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報名連結 注意事項

112/3/8 (三) 10:00-11:00
【圖書館利用課程】查找圖書館資源，1小時就上手 (適合對象:研究生)(實體)
講師：館員戴筱蓁小姐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Y3PeP/p

112/3/28(二) 14:00-15:00
【圖書館利用課程】查找圖書館資源，1小時就上手 (適合對象:大學生)(實體)
講師：館員謝瓊文小姐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vqXXMrRU/p

112/4/20(四) 14:00-15:00
【圖書館利用課程】查找圖書館資源，1小時就上手 (適合對象:研究生)(實體)
講師：館員楊佩樺小姐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aCsMe/p

112/5/8(一) 14:00-15:00
【圖書館利用課程】查找圖書館資源，1小時就上手 (適合對象:大學生)(實體)
講師：館員陳郁文小姐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3HHietg/p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報名連結 注意事項

112/3/21(二) 13:30-15:30
寫論文的小幫手_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 (實體+線上)
講師：碩睿資訊講師

圖書館H102電腦教室 & 線上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h8wG8lS/p

(1)現場實機操作，也歡迎自備筆電先行下載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20版)。圖書館Endnote軟體安裝網址:
https://lib.ntue.edu.tw/custom/subCustom/192
(2) 線上課程請先上網報名，上課前1日寄線上會議室
連結。
(3) 如因故須調整上課方式，本館會另行通知。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報名連結 注意事項

112/3/30(四) 13:30-15:20

【資料庫講習】電子資源利用與服務-Airiti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實體+線上)
(1)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2)CETD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3)華藝電子書 iRead eBooks

講師：華藝講師
本課程將介紹華藝線上圖書館與華藝電子書的收錄內容與操作功能，是您做報告或
做研究時的重要夥伴。

圖書館4樓資推室 & 線上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eDVa0rO/p

112/5/2(二) 11:00-12:00

【資料庫講習】中國期刊論文資源探索(實體)
(1)CNKI資料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2)中國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講師：碩睿資訊講師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DdXV_O/p

112/5/9(二) 14:30-16:20

【資料庫講習】掌握國家圖書館重要華文資料庫(實體)
(1)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2)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3)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講師：國圖講師
本課程將介紹國家圖書館所建置之博碩士論文與期刊文獻與引文資料庫，提供台灣
地區與華文出版之重要文獻、博碩士論文資源指引，為學術研究與文獻查找時的重
要工具。課程中除介紹系統基本操作外，另將就報告撰寫之主題文獻查找/蒐集進行
操作練習。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co3p_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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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7(二) 14:00-15:30

【資料庫講習】ProQuest 資料庫於教育主題研究之應用(實體)
(1) Education Database (教育大全)
(2)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DDC)
(3) PQDT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4) UDN讀書館、天下雜誌知識庫

講師：漢珍數位講師
本課程將進行教育主題資料庫及美加地區博碩士論學位論文文獻搜尋指引的介紹，
包括檢索功能、全文下載管理等，讓您知道如何查找期刊、報告及有效搜尋文獻。
並提供本館有訂購之中文電子書/雜誌介紹。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bFB0_FbU/p

112/3/10(五) 10:30-12:00

【資料庫講習】EBSCOhost資料庫於心理學、教育學及綜合學門研究之應用(實體)
(1)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ASP)
(2) APA PsycArticles 心理學期刊全文資料庫
(3) 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 (ERC)
(4) OECD iLibrary- Education

講師：EBSCO講師
本課程將進行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EBSCOhost的介紹，包括檢索功能、全文下載管
理等，讓您知道如何查找期刊、查找報告及有效搜尋文獻(布林邏輯的使用)。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gvY0sc/p

112/3/22(三) 14:00-15:30

【資料庫講習】善用高等教育資料庫、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蒐集各主題參考資
料(實體+線上)

(1)高等教育知識庫
(2)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
(3)HyRead中文電子雜誌
(4)HyRead ebook中文電子書

講師：凌網講師
本課程將進行教育主題資料庫的介紹，包括檢索功能、全文下載管理等，讓您知道
如何查找期刊、報告及有效搜尋文獻。並提供本館有訂購之中文電子書/雜誌介紹。

圖書館4樓資推室 & 線上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bPSDMC/p

112/4/26(三) 13:30-15:20

【資料庫講習】探索人文社科期刊資料庫(實體)
(1) Taylor & Francis Online資料庫之利用
(2) JSTOR -- Arts & Sciences

講師：飛資得講師
本課程將同時介紹兩個人文社會科學的重點資料庫：JSTOR和Taylor & Francis
Online，包括檢索功能、全文下載管理等，讓您知道如何查找期刊、報告及有效搜
尋文獻，讓您快速上手資料庫功能。

圖書館4樓資推室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BRMqL/p

112/5/16(二) 10:00-12:00

【資料庫講習】探索理工、醫學、科技期刊資料庫與電子書 (線上)
(1) ScienceDirect (SDOL)
(2) 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講師：Elsevier講師
本課程將介紹Science全文資料庫 (SDOL)，包括強大的檢索功能讓期刊與電子書的
知識相輔相成。從講習中，您將學會文獻搜尋、尋找主題內的出版品、搜尋新知通
報等技。同場加映數學、生物化學、化工物等主題電子書資源使用介紹。

ScienceDirect 線上教育訓練
https://ihuodong.ntue.edu.tw/e
vent/Ky26iM/p

提醒您：
(1) 線上課程請先上網報名，上課前1日寄線上會議室
連結。
(2) 建議攜帶個人平板，筆電，現場操作並學習校外
連線之障礙排除。
(3) 如因故須調整上課方式，本館會另行通知。

我的學習指南針--111-2圖書館利用教育&資料庫講習課程

主題一：圖書館利用課程

主題二：書目管理工具EndNote
幫助研究者建立、保存及管理個人研究或寫作論文的參考文獻書目資料，以利論文寫作引用

主題三：跨學科資源指引
跨學科領域之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會議論文集、引文索引等豐富華文資源彙集，提供學術研究與文獻查找之重要指引

主題四：學科主題資料庫介紹
講習課程蒐羅教育學、心理學、人文社科、理工、醫學、科技等領域主題資料庫的介紹

!!貼心提醒: 報名時請填寫校內E-mail信箱，以便後續寄發課程提醒通知，gmail, hotmail或yahoo等免費信箱容易被擋信，若未收到課程通知，再請來電或來信聯繫。

(1) 建議攜帶個人平板，筆電，現場操作並學習校外
連線之障礙排除。
(2) 如因故須調整上課方式，本館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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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因故須調整上課方式，本館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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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3/09(四) 12:10-13:10 投稿寫作利器：EndNote 核心功能線上講座
2023-02-22 00:00 ~ 2023-
03-08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0332ZEnACPge6X

112/03/16(四) 14:00 - 16:00 線上講座：如何應用 SCIE & SSCI 期刊蒐集研究資料與投稿評估？
2023-03-01 00:00 ~ 2023-
03-15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2325br8FXtrZed

112/03/24 (五) 12:10 - 13:10 CNKI 中國知網資料庫線上講座
2023-03-09 00:00 ~ 2023-
03-23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2727GekcAMBwgy

112/04/20 (四) 12:10 - 13:10 投稿寫作利器：EndNote 核心功能線上講座
2023-04-05 00:00 ~ 2023-
04-19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2727GekcAMBwgy

112/04/27(四) 12:10 - 13:10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引文資料庫線上講座
2023-04-12 00:00 ~ 2023-
04-26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3399i79CsPS5eR

112/05/04 (四) 12:10 - 13:10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期刊評比資料庫線上講座
2023-04-19 00:00 ~ 2023-
05-03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5349VgvNErj8I4

112/05/18 (四) 12:10 - 13:10 投稿寫作利器：EndNote 核心功能線上講座
2023-05-03 00:00 ~ 2023-
05-17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5524JeDPn7Mnfk

112/05/23 (二) 12:10 - 13:10 CNKI 中國知網資料庫線上講座
2023-05-08 00:00 ~ 2023-
05-22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5707ABMpOjEy7x

112/07/06 (四) 12:10-13:10 投稿寫作利器：EndNote 核心功能線上講座
2023-06-21 00:00 ~ 2023-
07-05 12:00

https://event.libraryandbook.ne
t/s/1672306151K8acJtKMkX

碩睿線上課程報名注意事項:
1. 每堂課報名期間為開課日前15天 ，報名截止時間為開課
日前1天中午12:00。如遇報名截止，恕不提供加報服務，
煩請參考其他直播課程或影音教材。
2. 請使用真實姓名及單位資訊報名參加。
3. 報名截止後始發送課程資訊通知信 。請勿重複報名，避
免重複收信。
4. 若已完成報名，但未收到課程通知信，請參考排解方式
說明，如仍有疑問，請洽教育訓練部門聯絡信箱：
trainer@sris.com.tw。
5.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或終止活
動內容之權利。

碩睿資訊3至7月開課列表 : Endnote、CNKI、WOS、JCR (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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