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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學會資料怎麼找
向內蒐集：圖資處網頁

–館藏目錄

–碩博士論文

–電子書/資料庫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Discovery Service)
–參考文獻與書目管理軟體

對外尋求：館際合作(無館藏時向合作館申請資料)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內外複印、借書）

– 圖書互借服務（借書）

–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借書）

圖書服務

資訊服務



學會資料怎麼找

向內蒐集－圖資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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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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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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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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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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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博⼠論⽂



可⽤電⼦資源-依主題
 理⼯類

 Engineering Village Compendex、IEL (IEEE/IET期刊、會議論⽂及IEEE 技術標準)、 SciFinder、Web of 
Science(SCIE) 、JCR 、 ProQuest(17種)

 電⼦期刊:ACS Journals、ACM Digital Library、Wiley Online Library、AIP Journals Online、APS Journals Online、
ASCE Journals Online、ASTM Journals 、IOP、NPG(Nature Publishing Group)、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pringerLink電⼦期刊、Tech Science Press、AGU、中國期刊全⽂數據庫(理⼯A、理⼯C) 、 J-STAGE

 ⼈⽂社會科學類
 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EBSCOhost ERC)、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ERIC、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Complete (EBSCOhost)、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Resources、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JCR

 電⼦期刊: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Emerald management、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與社科回溯性電⼦期刊、Taylor & Frances ⼈⽂社會科學電⼦期刊、中國期刊全⽂數據庫
(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哲學與⼈⽂科學)

 商學法學類
 EcoLit (EBSCOhost)、ProQuset ABI/INFORM Complete、Fairplay 、⽉旦法學資料庫、法源法律網
 電⼦期刊: Emerald management、SpringerLink電⼦期刊、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與社科回溯性電

⼦期刊、Wiley Online Library、JSTOR Business、Taylor & Frances ⼈⽂社會科學電⼦期刊、Containerisation
international、中國期刊全⽂數據庫(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哲學與⼈⽂科學)

 ⽔產，⽣醫類
 ProQuest、OmniFile、BioOne、Aquatic Sciences &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產漁業資料庫(ProQuest Aquatic 

Science Collection)、AGRICOLA、MEDLINE、Biological Sciences、Plant Science 、Web of Science(SCIE)
 電⼦期刊:ASM Journals Online、BioMed Central、Tech Science Press、Wiley Online Library、NPG 、中國期刊全

⽂數據庫(理⼯A、理⼯C)



可⽤電⼦資源-依資料類型
 電⼦期刊(綜合性)

Atypon eJournal(Taylor & Francis)、IOP Science 、ScienceDirect(Elsevier) 、SpringerLink、
ACM Digital Library(AC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Wiley Online Library、華藝中⽂電⼦期刊資
料庫 (CEPS)、中國期刊全⽂數據庫(CNKI)

 電⼦書(綜合性)
臺灣學術電⼦書暨資料庫聯盟(airitiBooks華藝中⽂電⼦書、HyRead ebook 、Library & Book(L&B) 、
McGraw-Hill) 、⽅正中⽂電⼦書、 MyiLibrary、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CRC netBASE 、數
位閱讀館udn電⼦書庫

 報紙新聞&休閒性電⼦資源
聯合知識庫-原版報紙資料庫 ( 聯合、經濟、聯晚) 、ProQuest (Newspaper⼦資料庫)、臺灣⽇⽇新報
資料庫

 語⾔學習
空中英語教室影⾳典藏學習系統、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雜誌、 HyRead語⾔學習平台、NEW 
TOEIC應考特訓課程、全⺠英檢線上課程(外語中⼼)、⼤家學⽇語全球線上教學網站

 ⼀般性資料庫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查期刊影響係數(IF)及領域排名、 Web of Science--SCIE



可⽤電⼦資源－中⽂資料庫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CEPS)：收錄兩岸中文出版之期刊全文資料庫。收錄3千餘種學術
期刊，台灣期刊 (800 餘種)的全文資料庫。主題：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
學、醫學生命科學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 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所建置多種資料庫之一，收錄中國公開出版之 九千餘種期刊 ，本校購買理
工 A 、理工 C、哲學與人文科學、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



可⽤電⼦資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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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Village‐為美國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簡稱 Ei) 建置之網際網路工程
資訊服務系統，提供單一介面查詢各類工程相關資訊，收錄 6,500 多種工程期刊、研
討會、論文集和技術報告

IEL‐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為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IEEE ‐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與英國工程技術學會 (IET ‐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出版品之電子全
文資訊系統，內容包括 IEEE 與 IET 自 1988 年以來出版之期刊、會議論文集、及 IEEE 工業標準電子全文資料，
電腦科學與電機工程文獻

ProQuest(17個資料庫)‐商學、科學與技術、教育、學術論文、健康與醫療、
歷史、文學與語言、新聞與報紙、社會科學、藝術領域
EBSCOhost:商學、財經、教育SciFinder 為美國化學索摘服務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 內容包括：文獻
_CAplus:1800年至今。文獻_MEDLINE:1946年至今。超過5,300種期刊和80個國家，
涵蓋生物醫學領域。物 質_CASREGISTRYSM:1800年至今。反 應_CASREACT:1840年至
今。化學品供應_CHEMCATS:超過310,000萬筆化學品供應商資訊。物質管制清單
_CHEMLIST:1980年至今。Markush結構_MARPAT:1961年至今。



ScienceDirect :提供 2000 餘種電子期刊全文及包含摘要之書目資料，主題涵蓋農業、生物、生化、基因、分子

生物、免疫、微生物、化學、化學工程、醫學、藥學、製藥、牙醫術、獸醫、電腦科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工程、
能源、技術、環境科學、材料科學、數學、物理、天文、管理、會計、心理學、商學、經濟、經濟計量、財務、社
會科學、藝術與人文等，本校可看全文51種。

可⽤電⼦資源－⻄⽂期刊
SpringerLink：科學、技術和醫學電子期刊、電子書Wiley Online Library :Wiley Online Library 為 John Wiley & Sons, Inc. 建置之線上資源，涵蓋範圍包括John Wiley & 
Sons以及該公司旗下Wiley‐Blackwell、Wiley‐VCH與Jossey‐Bass的出版品，結合750個學協會合作出版夥伴，收錄1,500
種期刊，以及電子書、參考資料、百科全書、手冊及字典等



如何找中⽂⽂章?以CEPS為例

呂東原、林泰源、龔志榮，”原子層沉積
應用在三族氮化物之生長”，科儀新
知， 29 卷，1期，頁26-32，民九十六

可依條件進行再檢索



但是…
找資料真的
要這麼麻煩?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架構

電子資源
探索服務

系統

電子期刊

資料庫

電子書

館藏紙本

機構典藏

網路資源…

異質資源….
(無法做成預
索引的資源)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網址
http://jumper.lib.ntou.edu.tw

⼆者皆可進⼊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Discove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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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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原子層沉積應用在三族氮化物之生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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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Discove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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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標籤欄位：
學校所訂購的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分類



C. L. Chang, S. L. Huang, C. Y. Lo, K. Y. Huang, C. W. Lan, W. H. Cheng, and P. Y. Chen*, (2011/3),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n Laser-heated Pedestal Growth of Chromium-doped Yttrium Aluminum 
Garnet Single-crystal Fiber,”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318, 674-678.

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數位資料身分證
字號，文章固定的網址



引⽤的觀念

2010

2009

2009

2005

2010

2005

CitedReferences
TimesCited

2011

2012

2014

Related 
Records

2006
2013 2011



Web of Science
WOS核⼼合輯̶SCIE
• Web of Science (簡稱WOS) 為美國 Thomson 
Reuters建置之網際網路版引⽤⽂獻索引資料庫

• 表⽰⽂獻間相互引⽤關係，探索⽂章間的主題關聯
性，提供研究參考資訊，瞭解同儕及競爭對⼿之研
究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
EXPANDED)



Y. S. Lin, T. C. Cheng, C. C. Tsai, K. Y. Hsu, D. Y. 
Jheng, C. Y. Lo, P. H. S. Yeh, and S. L. Huang*, 
(2010/10), “High‐ luminance White‐light Point 
Source Using Ce,Sm: YAG Double‐clad Crystal 
Fiber,”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2, 1494‐1496.

Y. S. Lin, T. C. Cheng, C. C. Tsai, K. Y. Hsu, D. Y. Jheng, C. Y. Lo, P. H. S. Yeh, and S. L. Huang*, 
(2010/10), “High- luminance White-light Point Source Using Ce,Sm: YAG Double-clad Crystal Fiber,”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2, 1494-1496.

被引用次數:Times Cited
參考文獻:Cited References

線上影音教材網址http://www.customer‐
support.com.tw/training/sris/WOS.php



WOS查詢實作

C. Y. Lo*, J. S. Hwang, X. M. Liu, Y. Y. 
Zhang, D. C. Chen, C. C. Wu, T. Y. Lin, 
and S. Chattopadhyay, (2010/12), 
“In-situ Visualization of a Super-
accelerated Synthesis of Zinc Oxide 
Nanostructures through CO2 Laser 
Heating,”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312, 3564-3568.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利⽤JCR了解學術期刊的重要性

某個學科領域中，哪些期刊的影響⼒最⼤？
哪些期刊是綜合性的期刊？
哪些期刊是被學者們經常利⽤和引⽤的？
哪些期刊是熱⾨期刊？

分析期刊中的標竿，幫助您選擇發表期刊



查詢期刊資訊-JCR(SCIE+SSCI)
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
1. 代表該期刊在某一特定年份被其它期刊引用的平

均數。
2. JCR影響指數(IF)是以﹝該期刊前2年被引用次數

的和﹞除以﹝該期刊前2年所有出版文獻總數﹞
線上影音教材網址
http://www.customer‐
support.com.tw/training/sris/JC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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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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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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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獻與書⽬管理軟體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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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篇名？

刊名：遠見 卷期：363
篇名

刊名

篇名

頁數卷期



期刊文章?書籍?

 Agarwal, R., Ergun, O., 2008. Ship scheduling and network design for 
cargo routing in liner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Science 42 (2), 175–196. 

→篇名: Ship scheduling and network design for cargo routing in liner shipping
作者: Agarwal, R., Ergun, O.
刊名: Transportation Science 
卷期: 第42卷第2期
⾴數:175-196
年代:2008

 Gardner, H., 1999.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書名: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作者: Gardner, H
年代:1999

 Bowman, B. T. and Beyer, E. R, 1994. Thoughts on technolog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L. Wright, D.D. Shade, Editors , Young children: 
Active learners in a technological ag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1994), pp. 19–30. 

→篇名: Thoughts on technolog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作者: Bowman, B. T. and Beyer, E. R, 
書名: Young children: Active learners in a technological age
書編者: J.L. Wright, D.D. Shade
年代:1994
⾴數:19-30

期刊文章

書籍

書籍中的一章或一篇



參考⽂獻格式



同⼀筆書⽬不同參考⽂獻格式
APA 5th
• (Agarwal & Ergun, 2008)
• Agarwal, R., & Ergun, Ö. (2008). Ship Scheduling and Network Design for Cargo Routing 

in Liner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Science, 42(2), 175-196.

Harvard
• (Agarwal and Ergun, 2008)
• AGARWAL, R. & ERGUN, Ö. 2008. Ship Scheduling and Network Design for Cargo Routing 

in Liner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Science, 42, 175-196.

Science
• (1)
• 1. R. Agarwal, Ö. Ergun, Transportation Science 42, 175 (May 1, 2008, 2008).

Nature
• 1

• 1 Agarwal, R. & Ergun, Ö. Ship Scheduling and Network Design for Cargo Routing in 
Liner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Science 42, 175-196, doi:10.1287/trsc.1070.0205 (2008).

文中出現的樣子

文後的參考文獻

格式名稱



游標停在這裡游標停在這裡

管理參考文獻與書目－EndNote

點選的文獻詳細資料點選的文獻詳細資料

文獻記錄文獻記錄

全文檔案全文檔案



管理參考⽂獻與書⽬－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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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建立與維護個人書目資料
並可依選定格式快速產生參考文獻清單



EndNote說明會

11/22(二) 10:00~12:00

11/24(四) 2:00~4:00

地點：電算中心電腦教室３０２
報名：全人學習護照管理平台



資料來源：Bon Voyage一次旅行 [第
41期]:日本世界遺産
ＨyRead電子書

休息一下

要找尋圖書館內有收
藏的紙本(如:圖書、
期刊)時，要使用哪一
個系統?

館藏查詢系統
(紙本、電子書、視聽資料、論文)

補充:
-資源探索服務系統(Discovery Service)也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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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學會資料怎麼找
向內蒐集：圖資處網頁

– 館藏目錄

– 碩博士論文

– 電子書/資料庫

–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Discovery Service)
– 參考文獻與書目管理軟體

向外尋求：館際合作(無館藏時向合作館申請資料)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內外複印、借書）

• 圖書互借服務（借書）

•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借書）

圖書服務

資訊服務



向外尋求:館際合作－途徑１

全國⽂獻傳遞服務系統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
(NDDS)



全國⽂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各種聯合目錄
可查詢他館館藏

首次使用
請先申請帳號

各校收費標準及
可傳遞文獻



使用 NDDS 5部曲

Step 1 首次使用，須申請 NDDS帳號(核准)
Step 2 查詢聯合目錄確定館藏圖書館

Step 3 送出 NDDS文獻複印或借書申請

Step 4 等候NDDS 系統e-mail通知

Step 5 到圖書館2樓參考諮詢組領件並付費

請詳閱: http://li.ntou.edu.tw/ref_loa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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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文獻複印
國內圖書借書

國內文獻複印
借閱博碩士論文



NDDS系統是以身份證字號為帳號

教師申請：請於姓名欄前加
Teacher
如：Teacher王大明
博士班申請：請於姓名欄前加D
如：D李小華

帳號審核通過後，將以Email通知
即可線上申請。

最常使
用Email

點選放大鏡，出現查詢欄位
後輸入海洋大學，執行查詢
後可點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圖書暨資訊處



國外文獻複印
國內圖書借書

國內文獻複印
借閱博碩士論文

透過聯合目錄，自動帶入資料



連到該館
館藏目錄

大仁科大從2004年後
開始收錄

申請期刊⽂獻複印

點選校名
即可申請



Ariel：
被申請館複印後以Ariel
軟體掃描傳送至參考組，
參考組會列印出來提供讀
者（恕無法提供電子檔）

郵寄方式：
限掛、限時、平信

國內複印由校長專款補助提供全校免費申請，
請慎選所需文獻與被申請館，避免資源浪費。

期刊：
篇名、卷期、起迄頁、年
代，務必確認後填寫，否
則易被退件或印錯範圍

圖書：
書名易重複的圖書，最好
寫上ISBN，較不易弄錯



借書-查詢聯合⽬錄

須自行付費，故請
先確認被申請館所
提供的借期與收費
政策



⾃⾏填寫申請單

提醒：國內借書與國外複印需要付費，國外目前沒有借書的服務



可隨時查詢原申請
件的處理狀況。

申請人待取表示文
獻已經處理好，可
以到參考組取件。

讀者查詢申請件



使⽤全國⽂獻傳遞服務應注意：
複印圖書、論文請勿分三次申請，請依照授權選擇範圍

請於參考組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6：50取件，
若需要夜間或假日取件請來電告知時間

請隨時注意申請時的Email，系統會發送取件或退件通知
信，若無法收到系統通知信，請上線更改常用Email

取件付費時請自備零錢，確認文獻無誤後，再至自動繳款
機繳費（繳費機無法收千元鈔）

自動繳款機只能列印臨時收據，若需報帳請持臨時收據於
4天內至出納組窗口換發正式收據

向他校所借圖書，請歸還至參考組辦公室，勿將書投入還
書箱或交借還書櫃台。假日至櫃台還書請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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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小典藏ArtcoKids [第133
期]:學校有怪獸
ＨyRead電子書

休息一下

當你要找的資料海大
圖書館沒有，可經由
哪一個系統向國內400
多個單位申請？

答：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

(NDDS)



圖書互借服務
(32校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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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尋求:館際合作－途徑2



圖書互借-親⾃借還書(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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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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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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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互借之借還書流程(親⾃借還)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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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尋求:館際合作－途徑3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15校圖書館
館際借書證‐親自借還

代借代還 ‐不需親自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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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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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個⼈化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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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次登⼊後，系統⾃動寄信⾄所填信箱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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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代借代還

勾
選



代借代還 實施辦法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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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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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館際借書證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館際借書證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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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尋求-館際合作總複習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407單位)

國內複印 ：免費
國外複印：收費
借書：收費（按各館規定）

北區圖書
資源平台

(15校)
15校（免費）
館際借書證
代借代還

32校借書證
（免費）

圖書互借

(32單位)



如果想要

免費借書

有哪些管道可以借？

資料來源：Think Better : An Innovator's 
Guide to Productive Thinking 
McGraw‐Hill

休息一下

答：
圖書互借 (向外尋求資料途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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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尋求資料途徑3)

館際借書證：15間，線上申請列印借書證，親自借還書

補充：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向外尋求資料途徑1)
400多個合作單位，借期與費用，視各館規定。



66

大綱
 學會資料怎麼找
向內蒐集：圖資處網頁

–館藏目錄

–碩博士論文

–電子書/資料庫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Discovery Service)
–參考文獻與書目管理軟體

對外尋求：館際合作(無館藏時向合作館申請資料)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內外複印、借書）

– 圖書互借服務（借書）

–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借書）

圖書服務

資訊服務



圖書服務

空間、流通服務
圖書介購、未上架書優先處理
個⼈借閱記錄查詢、圖書續借
圖書館通知單
資訊檢索、列印、影印及掃描
空間借⽤(2F團體視聽室、討論室)
電⼦書閱讀器(參考組櫃台)、愛⼼傘借⽤(借還書櫃台)
推廣活動(說明會講義下載、有獎徵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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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檢索、列/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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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一館三樓上樓梯處



空間、流通服務

69提供638個座位(全興書苑217)供閱覽

學生證直接刷卡入館
攜帶食物飲料、打電動及閱覽色情
網站將被停止入館及借書1個月



愛⼼傘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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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通服務摘要

• 借書期限：系統為憑，⼀般圖書：碩⼠班30天，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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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介購 有本書很不錯，圖書館沒有，
可以介購喔!



圖書介購_美加碩博士論文

確認無館藏時可以介購!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eDissertation介購說明
http://lib.ntou.edu.tw/readers/recomm/recom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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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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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圖書二館4F 
(施工中)

資訊檢索服務

一館2F資訊檢索區
19台電腦
安裝有文書處理軟體，並提供資
訊檢索、複印、列印、掃描



列印‧複印‧掃描

採悠遊卡扣款方式提供自助式影/列印服務

• 影/列印計費：

• 黑白：A4/B4每張扣款新臺幣1元、A3每張2元；

• 彩色：A4每張5元、 A3/B4每張10元(限圖書一館2樓1號機)

• 放大縮小不另加費用；影/列印中途卡紙不扣款。

• 影/列印地點：
• 影印：圖書一館、圖書二館

• 電腦列印(可影印)：圖書一館2樓、圖書二館4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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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掃描：圖書⼀館2樓資訊檢索服務區提供5台免費掃描服務(A3
⼆台)。



討論室-線上預約申請(4週內)

大討論室（1間）
可容納5-12人

小討論室（２間）
可容納3-6人



空間借用-團體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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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視聽座
•提供6台電腦可觀看DVD



資料來源：睡覺和看電視哪一個比較累? : 小
生活裡的大學問
L&B Library and Book(中文電子書)

休息一下

當你借的書超過還書
日期時一本要罰款多
少元？

答：
一本罰款5元，採累計制

同時若有20本書逾期，每日罰款會增加100元
(5元 x 20本＝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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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學會資料怎麼找
向內蒐集：圖資處網頁

–館藏目錄

–碩博士論文

–電子書/資料庫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Discovery Service)
–參考文獻與書目管理軟體

對外尋求：館際合作(無館藏時向合作館申請資料)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國內外複印、借書）

– 圖書互借服務（借書）

– 北區圖書資源平台（借書）

圖書服務

資訊服務



郵件系統-http://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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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名稱：學號
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
（英文字母大寫）

圖書館通知單即將到期、預約可借、預約取消、逾期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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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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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系統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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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3 : mail.ntou.edu.tw
SMTP: mail.ntou.edu.tw



學校信箱⾃動轉寄服務



海大常見的詐騙信件主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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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暨資訊處不會
用 E‐mail 向各位
同仁索取帳號密碼。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您的帳號

與密碼。



帳號：帳號：
學號@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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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網路無線漫遊(TANetRoa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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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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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電⼦書及電⼦期刊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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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保防宣導機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f-cyDQ5dUI

尊重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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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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權案件處理⽅式

• 接獲檢舉時，圖資處處理⽅式：

1.接獲檢舉之違規電腦IP，予以公告或停權。

2.若檢舉是因侵犯智慧財產權，除鎖網卡外，當
事⼈必須⾄圖資處簽署切結書，且⾃⾏負責⼀切
法律責任。



全校授權軟體下載
Windows、Office、Acrobat、PhotoImpact、 SAS、Visio、
EndNote、防毒軟體、Dr.Eye譯典通、華康字型…

海大Email帳號密碼

校外認證



校園無線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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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Email帳號密碼



軟體資訊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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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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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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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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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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學術外

圖書館也可以很休閒~



綜合性電⼦資源平台(udn，華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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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藝電子書

館藏量近3000本
• 可借10本
• 預約10本
• 借期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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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學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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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學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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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報紙閱讀-聯合知識庫

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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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活動(講義下載、有獎徵答)



謝謝您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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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