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資源利用『進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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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書館找資料】 

1. 期刊論文 

(1) 電子資源探索系統(含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搜尋範圍廣、含 Open access 的文章，可利用關鍵字搜尋至文

章篇名 

(2) 電子期刊∕電子書 

僅可利用刊名∕書名搜尋，限於圖書館所購買的電子期刊、電

子書 

(3) 館藏查詢系統 

可查詢海大圖書館的所有紙本藏書 

2. 博碩士論文 

海大博碩士論文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全國） 

3. 美加地區博碩論文（英文論文）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重要補充 
校外使用電子資源，請務必先行設定電腦。
使用指引→校外使用電子資源須知 
（設定方式推薦使用 SSL VPN） 

可搜尋至文章篇名↓ 搜尋至期刊刊名/書名↓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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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1. 中文資料庫 

(1) 華藝(出版商)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CEPS) 

(2) 國家圖書館(索引摘要、部分全文)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3) 大陸期刊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2016.12) 

中華數字書苑中文電子書(方正)  

2. 英文資料庫 

(1) ProQuest 

(2) EBSCO 

(3) Wiley Online Library 

(4) ScienceDirect(SDOL) 

(5) SpringerLink 

(6) ACM Digital Library 

(7) Engineering Village Compendex(Ei) 

(8) Web of  Science(WOS 核心合輯)-SCIE 

(9) Taylor & Francis Online 

參考諮詢服務：各種找尋資料、

如何使用電子資源的問題，都可

以向參考諮詢組館員詢問。 

 電子郵件：

lit@mail.ntou.edu.tw 

 校內分機：2114 或 2125 

 

推廣活動/說明會 

重要提示 

請將頁籤移到「資料庫/電子期

刊/電子書」進行資料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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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圖書館借還書的叮嚀】 

1. 借書：親持海大學生證洽服務台借書。 

(1) 借閱冊數：大學部 15冊，碩士班 20 冊，博士班 40 冊。 

(2) 借期：以系統所列之到期日為憑。 

一般圖書：大學部、碩士班 30 天，博士班 60 天。 

視聽資料、特藏資料：限館內閱覽。 

參考書、期刊合訂本：1 天。 

借書時已有其他讀者預約，則該書借期皆為 14 天 

2. 還書：親洽服務台或投還書箱。 

（光碟、DVD...等視聽資料不可投還書箱）。 

3. 續借：個人已借閱圖書如無他人預約，可線上辦理續借，以 2

次為限。（一般圖書到期日前 5 日內才可續借） 

4. 預約：如欲借圖書已被他人借出，可線上辦理預約。 

5. 逾期罰款：每日、每冊罰款 5 元，採累計方式計算。 

6. 「個人借閱」記錄：可查詢目前/歷史借閱清單、預約清單，

提供續借、修改個人密碼等功能。 

7. 圖書館通知：皆以 Email 寄發至您的海大信箱。 

（圖書即將到期、逾期及預約可取書通知單）  

不想用學校信箱嗎?快來用用「信件轉寄」功能吧！ 

請參閱 P.6 信件設定方式，讓您圖書館訊息不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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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館藏向外尋求資料（館際合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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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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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學習資源】 

1.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2. HyRead eBook-雜誌→語言學習 

3. 英語檢定考試練習(Easytest) 

4.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 

5.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2015.12) 

【中文電子書（休閒、學術）】 

1. HyRead eBook 

2. airiti 華藝中文電子書(iRead eBook) 

3. 數位閱讀館 udn 電子書庫（含國家地理雜誌） 

4. Library & Book(L&B) 

5. McGraw-Hill(含中西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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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博碩士論文】 

1. 海大博碩士論文系統：http://ethesys.lib.ntou.edu.tw/ 

畢業前皆須上傳論文至此系統，以下簡稱「論文網頁」 

2. 撰寫格式請參考：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研究所相關法規→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PDF) 

3. 上傳論文請參考：上傳須知（於論文網頁最下方，左下角處） 

4. 論文授權書：論文網頁最新消息→【論文授權書裝訂】論文授

權書該怎麼裝訂？點進來看就對了！ 

重要：無論何種授權書，皆請準備 3份正本（含簽名） 

【圖資處服務】 

1. 圖書介購服務：透過線上填單可向圖書館推薦購買教學或研究

用書。另可介購美國、加拿大等地區碩博士論文。 

2. 線上列印/複印服務、掃描：圖書一館 2 樓檢索區 

3. 討論室借用：提供白板筆、投影機。 

 （如何借用：使用指引→場地與設備→線上預約討論室） 

4. 個人研究小間借用：僅供博士生與教師使用，借期 30天，請

填「個人研究小間」申請表。 

5. 觀賞影片：提供個人視聽座、團體視聽室借用。 

6. 電子書閱讀器借用（iPad Air2）：如需借用請洽參考諮詢組。 

7. 雨傘借用：借期 7天，同借書規則，逾期 1 日罰款為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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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電子郵件】（校內許多重要訊息會發送至此信箱） 

1. 帳號：學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含英文大寫(預設) 

2. 網址：https://mail.ntou.edu.tw，提供 webmail 與 pop3 服務。 

3. 提供自動轉寄功能，將信件轉寄至個人喜愛的郵件信箱。 

個人設定→信件處理→自動轉寄 

4. 提供海大專屬 Gmail 帳號，使用者可至

http://ntougmail.ntou.edu.tw 提出申請。（雲端硬碟空間無限大） 

5. 終身使用，畢業後不需改變任何設定。 

【全校授權軟體免費下載】 

1. 網址：http://software.ntou.edu.tw/ 

2. 提供免費下載 Windows 作業系統、Office 作業軟體、AVG防毒

軟體…等。（登入帳號密碼均與電子郵件系統相同） 

 

對於圖書館借還書規則還有疑問嗎？ 
 問題諮詢！請至圖書館 2 樓聯合服務台! 

 電子郵件: lit@mail.ntou.edu.tw 

 校內分機：1187 或 1188 

 

關於全校授權軟體下載問題，聯絡資訊如下 
 Email：staff@ntou.edu.tw  

 校內分機：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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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無線網路】 

1. 提供全校公共區域無線網路。（WiFi：ntou） 

2. 登入帳號密碼均與電子郵件系統相同。 

3. 提供校外無線漫遊，可於其他學校內使用無線網路。 

（WiFi：TANetRoaming） 

帳號：學號@ntou.edu.tw  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 

【網路安全】 

1. IP 管理：電腦網卡位址登錄，避免 IP 衝突及濫用。 

2. 禁止 P2P軟體使用，減少頻寬浪費並防止侵權。 

3. 不當使用公告：違規電腦，予以公告或停權(鎖 IP)。 

類型包括：掃描偵測、濫發垃圾郵件、病毒感染、攻擊入

侵、釣魚站台、侵權行為。 

【其他服務】 

1. DNS 網域名稱伺服器 

主要網域名稱伺服器：140.121.100.16 

次要網域名稱伺服器：140.121.81.16 

2.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不法影印書籍、教

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相關資源網址 http://ipa.ntou.edu.tw/ 

關於網路服務問題，聯絡資訊如下 

 Email：staff@ntou.edu.tw  

 校內分機：2113、2110    

臺灣海洋大學圖資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