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
圖資處參考諮詢組 2016.9.3



圖書館與您所想的不一樣



如何找資料？請先從
圖書館
網站
開始！

☞



資料庫與電子期刊?

傳統出版-紙本書籍

線上出版-電子書籍



今日重點

A. 如何找尋圖書館電子資源?

B. 如何申請他校資源?

C. 博碩士論文哪裡找?



A. 如何找尋圖書館電子資源?

1. 電子資源探索系統

(含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2. 電子期刊/電子書

推



1.電子資源探索系統
(含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推

可搜尋圖書館內所有館藏資源
(含紙本圖書)



簡易搜尋介面



以「海洋」關鍵字為例
中英文皆可搜尋



可下載全文閱讀



若人在校外，登入系統即可下載

跳出視窗請輸入
帳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預設)



2.僅收錄電子期刊/電子書

查詢時請輸入「期刊刊名」或「電子書名」



以「Marine」關鍵字為例
中英文皆可搜尋

搜尋結果為Marine相關的期刊



點選連結後
需輸入Email帳號、密碼

帳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預設)



連接到電子期刊資源

點選卷期即可
瀏覽、閱讀



若人在校外，請先設定電腦
查看「校外使用電子資源須知」

1. 設定成功後，即可使用電子資源
2. 已畢業或非在校學生，則無法使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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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申請他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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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海大找不到您所需的資源

請利用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

Library

文
獻
複
印

書
刊
借
閱



有哪些管道呢？

1.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2. 圖書互借服務(32校借書證)

3.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

(館際借書證、代借代還服務)





1.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使用前請先註冊帳號
1. 申請國內文獻複印免費，而借書須自付費用
2. 假日或夜間取件請先告知，參考組會將文件

留在閱覽組櫃台
3. 請遵守智財權，並請勿浪費學校資源



2.圖書互借服務(32校借書證)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

圖書館
•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圖書館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 大同大學圖書館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 佛光大學圖書館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圖書

館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 萬能科技大學圖書館
• 逢甲大學圖書館
•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圖書室
•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 東吳大學圖書館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圖書館
• 崇右技術學院圖書館
• 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
•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圖書室



圖書互借之借還書流程
(親自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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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區圖書資源平台
(館際借書證、代借代還服務)



管 道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圖書互借服務 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

合作單位 全國400多所單位 32校 15校 13校

服務類型 圖書借閱 文獻複印 圖書借閱
館際借書證
(圖書借閱)

代借代還
(圖書借閱)

費 用
付費

(論文借閱
免費)

國內免費
國外付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親自至他校
借還書

✘ ✘ ✔ ✔ ✘

海大圖書館
幫忙借還書

✔ ✔ ✘ ✘ ✔

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
至參考組櫃台
借閱借書證

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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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論文資源

1. 海大博碩士論文系統

2. 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國家圖書館)

3.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美加博碩士論文)



博碩士論文哪裡找？



1.海大博碩士論文系統

1. 可查詢海大學生的博碩論文
2. 畢業前須將論文上傳至此網站
3. 若對論文授權有任何問題，請詢問圖書館



2.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國家圖書館)

1. 可查詢全臺灣的博碩士論文
2. 由國家圖書館所建置的系統
3. 需註冊帳號登入後才能下載論文



3.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美加博碩士論文)



說明會相關推廣活動
(投影片下載)



圖資處參考諮詢組
連絡資訊

⚫張玉貞

☎分機: 2114

☞Email: jenny@ntou.edu.tw

⚫林上資

☎分機: 2125

☞Email: shangtzu@ntou.edu.tw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



謝謝大家！

請大家多多
愛用

圖書館資源



圖書館休閒資源(補充)

• 電子書

• 英語學習資源

• 電子報紙



電子書

1. HyRead eBook

2. 華藝中文電子書(iRead eBooks)

3. 數位閱讀館udn電子書庫

4. Library and book



HyRead eBook



華藝中文電子書



數位閱讀館udn電子書庫



Library and book



英語學習資源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NEW TOEIC應考特訓課程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聯合知識庫
原版報紙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