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啟圖書館的旅程-
認識您所不知道的圖書館

圖書暨資訊處 參考諮詢組

張玉貞



大綱
• 空間服務
• 資料查詢
• 館際合作
• 資訊服務
• 推廣活動



圖書館座落於濱海校區

樓層 服務及設施

B1 全興書苑

1樓
還書箱、閱報區、藝文中心(含藝文展示空間)、採編組、圖書系統
組

2樓

來賓換證/借還書/館際合作與參考諮詢聯合服務台、觸碰式互動螢
幕系統、資訊檢索、列/複印/掃描、多媒體視聽資料區、視聽室、
討論室、參考資料區、新書展示、主題書展、愛樂廳、閱覽組、參
考諮詢組

3樓 學報、學術性期刊合訂本、影印室、期刊室

4樓
西方語文圖書、本校博碩士論文、日文期刊合訂本、童書、教授指
定參考書

5樓 東方語文圖書(中、日、韓文圖書)、特藏室

二館3樓 資訊素養教室

二館4樓 中西文當期期刊(整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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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一館：地下1層、地面5層之獨棟建築

圖書二館：位於研究大樓3樓後半及4樓，以空中走廊連接一館 http://touch.lib.ntou.edu.tw/Ntou/

西文：圖書一館三樓樓梯處西文：圖書一館三樓樓梯處

中文：圖書一館三樓靠電梯處中文：圖書一館三樓靠電梯處



圖書館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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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直接刷卡入館;攜帶食物飲料將被停止入館及借書權1個月

亦可上圖書暨資訊處首頁查看 http://li.ntou.edu.tw

時間/服務項目
閱覽服務及
複印服務

借還圖書
(視聽資料及書
刊附件暫停借閱)

參考諮詢 全興書苑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學期中
(週一至週五) 8:10~22:00 8:10~21:00 8:30~16:50 9:30~11:00 8:20~22:50

學期中
(週六、日) 9:10~21:00 9:10~20:00 無 9:30~11:00 8:20~22:50

(週日不開放)
寒假

(週一至週五) 8:10~18:00 8:10~17:30 8:30~16:50 9:30~10:00 8:20~16:50

寒假
(週六週日) 寒假休館 9:30~10:00 不開放

暑假
(週一至週五) 8:10~18:00 8:10~17:30 8:30~16:50 9:30~10:00 8:20~16:50

暑假(週六) 9:10~18:00 9:10~17:30 無 9:30~10:00 不開放

暑假(週日) 暑假休館 9:30~10:00 不開放



閱讀或自修的空間
• 圖書館提供638個座位供閱覽
• 圖書一二館，刷本校學生證或換證入館
• 圖書一館地下室-全興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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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聚、看報紙的空間-1樓

• 1樓(臨時閱讀區)
紙本報紙10種：中國時報、工
商時報、經濟日報、自由時
報 …

• 2樓觸碰螢幕電子報紙
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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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的空間
新書展示區 (每週四上架，可立即借出)

• 一館2樓

中西文參考書

• 一館2樓

期刊合訂本(具學術價值，非今年)

• 一館3樓、一館4樓（日文）

西文書、教師指定參考書、童書

• 一館4樓

中文書

• 一館5樓

現期期刊(整修中)

• 二館4樓 105學年度大一學習促進 7

實際儲放空間以
館藏目錄為準

大學部可借15冊，借書期限以
系統為憑，罰款採累計制(以下
為大學部借期)

•一般圖書30天
•期刊與參考書借期1天
•指定參考書1天或7天
•影片限館內閱覽(4小時)

大學部可借15冊，借書期限以
系統為憑，罰款採累計制(以下
為大學部借期)

•一般圖書30天
•期刊與參考書借期1天
•指定參考書1天或7天
•影片限館內閱覽(4小時)



借還書的位置-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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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1F還書箱
• 還書日為下個非例假日
(例:週五投，下週一才是真正的還書日)
• 不可投視聽資料、光碟、參考書、期刊等易損

毀或借期短的書籍
• 不可投外校的書

一館1F還書箱
• 還書日為下個非例假日
(例:週五投，下週一才是真正的還書日)
• 不可投視聽資料、光碟、參考書、期刊等易損

毀或借期短的書籍
• 不可投外校的書

一館2F
•借還書櫃台

(借還海大的書)
•參考諮詢台

(借還外校的書或詢問問題)

一館2F
•借還書櫃台

(借還海大的書)
•參考諮詢台

(借還外校的書或詢問問題)

借還書櫃台借還書櫃台

參考諮詢台參考諮詢台



新書展示區-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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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四上架
可立即借出



看影片的空間-2樓

個人視聽座
• 提供6台電腦可觀看DVD
個人視聽座
• 提供6台電腦可觀看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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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視聽室 5人以上
•2間 (每間可容納10人)
•提供DVD、VHS等設備
•每次限使用2小時

團體視聽室 5人以上
•2間 (每間可容納10人)
•提供DVD、VHS等設備
•每次限使用2小時



教師指定參考書-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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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老師會用到的教材
可以到圖書館借閱
借期縮短為1天或7天



討論室-線上預約申請(4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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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討論室（1間）
可容納5-12人
大討論室（1間）
可容納5-12人

小討論室（２間）
可容納3-6人
小討論室（２間）

可容納3-6人



電腦列印‧複印‧掃描
採悠遊卡扣款方式提供自助式影/列印服務

• 計費：
• 黑白：A4/B4每張扣款1元、A3每張2元
• 彩色：A4每張5元、A3/B4每張10元(限2樓1號機)

• 放大縮小不另加費用；影/列印中途卡紙不扣款
• 地點：

圖書一館2樓：提供影印及電腦列印
圖書一館3樓：只有影印

• 掃描：
圖書一館2樓資訊檢索區提供免費掃描服務
A3二台，A4三台

＊請遵守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非法影/列印者，須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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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2F資訊檢索區
19台電腦
安裝文書處理軟體，
並提供資訊檢索、複
印、列印、掃描

一館2F資訊檢索區
19台電腦
安裝文書處理軟體，
並提供資訊檢索、複
印、列印、掃描



愛心傘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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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必擔心，圖書館提供雨傘

借用服務！

請洽借還書服務臺

借期 7天



電子書閱讀器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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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台電子閱讀器(iPad Air 2 )
– 期限：每次借期7日，可預約、不可續借。
– 借/還時間：週一至週五8:30~16:50 
– 借/還地點：圖資處參考諮詢組
– 逾期罰款：每逾一日課以新台幣100元



請問圖書館的
哪個空間可以
線上預約？

答：

討論室
(圖書一館二樓)

1. 可預約28 天內的日期
2. 逾時未到達2次者，停止預約權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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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空間服務
• 資料查詢
• 館際合作
• 資訊服務
• 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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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挖寶-找尋資料http://li.ntou.edu.tw

校內圖書館提供的電子資源:
•館藏查詢系統(紙本)、資料庫、電子期刊、

電子書、博碩士論文

經由館際合作尋求校外資源:
•館際合作借書證、文獻傳遞服務、圖書代借

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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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查詢 –- 以圖書為例
(圖書、期刊、視聽資料、論文、報告、電子書、部分電子期刊)

圖書借閱時,若已有其他讀
者預約，則無論讀者類型，

該書借期皆縮短為14天。

處理狀態有：
在架上 ：尚未借出，請至館藏地取書
到期(月日年) ：已借出，但可預約
到期(月日年)+1預約 ：已借出，且有1位預約中
在預約架上+1預約 ：待預約讀者取書，且尚有1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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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索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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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查詢 –- 以雜誌為例

可對外連結

紙本到館狀況

期刊合訂本狀態



館藏查詢 – 圖書預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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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輸入學號/密碼

步驟二：註記選取

步驟三：看到 您的預約…成功 = 預約完成

圖書借閱時,若已有其他讀
者預約，則無論讀者類型，
該書借期皆縮短為14天。

圖書借閱時,若已有其他讀
者預約，則無論讀者類型，
該書借期皆縮短為14天。



個人借閱記錄查詢、圖書續借

查詢預約書狀況

圖書續借

圖書續借：
若無人預約，圖書到期日之前5
日內可線上續借，最多續借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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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通知單
24

學號學號

密碼預設為
身分證字號字母大寫
密碼預設為
身分證字號字母大寫

網址 http://mail.ntou.edu.tw

即將到期、預約可借、預約取消、逾期通知等各式通知單。
以E-mail寄發至海大個人信箱<帳號＠mail.ntou.edu.tw>
不另行用紙本通知



圖書介購 有本書很不錯，圖書館沒有，
可以介購喔!



需至My Lib填寫申請單未上架書優先處理

處理狀態:編⽬中
表⽰書籍已在採編組處
理中，若急需，可填寫
「未上架書優先處理」



• 借書期限：系統為憑，一般圖書：大學部學生30天，15冊

若圖書借閱時已有人預約，借期一律縮短為14天

期刊與參考書借期1天、影片限4小時

• 續借：借書期滿，如無他人預約，得自行於到期日前5日內
(含到期當日)辦理線上續借，續借以2次為限。

• 逾期：每日每冊罰款5元(採累計)

• 預約：欲借圖書如已被他人借出，可辦理線上預約。

• 還書箱服務：投還書箱圖書以下一個非例假日為還書日；細
則請詳<還書箱使用要點>。 (視聽資料、期刊、參考書等請
勿投還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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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服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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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探索服務系統-結構

電子資源
探索服務

系統

電子資源
探索服務

系統

電子期刊電子期刊

資料庫資料庫

電子書電子書

館藏紙本館藏紙本

機構典藏機構典藏

網路資源…網路資源…

異質資源….
(無法做成預
索引的資源)

異質資源….
(無法做成預
索引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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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探索服務系統-網址
http://jumper.lib.ntou.edu.tw

⼆者皆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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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探索服務系統(Discovery Services)

以google like介面提供使用者方便的整合性查詢

可輸入篇名直接查詢
期刊文章，資料庫

學校訂購的資料庫，電子期刊，
電子書清單介紹及網址

異質資源：無法做成預先索引資料庫的資源
當使用者送出查詢指令時，即時送出查詢

三個標籤欄位：
學校所訂購的資料庫､電子期刊
､電子書分類



圖資處網頁-英語學習專區
•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彭蒙惠英語
• HyRead語言學習平台

A+ English空中美語、ABC互動英語、 ALL+互動英語、 biz互動
英語、 CNN互動英語、 Discovery 互動英語、 English 4U 活用
空中美語、 English Digest 實用空中美語、 Fighting! KOREA韓
語學習誌、Live互動英語、佳音英語世界雜誌、英語島、常春藤
生活英語雜誌、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跟我學日語、槓桿韓國語
學習週刊、韓檢情報誌

• NEW TOEIC應考特訓課程
•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彭蒙惠英語、各式主題頻
道..
每日頻道(影音涵蓋範圍2013/11~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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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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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專區(畫面擷取)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HyRead語言學習平台NEW TOEIC應考特訓課程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每日頻道涵蓋範圍
2013/11~2015/12
每日頻道涵蓋範圍
2013/11~2015/12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影響本校校譽。如經查證違法行為屬實，
除停止使用權外，須自負民法、刑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令責任。

 請務必先詳閱各出版社之使用規定及版權聲明，再利用各項電子資
源。

 使用者：以本校在職在校教職員生為限。

 使用方式：
◦ 限個人學術研究或教學目的使用，嚴禁有商業行為。

◦ 嚴禁以任何形式連續、大量、有系統地複製、下載、列印檔案。

◦ 嚴禁將密碼以任何形式告知他人。

◦ 嚴禁擅自以任何形式，透過任何儲存媒體，將實體及電子資料之全部及
部份內容，傳送、傳播、提供給非本校教職員生使用。

◦ 除上述外，凡直接或間接觸犯各出版社之使用規定及版權聲明者，皆屬
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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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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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智慧財產權

若涉侵權將受校規處分
並須負

相關法律責任！

宣導網頁：http://www.stu.ntou.edu.tw/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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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紙閱讀-聯合知識庫
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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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性電子資源平台(udn，iRead ，Hyread)

數位閱讀館udn電子書庫(書、雜誌）

館藏量1千5百多本
• 可借5本
• 借期7天

國家地理雜誌2013/9~國家地理雜誌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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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性電子資源平台(udn，iRead ，Hyread)

華藝電子書
館藏量近3000本
• 可借10本
• 預約10本
• 借期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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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性電子資源平台(udn，iRead ，Hyread)

HyRead eBook中文電子書閱讀平台（書、雜誌）
(聯盟採購)館藏量6千多筆
• 可借5冊
• 預約10冊
• 借期14天

(本校自購)館藏量1萬多本
• 借書5冊/雜誌3冊
• 預約書20冊/雜誌10冊
• 借期7天



使用電子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 優：輸入帳密即可直接使用
• 缺：少數無法設定ezproxy的

資料庫無法使用

校外使用須知
--透過設定，也可在校外利用電子資源喔！ 帳密：學校Email

設定校外使⽤連線軟體
• 優：⼀旦設定成功，與學校

環境相同
• 缺：第⼀次需安裝client軟

體，之後每次使⽤需先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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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書刊每冊
逾期一日，罰
款多少元?

答：

每日每冊罰款5元

補充：
若同時借閱15冊且皆逾期，則每日累加75元



大綱
• 空間服務
• 資料查詢
• 館際合作
• 資訊服務
• 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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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合作 向外尋求資料

1

•確認海大無書，尋找其他學校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查詢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付費

2

•選擇免費借書管道
•圖書互借證(32校)：至參考諮詢組櫃台借用
他校借書證(親自借還)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15校):代借代還、館際
借書證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簡稱(NDDS)：提供國內400 多個單位圖書
館之館際合作服務

• 線上申請－期刊、圖書、學位論文等資料
• 收費標準－

◆借閱學位論文、複印期刊文獻
校長專款補助(免費)

◆圖書－依各校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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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 大同大學
2. 工研院
3. 中央大學
4. 中研院人社中心
5. 中研院文哲所
6. 中研院史語所
7. 中研院民族所
8. 中研院近史所
9. 中研院人社聯圖
10.中興大學
11.成功大學
12.交通大學
13.佛光大學
14.東吳大學
15.東華大學
16.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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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互借-親自借還(免費)

17.清華大學
18.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9.逢甲大學
20.萬能科技大學
21.暨南大學
22.臺北科技大學
23.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24.臺北教育大學
25.臺灣大學
26.臺灣科技大學
27.臺灣師範大學
28.崇右技術學院
29.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30.臺北大學
31.臺北醫學大學
32.海洋科技博物館

目前已簽署協議書之單位：32



各校借期&
可借張數不同
各校借期&

可借張數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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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互借-親自借還(免費)



海大參考櫃臺

他校圖書館

申請實體借書證
最多可借3張，借期7天

到他校借書

歸還實體借書證
中南部學校可延長借期

到期前至他校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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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互借之借還書流程(親自借還)



館際借書證－親自借還
代借代還－不需親自借還

館際借書證－親自借還
代借代還－不需親自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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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15校圖書館

9. 臺北⼤學
10.臺北藝術⼤學
11.臺灣海洋⼤學
12.銘傳⼤學
13.政治⼤學
14.法⿎佛教學院
15.臺北市⽴⼤學

1. 東吳⼤學
2. 真理⼤學
3. 淡江⼤學
4. 景⽂科技⼤學
5. 陽明⼤學
6. 實踐⼤學
7. 輔仁⼤學
8. 國防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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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
15校館際借書證
(聯合目錄包含20多所北區大學圖書館)



• 以圖書館借還書系統認證身份
• 學校：海大
• 帳號：海大學號
• 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

• 信箱請填常使用之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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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個人化服務

*第⼀次登⼊後，系統⾃動寄信⾄所填信箱啟⽤服務*第⼀次登⼊後，系統⾃動寄信⾄所填信箱啟⽤服務



北區資源平台
申請館際借書證
自行印出

他校圖書館

到他校借書
1.館際借書證
2.學生證(服務證)

到他校還書
借閱到期前至他校還書

同圖書互借服務，但不需到海大圖書館借證

借期21天，可借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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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館際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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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館際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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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代借代還

以下圖示可選擇想查詢的學校
預設值已設定有參與代借代還的學校

選擇加入書車



105學年度大一學習促進 53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申請代借代還

勾
選



線上申請，宅配運送

• 送件日：週二、週四 （海大送書）
• 收件日：週三、週五 （海大收書）
• 取書、還書均在參考諮詢組櫃臺
• 需於8:00~17:00內至櫃檯借還書，如需夜間取件，

請先告知
• 借期21天(包含運送時間)，一次可借5冊
• 逾期一天5元
• 所有通知一律採用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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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借代還 實施辦法及規則



APP Store 搜尋

「北一區行動圖書館」即可下載！

• 聯合目錄查詢

• 線上申請館際借書證

• 圖書代借代還

• 我的借閱、最新消息

• 掃描ISBN查詢平台館藏

• 利用行動定位導引讀者至鄰近夥伴圖
書館

• 個人化推播訊息-代借代還取書通知、
即將到期通知、逾期通知、逾期罰款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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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圖書資源平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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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

免費借書
有哪些管道可以借

答：
圖書互借
32間，需至圖書館櫃台換證，並親自借還書

北區圖書資源平台
館際借書證：15間，線上申請，需親自借還書



大綱
• 空間服務
• 資料查詢
• 館際合作
• 資訊服務
• 推廣活動



• 帳號為學號@mail.ntou.edu.tw，預設密碼為含大寫之身
份證字號(外籍生密碼:含大寫之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 校園信箱容量：50 MB
• 畢業後仍可終身使用
• 校內提供POP3 (收信)及 SMTP(寄信) 服務，

校外僅提供POP3服務
• 校園信箱提供 Webmail 服務(http://mail.ntou.edu.tw/)
• 自動轉寄服務(forward)，可轉寄至個人慣用信箱
• 學校重要公告與活動訊息均會寄到此信箱
• 圖書館借書即將到期、逾期、預約可借等通知單會寄到海大電子郵

件信箱
• 海大專屬Gmail帳號，可至http://ntougmail.ntou.edu.tw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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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系統注意事項

POP3 : mail.ntou.edu.t
SMTP: mail.ntou.e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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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信箱自動轉寄服務

１１

２２

３３



• NTOU E-mail Upgrade
• Attention NTOU E-mail Account Holder
• Attention Edu E-mail Account holder
• Urgent Notification Dear Webmail Account User!!
• NTOU DataBase Account Alert!
• Restore Your Account Access Warning!! 
• Update Your Email Account.
• Maintenance Alert: Please do respond to avoid 

account deactivation
• University Webmail Upgrad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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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常見的詐騙信件主旨

圖書暨資訊處
不會⽤ E-mail 
向各位索取帳
號密碼。

圖書暨資訊處
不會⽤ E-mail 
向各位索取帳
號密碼。

只有⼀個⽬的，
就是要您的帳號

與密碼。

只有⼀個⽬的，
就是要您的帳號

與密碼。



涵蓋範圍:
行政大樓、圖書館、空中連通走廊、共同科遠距教學教室、育
樂館、育樂館前廣場、噴泉池、操場、游泳池前廣場、工學院
四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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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無線網路

學校Email帳號密碼學校Email帳號密碼



Windows、Office、Acrobat、PhotoImpact、 SAS、
Visio、EndNote、防毒軟體、Dr.Eye譯典通…

全校授權軟體下載

海大Email帳號密
碼

校外認證



• 海大APP
• 快速適應與認識環境
• 推廣行動學習

• 雲端平台
• 虛擬主機服務 (研究計畫)
• 雲端硬碟服務 (全校師生)
• 雲端桌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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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資訊服務



海大雲端主機
學生若有需求可申請使用，目前有3組學生團隊：

• 海大學生商會(領先創業交易平台)
• 郭ＯＯ學生團隊(海大資訊整合平台)
• 廖ＯＯ學生團隊(社團網站平台)

海大雲端硬碟
在校學生有4GB的免費空間，免申請!

• 網頁介面：網址 https://drive.ntou.edu.tw
• 個人電腦：於網頁介面下載並安裝NTOU Drive，可與NTOU 

Drive網站同步化您電腦上的資料夾
• 智慧手機：登入網頁介面之後點擊右下角下載，再根據手機平

台選擇對應的App下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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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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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硬碟服務

您的學號
教學務系統密碼

網址：https://drive.ntou.edu.tw

以教學務系統帳號及密碼登入

4GB免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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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硬碟服務

個人電腦

1. 先登入後點擊右下角
Downloads

2. 進入下一頁後再按
Download Now

智慧型手機

1. 先登入後點擊右下角
Downloads

2. 進入下一頁後再根據手機
平台選擇對應的App



• 在非自己學校的無線網路中，也能夠用海大電子郵件帳號登入，使
用他校的無線上網服務(200多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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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網路無線漫遊(TANetRoaming)

查詢漫遊學校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select_unit.php
或查詢 TANet無線網路漫遊交換中心

帳號：
學號@ntou.edu.tw
帳號：
學號@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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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載校園授
權軟體及使用
無線網路時帳
號及密碼為何？

答：

學校Email帳號及密碼

帳號:學號
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
(英文字母大寫)



大綱
• 空間服務
• 資料查詢
• 館際合作
• 資訊服務
• 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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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推廣活動、演講、有獎徵答、新訂或試⽤資料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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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講義下載、有獎徵答)



推廣活動
四校趴趴走-拍照有禮活動



推廣活動
歡樂開學祭 -相揪e起借書趣！ 閱讀行動大家e起來！



謝謝您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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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服務
圖書一館2樓聯合服務台

電話諮詢
 借還書問題→閱覽組分機1187,1188

 資料查詢問題→參考組分機2125,2114

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下午4:50

 網路及郵件問題→校園網路組1174,2113

 教學務系統問題→校務系統組1177,1173

EMAIL聯繫
 圖書服務lit@mail.ntou.edu.tw

 圖書資源使用問題 shangtzu@mail.ntou.edu.tw jenny@mail.ntou.edu.tw

 網路服務 staff@mail.ntou.edu.tw

 各業務聯絡人詳見圖資處網頁／聯絡我們

課程講義下載
【圖資處網頁／推廣活動／105學年上學期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