分)
醫學院區

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2.02(三)13:30-15:20

NursingConnect包含Skill & EBN兩個
子資料庫。本校訂購Skill子資料庫，共
224支技術。
Skill內含10大科別護理技術與技術步驟
快覽、查核表、用物、測驗、示範影片、
圖示、延伸閱讀等7大內容，教師們可
便監督並管理學生學習狀況，學生也能
隨時線上自學與複習。



向煩人的論文Reference
撰寫說再見-
Endnote

(0.2學分)

醫學院區B棟3樓自由上機教室(B0326)
2020.12.09(三)13:30-15:20

EndNote可針對個人儲存的參考文獻進行書目資料管理、
查詢。可在WORD中編排引用文獻、圖表等資料。當在撰
寫文章插入引用文獻時，可在文末建立參考文獻與圖表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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