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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共用性電子資料庫
一、耶誕心情樹
　　活動時間：106年12月1日(五)至12月31日(日)止
　　活動辦法：至圖書館服務台領取小卡片，並留下心情小語後，將卡片懸掛於正門口的耶
　　　　　　　誕樹上。
二、集點成金加倍送
　　活動時間：106年12月11日(一)至12月25日(一)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內借閱「106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圖書，並且借期三天以上，即
　　　　　　　可點數加倍。

　　　　　　　借閱3天：點數3倍；借閱5天：點數5倍；借閱10天以上：點數10倍。
三、大家來找查
　　活動時間：106年12月13日(三)　下午1:30-4:30
　　活動辦法：圖書館將提供20道題目，參賽同學至服務台抽取題目單，並利用圖書館內
　　　　　　　館藏查詢系統尋找答案。完成問題者即可參加抽獎，每位同學限參加一次，
　　　　　　　如獎品贈送完畢活動將提前結束。
四、糖果派對
　　活動時間：106年12月20日(三)　中午12:30-13:00
　　活動辦法：活動時間開始後，將在圖書館正門口發送糖果、巧克力與到館同學分享。

一、中文資料庫
　　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空中英語教室每日學習頻道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2.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大家說英語每日頻道
　　　使用期限：至2018年3月31日
　　3.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商業職場主題頻道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4.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彭蒙惠科技面面觀主題頻道
　　　使用期限：永久使用
　　5. CJTD中文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使用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
　　6. 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
　　　使用期限：至2018年6月30日
二、西文資料庫
　　1.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使用期限：至2018年10月17日
　　2. Web of Science (WOS)
　　　使用期限：至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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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繪本
書名：No Fits, Nilson!

作者：Ohora, Zachariah
出版社：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索書號：813.6 O38 2013
典藏地點：外文書櫃

Nilson and Amelia do everytjing together. But if one little
thing goes wrong,

Nilson throws the biggest, most house shaking-est 
fit ever!

Amelia tries to help Nilson calm down, but sometimes Amelia needs help 
calming down,too.

OHora’s kid-friendly, humorous approach is sure to charm ice-cream lovers and 
tantrumthrowers alike. After all, everyone deserves a No Fits day.

Zombelina loves to dance.

She moonwalks with mummies and boogies with bats.
She spins like a specter and glides like a ghost, and she
loves to dance for her family the most.

When Zombelina enrolls in a ballet class for real girls, 
her dancing is so good it’s scary! But what happens
when a little zombie gets a big case of stage fright?

書名：Zombelina
索書號：813.6 C953 2013
典藏地點：外文書櫃

One day, Daozi painted a butterfly so exquisite and 
delicate that he couldn’t take his eyes off it.

The longer he admired it, the more real it looked. Then 
a wing moved, just a little, when the wind blew.

“What?” said Daozi. He leaned closer. And suddenly, 
the butterfly rose and floated away like burnt paper 
above a fire.

書名：Brush of the gods
索書號：813.6 L863 2013
典藏地點：外文書櫃

Everyone at the Royal Academy for Perfect Princesses
is excited about the pet show. Everyone except for 
Princess Peepers. She doesn’t have a pet!

Will a bug from her collection work? Can the other 
princesses accept a pet that is as unique as Princess 
Peepers is? Princess Peepers makes the pet show 
unforgettable in this sequal about the world’s most 
lovable, one-of-a-kind princess.

書名：Princess Peepers picks a pet
索書號：813.6 C167 2011
典藏地點：外文書櫃

Preston and his family live underneath the starting line, 
and every year Preston has dreamed of joining all 
runners in the marathon. This year, Preston is 
determined to make his dream come true, even though 
his family tells him that mice are not fit to run 
marathons. He trains hard leading up to the big day, 
and when the race starts, he successfully dodges 
sneakers and crosses the finish line, showing his family 
that mice can do much more than just scurry.

書名：Marathon mouse
索書號：813.6 D621 2012
典藏地點：外文書櫃

Every day, Snail waits for Fish to come bome with a 
new story.

Today, Fish’s story is too grand simply to be told: Fish 
wants to show Snail. But that would mean leaving the 
familiar world of their book--a scary prospect for Snail,
who would rather stay safely at home and pretend to 
be kittens. Fish scoffs; Snail snaps back. Is this book too 
small for the two feuding friends?

書名：The Story of Fish & Snail
索書號：813.6 F853 2013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In Octopus Soup, a wordless picture book, illustrates 
the adventures of an octopus who:

leaves home, climbs into a boat, hides in a tackle box,
gets thrown to shore, scuttles to a restaurant, plunges
into a water pitcher, escapes from a greedy chef, gets 
chased back to the ocean, and narrowly avoids being 
made into Octopus Soup before swimming swiftly 
home to the safety of his mom and dad!

書名：Octopus soup
索書號：813.54 M468 2011
典藏地點：外文書櫃

經典童話
小王子

如果你愛一朵星星上的花，夜晚，
你仰望天空時，會覺得甜蜜。就像滿天的星星都開花了。

小王子來自一顆很小的行星，在這星球上，一天可以看四十三次落日，他擁有三座矮火山，幾棵猢
猻樹，和一朵驕傲的玫瑰花。一天和玫瑰鬧了彆扭，他決定出走，希望交到新朋友，他造訪其他小
行星，遇見國王、酒鬼、點燈人、愛虛榮的人、地理學家，每一個人都有著千奇百怪的想法，都是
既孤單又唯我獨尊。最後小王子來到地球，遇見聰明的狐狸，馴服狐狸的過程短暫卻深刻，讓他明
白玫瑰花對自己的意義……
　　
「真正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在一個功利、價值錯亂的時代，小王子引領我們找回童年的清澈。

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出版社：高寶國際
索書號：873.59 8486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在遙遠的非洲大草原上，在所有動物們的引頸期盼中，榮耀
王國的小王子--辛巴，誕生了......

身為王位繼承者的辛巴，是叔叔刀疤想掠奪王位的最大障礙
，因此在國王木法沙意外死亡後，辛巴即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王位則順理成章地落入刀疤手中。

在刀疤的自私管理下，大自然的平衡法則被破壞了，植物不
斷地減少，動物們也紛紛地逃走......

書名：獅子王
索書號：874.59 8365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一個堪薩斯州的女孩桃樂絲，被龍捲風吹到一個神秘國度，
在路上她結識許多伙伴：想要勇氣的獅子、想要頭腦的錫人
、想要心臟的稻草人，他們將伴著想要回家的桃樂絲，一同
前往歐茲國尋找魔術師完成心願。

《綠野仙蹤》是第一本由美國人寫成的美國式幻想故事，它
沒有一般童話故事中的小矮人、小精靈或小妖怪，而以美國
鄉村為舞台，描繪出新奇的故事情節與幻想國度，為童話世
界注入新氣象。

書名：綠野仙蹤
索書號：874.59 875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漢聲中國童話是--上下五千年，縱橫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平方
公里，億萬中國人產生的無數精彩故事，足以使我們的孩子
心胸開闊，目光遠大。

配合農曆歲時，從年頭到年尾，每天講一則有趣的中國故事
，讓孩子們由成長中認識中國文化。

書名：中國童話
索書號：859.4 8643 v.12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不可以說謊喔！說謊的小孩鼻子會變長。」這句警告隨著
《小木偶》，流傳在全世界兒童的耳邊。它的魅力來自奔放
的想像力、認同孩子們的心理、從孩子們的角度來理解這個
世界；而《小木偶》更在這些特質之外，深入描寫現實生活
中種種誘惑、陷阱和危機。

書名：小木偶
索書號：877.59 8534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在《愛麗絲夢遊奇境》裡，紅眼白兔急急忙忙趕著參加聚會
；只要喝一口神奇的飲料，身體就會跟著變大或變小；笑臉
貓隨時會在天邊現身或消失，一轉頭天上就會只剩下牠彎彎
的嘴角……

一切都那麼有趣又特別，是孩子們幻想成真的樂園。無論孩
子或大人，都能在故事裡找到自己安坐的角落：孩子們進行
一場盛大的冒險，大人們搭乘想像的溜滑梯，再度滑進歡欣
的童年。

書名：愛麗絲夢遊奇境
索書號：873.59 8433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本書除了具有代表性的七篇日本故事以外，尚收錄有人稱近
代日本兒童文學名作的小川未明的「紅蠟燭與人魚」。

孤獨與憧憬，對自然的憤怒與畏懼，透過詩人小川未明敏銳
的感性，而更神秘、更有魄力的發展開來。

對人所居住的城市懷有幻想的人魚的悲哀，屈服於金錢魅力
之下的老夫婦的愚蠢，以及人人都不得不屈服的大自然的憤
怒，這些，都像在看圖片一般，直逼眼前。

書名：日本童話
索書號：861.59 8846
典藏地點：中文書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