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2/20 Epaper

https://epaper.ncu.edu.tw/papers/7/articles/2544 1/5

圖書館電子報2018-09-03發行第134期

新版「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上架申請書」於107年9月1日正式啟用
POKE!!戳戳樂—200元全家禮物卡等你帶回家~
新生使用圖書館注意事項
「新鮮人閱讀」主題書展
圖書館資料庫利用課程熱烈報名中~
[傳承活化] 二手教科書大贈送
[藝文展覽] 樂齡悠活-陳國強師生多媒材聯展
公用研究室專案開始申請

圖書館活動訊息報導
 

新版「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上架申請書」於107年9月1日正式啟用

 

新版「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上架申請書」於107年9月1日正式啟用

配合國家圖書館來函(國圖發字第10702000120號及國圖發字第10702001070號)，107學年度以後若
學位論文-紙本需延後開放，請使用新版「國立中央大學暨國家圖書館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
公開】申請書」。
相關表格請至圖書館首頁的「表單下載」，下載「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請教務處及各系所修改相關表格，以利畢業生利用。

 

POKE!!戳戳樂—200元全家禮物卡等你帶回家~

 

日期：107年9月10日(一)至107年9月14日(五)。

時間：上午11:00至下午6:00

地點：總圖書館1樓出入口前

對象：中大學生

答題送好禮辦法：

抽籤答題，答對即可獲一次戳戳樂機會，每日限額80名，每人每日僅能參加一次。
獎項：200元全家禮物卡(每日限量10名，得獎者當場領獎；當日沒抽完之禮物卡數量，移至隔日
再抽)、便條紙、飛盤扇等精美禮品，送完為止。
活動期間同一人不得重複領取200元禮物卡獎項。
參加本活動時，參加者須了解及同意本活動將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以及接受
本活動辦法之規範。
主辦單位保留以其他等值獎品替代本活動原公佈獎品之權利。
若有任何相關問題，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校內分機57407，公務信箱：ncu57407@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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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使用圖書館注意事項

 

使用本校圖書館 ：9月10日(一）起新生可憑學生證刷卡或靠卡入館，第一次借書前要先完成「讀者權
益確認暨個資蒐集同意書」簽署。

為方便尚未取得學生證新生使用圖書館，9月10日至9月14日每日8:00~17:00免證入館。
簽署帳號及預設密碼相同：本地生請使用「身分證字號」，外籍生請使用「學號」簽署。陸生、
僑生、交換生請使用「學號」簽署。
借還書服務請見https://www.lib.ncu.edu.tw/service/borrowbook.php
借閱權限請見https://www.lib.ncu.edu.tw/rule/RightsTable-cht.pdf

 

使用清華、交通及陽明大學三校圖書館 ：新生完成本校圖書館讀者權益確認暨個資蒐集同意書簽署
 15日後才可向三校圖書館借書，惟第一次借書前必須依各校圖書館規定完成簽署。憑本校學生證可免

換證進出三校圖書館。交換生憑本校學生證至三校圖書館換證入館，不受各館換證名額限制。

借閱權限請見「臺灣聯大一網通All 4 UST」網頁。

 

「新鮮人閱讀」主題書展

 

書展時間：107年9月10日（一）~11月30日（五）
書展地點：總圖書館1F主題書展區
書展借期：21天，不提供線上續借。
書展主題：時間管理、名人傳記、國際觀、讀書法、兩性關係、語言學習、讀書效率、成功
法、論文寫作、人生哲學、經典小說名著。

 

 

圖書館資料庫利用課程熱烈報名中~

 

圖書館本學期將推出全新利用教育課程，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報名網站：http://rapid.lib.ncu.edu.tw:8080/course/index.php

除了圖書館已排定的課程，歡迎同學以班級為單位或集合五人以上向圖書館另外預約課程

團體報名請邀集五人以上。
團體報名請於三週前預約。
教育訓練課程以週一~週五8:30-5:00為主。
教育訓練為客製化課程，視個別需求而定，可為單一資料庫介紹或綜合資源教學。
教育訓練課程地點皆為總圖書館地下一樓推廣教室，需更改上課地點者，請另行提出。
報名網址 http://rapid.lib.ncu.edu.tw:8080/course/groupSignUp.php
本館收到報名後之2個工作天內，將以email確認，若未收到通知，請再連絡我們。

聯絡電話：校內分機57407

公務信箱：ncu57407@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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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活化] 二手教科書大贈送

                   

9月10日開始，喜歡就帶走，贈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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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展覽] 樂齡悠活-陳國強師生多媒材聯展

 

時間：107年9月5日至107年9月27日
  

 展出地點：總圖B1藝文走廊
  

 歡迎參觀本館藝文走廊展覽，本館因管理之需要，入館參觀時以下連結事項敬請配合。謝謝！
  

 參觀須知說明: http://rapid.lib.ncu.edu.tw:8080/reflib/artgallery_visit.pdf
  

 展出簡介：
 陳國強老師在桃園中壢區的樂齡學習中心開油畫班及多媒材班已經多年，他認為藝術就是

 要透過自我探索，將生活的歷練呈現在作品上，希望觀賞者能透過畫意、畫訣、畫題及各
 種媒材，來鑑賞這次聯展中，60人生才開始的學員們本著「乘興自得而作」的創作，領會
 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真諦。

 

                      

 

 

公用研究室專案開始申請

 

申請日期：107年9月10日（ ）8時至9月14日（五）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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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107年9月10日（一）8時至9月14日（五）12時。
分發日期：107年9月14日（五）17時後依分配原則分發、公告及通知。
申請表下載：圖書館首頁>>各項服務>>表單下載>>借用申請>>專案研究室借用申請。相關證明
文件須請指導教授或計畫主持人簽署。
請參閱「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公用研究室使用規則」，如違反相關規則，本館得終止使用權，
並重新分配予他人使用，不得有任何異議。
申請次序依本館收件時間為準，請親自或郵寄送件。寄件地址：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
號 收件者：圖書館典閱組（公用研究室專案申請）<--請務必註明

 

圖書館首頁

圖書館資源有效利用推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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