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引 e 書

三重送」活動辦法

一、 活動宗旨
為鼓勵大專校院學生善用聯盟採購之十四萬餘冊電子書，加強使用者對於各類資源內容與
功能之瞭解，進而能有效結合所學，應用於學習活動中，以提高聯盟電子書資源使用效益。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推動小組
承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協辦單位：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6 年成員館
三、 活動時間
即日起 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四、 活動對象
本聯盟 106 年成員館在學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報名不限個人或團隊參加。
五、 活動網址
http://taebc.lib.ntnu.edu.tw/citation
六、 活動說明
（一）第一重好禮「引ｅ書報告王」：
一份報告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本項重覆得獎者以領取一次最高獎項為限。
獎項

名額

獎品

贊助廠商

首獎

1 名 平板筆電 2 in 1

二獎

2 名 1TB 行動硬碟（USB3.0）

三獎

1名

四獎

2 名 旋轉式多彩藍牙喇叭

五獎

2 名 立體聲藍牙耳機

飛資得醫學、Karger、Ovid

六獎

5 名 星巴客隨行卡（已儲 500 元）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七獎

3 名 時尚皮革文具組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RWARS 星際大戰白兵
32G 夜燈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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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國際
Hyread 凌網科技
Hyread 凌網科技
Hyread 凌網科技

（二）第二重好禮「引ｅ書呼朋引伴王」：
呼朋引伴參加活動，介紹人與被介紹人皆成功報名者，各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介紹愈多，中獎機率愈高，本項重覆得獎者以領取一次最高獎項為限。
獎項
呼朋引伴獎一

名額

獎品

1 名 iPad（2017 新版 wifi 32GB）

呼朋引伴獎二

10 名 小米手環

呼朋引伴獎三

30 名 7-11 禮券 100 元

贊助廠商
文道國際
Springer Nature
ProQuest

（三）第三重好禮「引ｅ書快手王」：
前 60 名參加者，可獲得超商禮券 100 元。
團隊以一人代表領取為限。本項重覆得獎者以領取一次為限。
獎項
前 60 名參加獎

名額

獎品

30 名 全家禮物卡 100 元
30 名

贊助廠商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Airiti 華藝數位

（四）「引ｅ書伯樂王」：
獎勵積極推廣本活動並協助參賽學生報名送件數最多的成員館。
獎項
最佳推手成員館

名額
2館

獎品

贊助廠商

各補助成員館推廣活動
禮券 2,000 元或等值獎勵品

文道國際

備註：獎勵名額將視送件數量彈性調整。
七、 報名方式
（一）於活動期間所撰寫之課堂報告或作業等，引用本聯盟採購之電子書者，即可參加抽
獎。
（二）報告書寫須含：引用電子書之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引用頁數、網址等書目
資料。
（三）參加步驟
1. 查找本聯盟購置之電子書，擷圖「電子書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查詢結果畫面。
2. 擷圖引用電子書的部分報告內容。
3. 線上報名：每份報告填寫一次。
個人報名網址 https://goo.gl/ncMFsG；團隊報名網址 https://goo.gl/RbV3Ar
報名資料包括：
(1)個人基本資料、
(2)引用電子書的書目資料與「電子書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查詢結果擷圖、
(3)報告的相關資料與內容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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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閱讀電子書的說明
（一）您可至「電子書書目整合查詢」
（http://bookchoice.lib.ntnu.edu.tw/search.jsp）依主題分
類瀏覽，或輸入關鍵字查找。在校內點選連結即可閱讀；在校外請依各校認證方式閱
讀。
（二）使用「電子書書目整合查詢」確認為本聯盟採購電子書後，也可依貴校所提供之電子
資源使用途徑查詢閱讀該書。
（三）若您無法閱讀該書，可能是您所屬學校該年度未加入本聯盟全額會員。
（如：甲校 2015 年首次加入聯盟，無法閱讀 2014 年聯盟購置之電子書。）
（四）如對電子書使用有任何問題，請洽各校圖書館館員協助。
九、 注意事項
（一）得獎公告：
得獎結果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公布於聯盟網站，並 e-mail 通知中獎人/中獎團隊主
聯絡人。中獎人如未提供正確聯絡方式，或未於時限內回覆者，視同放棄。
（二）領獎須知：
1. 收到領獎通知一週內，請攜帶學生證及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
至各校圖書館領獎，逾期視同放棄。
2. 獎品圖片僅供參考，實際款式及顏色，以寄達各校之實物為準。
3. 團隊參加者中獎時，須全員皆出示證件方可領獎，
獎項由團隊共同領取，承辦單位不協助獎項分配。
（三）稅務事宜：
所獲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壹仟元者，須列入該年度所得稅申報；
如中獎人為外籍人士，須配合繳交獎品價值之 20%稅金及居留證影本。
（四）活動承辦人：
如有活動相關問題，請洽本聯盟推廣小組中興大學圖書館典閱組陳小姐，
電子郵件：boting@nchu.edu.tw，聯絡電話：04-22840290 分機 469。
（五）其他：
凡參加者即視同接受本活動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保留修訂上述內容及中獎資格審核
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以聯盟網站（http://taebc.lib.ntnu.edu.tw）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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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引 e 書 三重送」報名表（填寫範例）
報名編號

學校全銜
參加呼朋引伴王

（承辦單位填寫）

□我是介紹人，介紹_【校名，學號，姓名】_參加本活動。
□我是被介紹人，由_【校名，學號，姓名】_介紹而參加。
□不參加呼朋引伴王。

□團隊報名

□個人報名

主聯絡人（學生１）姓名

姓名

系所、年級

系所、年級

學號

學號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

電話

電話

團隊報名之其他學生資料

姓名

電話

學號

團隊報名之其他學生２
團隊報名之其他學生３
團隊報名之其他學生４
團隊報名之其他學生５
團隊報名之其他學生６
引用電子書冊數

5冊
1.

D'Alessandro，
《職場生死鬥》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08，第 56、77、93 頁。
http://lb20.mcgrawhill.libraryandbook.net/FE/search_viewOpen.action?bookId=YsdsdebY187123d8Y

2.

Michelli，《星巴克模式》，McGraw-Hill Taiwan， 2006，
第 10-15、86 頁。
http://lb20.mcgrawhill.libraryandbook.net/FE/search_viewOpen.action?bookId=YsdsdebY18711d74Y

引用電子書的書目資料
3.

Alam, Murad, Cosmetic dermatology for skin of color,
McGraw-Hill, 2009, p.10.
http://taebcmgh.sa.libraryandbook.net/FE/search_viewOpen.action?bookId=YsdsdebY18712195Y

4.

Ahluwalia, Gurpreet S, Cosmetic applications of laser and
light-based systems, Elsevier Inc., 2009, pp.28-35.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book/9780815515722

擷圖引用電子書的
「電子書書目整合查詢」
系統查詢結果畫面

報告題目

職場新鮮人的困境與突破

課程名稱

職場面面觀

授課教師

林ＯＯ

（引用電子書的）報告頁碼 「職場面面觀」期中作業第 1、3、5、7、9 頁。
擷圖（引用電子書的）部分報告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