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服務的快捷鍵──學科服務 

We can HELP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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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
http://help.lib.ntu.edu.tw/


教學上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 學科館員：每個院系都有專業館員提供服務 

– 協助課程設定指定參考資料 

– 圖書館利用講習約課服務 

– 協助辦理圖書訂購事宜 

– 提供圖書館各項服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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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node/175
http://www.lib.ntu.edu.tw/node/175


您有下列困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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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列了很多課程
用書，如何讓修課
同學一起使用？ 想找有趣的外語

教材，哪裡有不
錯的資料？ 

想查找有公信力、
有品質的資料，可

以詢問誰？ 



圖書館秘笈在手，升級TA+不是夢 

資源查找 

• 館藏目錄 

• 電子期刊 

• 電子資料庫 

• 數位學習網 

教學行政業務 

• 課程指定參考資料 

• 借用團體室討論室 

• 校內圖書代借服務 

• 館際合作 

專業館員協助 

• 圖書館利用指導

約課服務 

• 參考諮詢服務台 

• 參考服務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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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書?找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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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圖書的N種方法 

TULIPS多功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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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索書號到館藏地找書 
 

 

 

 

 

 

 

 

 

在架上，可外借 

被借走，可預約 

不外借，只能在圖書館看 

登入「查詢個人借閱紀錄」線上預約!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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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別忘了附件 

 

9 



利用主題往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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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 Study and teaching -- Foreign speakers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查找書‧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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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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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好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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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期刊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14 

限縮資料類型 



確認期刊有沒有你要的卷期! 

15 



確認電子期刊全文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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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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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網頁：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 

使用資料庫的途徑 

分門別類 

依主題、類型、語言、筆畫順序瀏覽 

直接以資料庫名字檢索 

18 



使用前記得「校外連線」 

電子資源在臺大網域140.112.*.*的網域內
使用。 

 

在校外..就要設VPN校外連線! 

首頁>>常用服務>>校外連線說明 

使用計中帳密登入 

19 



專利報告 
音樂 

影片 
博碩士論文 

期刊文章 
電子書 

專利報告 
音樂 

智慧財產權 & 網路安全宣導 

20 



多媒體中心館藏 

• 專兼任教師、研究人員以10件為限，借期7日，
可續借一次 

• 學生、助教、職員、研究助理、技工友以4件為限，
借期5日，不可續借 

• 每件逾期1日，課滯還金新台幣$30元整 

21 



查詢多媒體中心館藏 

22 



影音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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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ocus.lib.ntu.edu.tw/
http://focus.lib.ntu.edu.tw/
http://focus.lib.ntu.edu.tw/


數位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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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圖書館有甚麼? 

英語學習雜誌 

英文報紙 

英語小說 

英語學習工具書、
英檢用書 

期刊雜誌 

 

 

英聽素材 MP3 
下載資源 

英語有聲書 

英美電影 

數位學習網 

行動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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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說 讀 寫  

27 



綜合型:英語學習雜誌 

• 空中英語教室 

• 彭蒙惠英語Advanced 

• 常春藤解析英語 

• Walking Library 

•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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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1833384*cht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1833390*cht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1833390*cht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1281064*cht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1281064*cht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1281064*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021730*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021730*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417418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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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電子期刊 
• 有紙本，但只保留6

個月 
• 沒有CD或光碟附件 
• 期刊不可外借 

 



Walking Library 

• 「Walking Library」（請以 IE 瀏覽器使用）電子雜

誌資料庫收錄「商業周刊」、「彭蒙惠英語
Advanced」、「空中英語教室」、「常春藤解析英
語」、及「數位時代」，可提供原版雜誌影像線上閱
讀。 

– 本資料庫各種雜誌有同時上線人數限制：商業周刊
6人版、彭蒙惠英語及空中英語教室為6人版、常
春藤解析英語及數位時代為5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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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021730*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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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收錄「空中英語教室」
自 2012/6 ~ 2013/5 的電視教學節目。彭蒙惠英語每日
頻道(收錄期間: 2013/8~2014/5)僅提供語音檔。 

– 課程會有 2 個月的延遲上線。 

– 同時上線人數 20 人。 

– 使用Google Chrome或 IE 8.0以上的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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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4174181*cht


相輔相成‧效果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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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Library+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 查詢《彭蒙惠英語Advanced》館藏位置 

– 線上播放英語內容朗讀 

 

• 線上欣賞空中英語教室教學影音  

 

實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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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篇 



英聽素材 MP3 下載資源 

• 【Factiva.com】 
– 為 Dow Jones 和 Reuters 兩大商業新聞業者攜手合作的成

果，收錄來自159 個國家、超過 7000 種持續更新的新聞媒
體，包含：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
Financial Times 「金融時報」、New York Times 「紐約時
報」、Forbes 「富比士」等。 

•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 知名參考工具書出版商 Gale 所出版之電子參考書（百科、

字辭典等）資料庫，收錄超過 900 種工具書 ，部份為中國
大陸的中文參考工具書。 

• 【EBSCOhost】 
– 「EBSCOhost」是多種學術資料庫的查詢平台，包含：綜

合的「Academic Search Complete」（ASC）、經濟的
「EconLit with Fulltext」、新聞的Newspaper Source  等。 

36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426570*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456627*cht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cht/X?SEARCH=(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cht/X?SEARCH=(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http://search.ebscohost.com/
http://search.ebscohost.com/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017323*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6739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6739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6739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673927*cht
http://ci20.lib.ntu.edu.tw:8080/libsuggestion/new_webpac.jsp?b1871832


Factiva.com 

 

37 
更多資訊:Factiva：查英文新聞、看英文雜誌、企業資訊、練英聽 4種願望一次滿足 

Google翻譯加減看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426570*cht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094/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094/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094/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094/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094/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094/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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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4566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456627*cht


EBSCOhost- Newspaper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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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英語學習不打烊！
EBSCOhost 的 Text-to-
Speech 線上英聽與 MP3 
下載功能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871832*cht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more-10758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有聲書練聽力 

– 收錄數百套榮獲國際大獎之有聲書(Audio 
Books)。 

–  內容包含經典小說、史詩、兒童經典著作、少
年經典著作、歷史、兒童歷史、莎士比亞戲劇、
詩詞集、散文集、名人傳記、哲學、宗教、音
樂家傳記、文學精選輯等。 

– 可線上聆聽有聲書之各篇章，並提供文章文本
對照閱讀。  

– 範例: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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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063273*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063273*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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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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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iva.com 

– 瀏覽主要新聞 

– 查找「北極渦旋」(polar vortex)相關新聞 

•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 查找Obama 相關資料 

• EBSCOhost- Newspaper Source 

– 查詢北極熊(polar bear)相關新聞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426570*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4566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4566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3456627*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87183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87183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87183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871832*cht


實機演練 

43 

•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 依主題瀏覽(有「經典小說」、「詩詞集」、
「散文集」、「偉人‧名人傳記」、「哲學」、
「宗教」、「體育」…等) 

– 查找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063273*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063273*cht


看影片學外文 

44 

• 多媒體服務中心 



【讀、寫】篇 

45 



臺灣英文報紙 

The China Post 
 當日:1F閱報區;當月:1F當月報紙區 

Taipei Times 
 當日:1F閱報區; 

 當月:1F當月報紙區 

Taiwan News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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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276995*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769394*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745087*cht


外國英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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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 Street Journal  
•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美東版)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亞洲版) 

• 當日:1F閱報區;當月:1F當月報紙區 

•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原刊名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國際先驅論壇報) 

• 當日:1F閱報區;當月:1F當月報紙區 

• The New York times 
• Factiva.com 
• http://www.nytimes.com/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29896*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29896*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29896*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12282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12282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12282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12282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493238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493238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4932382*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28034*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426570*cht
http://www.nytimes.com/


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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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新聞讀報站 

49 

http://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mp.asp?mp=555
http://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mp.asp?mp=555
http://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mp.asp?mp=555


外國文學 
P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語言學、文學 ) 

  P Philology. Linguistics (General) (一 般語言學及文學) 

  PA Classica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古典語言學及文學) 

  PB-PH 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 (現代歐洲語言) 

  PJ-PL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東方語言與文學) 

  PM Hyperborean, Indian, and artificial languages(北 極、印地安、人工語言) 

  PN Literary history and collection (General) (一般文學史及選集) 

  PQ Romance literatures  (羅曼語文學) 

  PR English literature (英國文學) 

  PS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國文學) 

  PT Germanic literatures  (德國文學) 

  PZ Juvenile belles letters  (小說與青少年文 學) 

50 



英文小說 

英美文學 

 PR1-9680  English literature 
PR6000-6049 1900-1960 

PR6050-6076 1961-2000 

PR6100-6126 2001- 

 PS1-3576  American literature 
PS3500-3549 1900-1960 

PS3550-3576 1961-2000 

PS3600-3626 2001- 

 PZ(1)-90  Fiction and juvenile belles lettres 

快樂閱讀書單．Pleasure Reading 

紙上讀電影：英語學習的兩難–先看小說還是先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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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tuletraining.blogspot.tw/2011/02/pleasure-reading.html
http://ntuletraining.blogspot.tw/2011/02/pleasure-reading.html
http://ntuletraining.blogspot.tw/2011/02/pleasure-reading.html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87#more-10787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87#more-10787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87#more-10787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87#more-10787


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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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咖日記 
Diary of a wimpy kid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searchtype=t&searcharg=%E9%81%9C%E5%92%96%E6%97%A5%E8%A8%98&searchscope=5&sortdropdown=-&SORT=D&extended=0&SUBMIT=%E6%9F%A5%E8%A9%A2&searchlimits=&searchorigarg=t{u905C}{u5496}{u65E5}{u8A18}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searchtype=t&searcharg=%E9%81%9C%E5%92%96%E6%97%A5%E8%A8%98&searchscope=5&sortdropdown=-&SORT=D&extended=0&SUBMIT=%E6%9F%A5%E8%A9%A2&searchlimits=&searchorigarg=t{u905C}{u5496}{u65E5}{u8A18}


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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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必學的英文閱讀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searchtype=s&searcharg=%E4%B8%80%E7%94%9F%E5%BF%85%E5%AD%B8%E7%9A%84%E8%8B%B1%E6%96%87%E9%96%B1%E8%AE%80&searchscope=5&sortdropdown=-&SORT=D&extended=0&SUBMIT=%E6%9F%A5%E8%A9%A2&searchlimits=&searchorigarg=s{u4E00}{u751F}{u5FC5}{u5B78}{u7684}{u82F1}{u6587}


得獎的是… 

54 

曼氏布克獎 
Man Booker Prize 

 

美國紐伯瑞獎 
The Newbery Medal 

諾貝爾文學獎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美國國家圖書獎文學獎 
National Book Awards 

更多資訊: 
臺北市立圖書館-得獎好書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142967&ctNode=61585&mp=104021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142967&ctNode=61585&mp=104021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142967&ctNode=61585&mp=104021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142967&ctNode=61585&mp=104021


英文學習工具書 

中文書庫 

 805 英語學習與英文檢定
用書， 多益、英檢、雅
思… 

 

 

 

 

 

 

更多資訊:英語學習不離手！圖書館各
類英語學習與英檢用書懶人包 

 

外文書庫 

PE1-3729 English 

利用標題/主題 
 English language -- 

Examinations -- Study 
guides 

 English language -- 
Textbooks for foreign 
speakers 

 English language -- Study 
and teaching -- Foreign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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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92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92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92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denglish+language+examinations+study+guide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textbooks+for+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denglish+language+study+and+teaching+foreign+speakers/-3,-1,0,B/browse


期刊雜誌 
專業期刊 

綜合性期刊 

The Reader‘s digest 讀者文摘 
現刊:1F休閒期刊01-29;過刊:3F人社期刊079排 

Time  (E) 

Time (Asia ed) (P)現刊:1F休閒期刊01-30;過刊:3F人社期刊088排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雜誌 (P+E) 

Scientific American 科學人(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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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28521*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28615*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222405*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222405*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2222405*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130393*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391746*cht
http://tulips.ntu.edu.tw:1081/record=b1391746*cht


實機操作 

• 利用館藏目錄查詢有興趣的英文小說或
DVD 

–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 The lovely b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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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篇 

58 

 



數位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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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行動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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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tuletraining.blogspot.tw/


實機操作 

• 親自到數位學習網、行動講堂逛逛吧~ 

61 



更多資訊: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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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
http://tul.blog.ntu.edu.tw/


文學院 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 

• 英語寫作工作室 

• English Freeway 

• 英語學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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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ntufltc/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fltc/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fltc/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avwrite/
http://homepage.ntu.edu.tw/~avwrite/
http://efreeway.avcenter.ntu.edu.tw/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37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37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37


文學院 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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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ntufltc/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fltc/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fltc/index.htm


文學院語文中心-外國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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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page.ntu.edu.tw/~ntulc/foreign/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lc/foreign/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lc/foreign/index.htm
http://homepage.ntu.edu.tw/~ntulc/foreign/index.htm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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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ttc.ntu.edu.tw/geptpracticehi.htm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practicehi.htm
https://www.lttc.ntu.edu.tw/geptpracticehi.htm


教學發展中心語文學習網 

 

67 

http://ctld.ntu.edu.tw/ls/resource/Lang
http://ctld.ntu.edu.tw/ls/resource/Lang
http://ctld.ntu.edu.tw/ls/resource/Lang
http://ctld.ntu.edu.tw/ls/resource/Lang




圖書館有什麼 
 

日語學習/檢定用書 

日語視聽資料 

日本文學作品 

日語學習線上課程 

日文字/辭典 

日文百科事典 

 

 

 

日文報紙 

日文一般雜誌 

日文學術期刊 

其他校內資源 

免費資源入口 

 

69 



日語學習/日文館藏 

70 



館藏—日語學習 

71 

索書號 803.1 



館藏—日語學習 

72 



館藏—日語學習 by 主題 

73 
主題      日語.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u65E5}{u8A9E}./d{214273}{21586c}/-3,-1,0,B/browse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S5*cht?/d{u65E5}{u8A9E}./d{214273}{21586c}/-3,-1,0,B/browse


館藏—日語學習 by 索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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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語學習電子書 

75 



館藏—日語學習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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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語學習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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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語學習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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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語學習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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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語影片 

80 



館藏—日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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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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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本文學 

83 

日本文學 861   
日本小說 861.57 



外語教學中心館藏—日語學習/測驗 

84 



外語教學中心館藏—日語學習/測驗 

85 

外語教學中心302資料室館藏均限在資料室內使用。（僅老師因教學需要可借出） 
資料室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8:30~16:45， 
若白天無法前來使用，可到資料室櫃台登記預約資料， 
於週一至週五晚間17:00~21:00至中心105教室內使用。 



日語學習數位課程 
發音練習＋基礎/進階會話 

86 



大家學日語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87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大家學日語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88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大家學日語 

89 



大家學日語 

90 



大家學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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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字辭典/百科工具書 
閱讀＋文化 

92 



提供約50種日本重要出版社之字辭典、百科全書、叢書等資料。 
 

我想知道 
てんぷら的
源起與用法 

我想閱讀
日文版的
源氏物語 

我想認識 
京都的 

過去與現在 

我想知道日
本明治維新
的歷史 

我想查天
地人的主
人翁直江兼
緒的事蹟 

我想深入
了解日本
的方言 

Japan Knowledge 

93 



Japan Knowledge 

百科：收錄知名出版社的日文/英文百科，包括 

• 小學館的「日本大百科全書」、 「ニッポニカ』。 

• 講談社的「 Encyclopedia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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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字辭典：收錄多種英、日文字辭典，包括 

• 「日本國語大辭典」：小學館出版。本資料庫收錄第二版之全書內容，提供
一般文字檢索、全文檢索、整體用例檢索、本文用例檢索，為日文研究者、
方言檢索，為日本語言學習之重要辭典。 

• 「字通」：為日本漢字研究學者白川靜大師所編著的漢字辭典，收錄如甲骨
文字、金文核對，乃至簡體字，是研究甲骨文、金文、漢學、漢字演變之珍
貴研究資料。 

• 其他：「ランダムハウス英和大辞典」、「プログレッシブ英和中辞典」等
知名外語對照字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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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96 



Japa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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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用語・人名・情報：收錄包括 

• 「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情報・知識 imidas」等：可查詢日本用語起源、
背景與發展。 

• 「日本人名大辞典」、「JK Who’s Who」：可查詢名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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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99 



Japan Knowledge 

歷史地理資源：收錄 
• 「日本歷史地名大系」：包含日本列島47都道府縣之15萬筆地理資料，可

查詢地名對應之古地名與新地名對照/分布表，以及地圖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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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其他：收錄 
• 專門辭典 
• 週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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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叢書： 
• 「東洋文庫」：收錄平凡社於1963年開始刊行的系列圖書， 
      內容以東洋的古典文學及東洋名著集結而成。 
• 「日本古典文學全集」 
• 「古事類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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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103 



Japan Knowledge 

104 



Japan Knowledge 

105 



Japa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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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107 



Japan Knowledge 



Japan Knowledge 

109 



Japa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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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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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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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http://japanknowledge.com/articles/ 113 

http://japanknowledge.com/articles/


Japan Knowledge 

http://japanknowledge.com/articles/blogkorenani/entry.html?entryid=99 
114 

http://japanknowledge.com/articles/blogkorenani/entry.html?entryid=99


日文報紙 
閱讀＋文化 

115 



• 日本第一大報 

• 收錄自1874年創刊號迄今完整內容。 

 

讀賣新聞歷史館 

116 



讀賣新聞歷史館 

1874-1989(平成元年) 1986-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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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新聞歷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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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新聞歷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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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新聞歷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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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新聞歷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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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新聞歷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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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新聞歷史館 

123 



讀賣新聞歷史館 

124 



日文雜誌 
閱讀＋文化 

125 



日經BP記事 

• 日經BP記事檢索：日經BP社（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為日本重要專業雜誌社之一，
出版品以經濟、金融、電腦類的雜誌及書籍為主。 

• 本資料庫收錄日經BP社所出版超過40種主要雜誌，
部分重點雜誌自創刊號起收錄。 

• 各雜誌文章除可透過一般關鍵字檢索外，亦提供
企業檢索，可針對特定企業領域瀏覽；另亦收錄
部份電腦軟體使用教學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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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227&sp=S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227&sp=S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227&sp=S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227&sp=S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日經BP記事 

127 



日經BP記事 

128 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日經BP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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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BP記事 

130 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htt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日經BP記事 

131 



日經BP記事—特選電腦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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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BP記事—特選電腦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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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BP記事—Skill Up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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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BP記事—Skill Up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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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學術期刊 
閱讀＋研究資料 

136 



CiNii 日文情報領航員 

• CiNii：由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中心(NII: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製作，收錄主題包括人
文科學、法律、經濟學、理學、工學、農學、 醫
學等日文期刊(Journal)或大學學刊(Bulletin)。 

• 現已收錄超過1,250萬筆資料，其中約320萬筆直
接附有全文，另廣納多種管道串聯外部全文。 

137 

http://ci.nii.ac.jp/


CiNii 日文情報領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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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ii 日文情報領航員 

139 



日語研究資源入口網站 

140 
http://jpndbs.lib.ntu.edu.tw/DB/search.jsp 

http://jpndbs.lib.ntu.edu.tw/DB/search.jsp
http://jpndbs.lib.ntu.edu.tw/DB/searc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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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用資源：みんなの教材サイト  

http://jpndbs.lib.ntu.edu.tw/DB/update8.jsp?id=448&&http=http://minnanokyozai.jp/kyozai/home/ja/render.do&&id2=みんなの教材サイト&&bid=


公開取用資源：みんなの教材サイト  

142 

http://jpndbs.lib.ntu.edu.tw/DB/update8.jsp?id=448&&http=http://minnanokyozai.jp/kyozai/home/ja/render.do&&id2=みんなの教材サイト&&bid=




法語研究資源入口網站 

144 

法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網站 ：     

蒐集國際間法語系重要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資源 
(包含資料庫、紙本期刊回溯、其他數位資料、免費資源等)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80&sp=Shttp://french2.nccu.edu.tw/


法語資源 

•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19e siecle    
– 由法國文法、辭典及百科編輯學者Pierre Larousse編纂，共

包含17卷，將近26,300頁。 
字典涵蓋法語、詞源學、文法、諺語、史地、重要人物生平、
神話、政治、史詩或小說人物、藝術…等領域，為研究文學、
音樂、藝術作品相關學科所不可或缺之工具書。 

 

•  Corpus d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emie francaise  
– 收錄17-20世紀，法蘭西學院出版的13本字典。根據時代背

景的不同，每本字典皆有不同的走向，內容涵蓋範圍除了語
言之外，更包括歷史、辭典學、語言史以及文學等，對研究
17及18世紀法國語言、文學或文化的學者頗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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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83&sp=Shttp://www.classiques-garnier.com/numerique-bases/index.php?module=App&action=FrameMain&colname=ColLarousse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83&sp=Shttp://www.classiques-garnier.com/numerique-bases/index.php?module=App&action=FrameMain&colname=ColLarousse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303&sp=Shttp://www.classiques-garnier.com/numerique-bases/index.php?module=App&action=FrameMain&colname=ColAcademie2


法語資源 

146 



德語研究資源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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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網站：      

蒐集國際間德語系重要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資源 
(包含資料庫、紙本期刊回溯、其他數位資料、免費資源等)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79&sp=Shttp://german2.nccu.edu.tw/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79&sp=Shttp://german2.nccu.edu.tw/


德語資源 

• Digitale Bibliothek Deutscher Klassiker 
[Chadwyck-Healey]   

– 為1981年出版的「德國經典名人圖書館」系列
之數位版，收錄了超過30位作家(如赫爾德
Herder、克萊斯特Kleist等)的全文作品，也收
錄哲學家如康德、史萊馬哈Schleiermacher及
菲希特Fichte等的文選。收錄領域包含歷史、
哲學、神學、政治及史地等，收錄年代涵蓋11
個世紀，主要集中在19 世紀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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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94&sp=Shttp://klassiker.chadwyck.co.uk
http://dbi.lib.ntu.edu.tw/libraryList2/app?component=$DirectLink_3&page=Home&service=direct&sp=S1494&sp=Shttp://klassiker.chadwyc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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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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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處理教學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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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老師信賴的好幫手 

• 設定課程指定參考資料 

• 借用團體室、討論室 

• 校內圖書代借幫你跑腿 

• 館際合作互借傳遞文獻 



老師要修課同學閱讀的書
籍或視聽資料，如何申請
指定參考資料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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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定參考資料服務 

• 至學科服務網頁下載表單 

– 教師指定參考書推薦單 

– 視聽資料指定教材推薦單 

– 回傳給學科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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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閱讀之圖書限館內閱覽 

– 總圖B1指定參考書專區 

– 專區設有掃描器及影印機 

– 法社分館參考室「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 醫分館參考室「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 醫圖指定參考書可外借2冊，借期24小時，不預約與續借 

 

課程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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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指定視聽教材 

• 家用版課程指參：僅供外借，借期縮短為1天 

• 公播版：教師因課程需要可外借公播版視聽資料 
（併入教師個人外借件數） 

– 公播版亦可上傳至影音@Online系統 

–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提供修課同學計中帳號清單 

– 修課同學在臺大網域範圍內，可直接觀看，亦可在家
透過「VPN校外連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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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想一起觀賞影片，
圖書館有這樣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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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服務中心- 團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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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服務中心- 團體室 

• 限觀賞多媒體服務中心「限中心內使用」的
公播版館藏視聽資料 

 

空間 人數 借用資格 

大團體使用室 418 50 教師 

小團體使用室 411.454 3~10 教職員工、學生 

團體使用區 A.B.C 3~5 教職員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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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服務中心- 團體室 

呼朋引伴 
揪團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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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體使用室 
團體使用區 

大團體使用室 



圖書館有可以讓
同學們討論報告
的地方嗎？ 

160 



討論室 @總圖2F、3F 

• 借用人數：5~8人 

• 借用方式及時間 

– 親持校內證件至一樓流通櫃台填表 

– 使用時間：週一至週六 8:20-21:00 

 (寒暑假至16:00) 

– 一次至多申請2個時段， 

每一時段以3小時計， 

可預約2週內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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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開放空間 @總圖B1 

• 使用時間 

–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 8:30~22:30 
      週六日 10:00~17:00 

– 寒暑假：週一至週五 12:00~17:00 
      週六日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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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借的書在其他校區，
誰能幫我跑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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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圖書代借服務 
• 哪些書可以申請代借？ 

– 館藏地在其他校區圖書館/室且狀態為「可流通」
之圖書 

– 總館多媒體服務中心館藏及醫分館指定參考書不
開放代借 

 

 
總圖 

法社
分館 

醫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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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圖書代借服務 

• 如何申請？ 

– 第一次使用須申請帳號 

– 線上申請，3個工作天送出取件通知回覆 

– 學生每月申請10冊為限，專任教師不在此限 

• 需要付費嗎？ 

– 讀者親自到圖書館取書免收費 

– 總區專任教師可送至系所，每冊圖書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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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寫報告要參考的
期刊文獻與圖書，怎麼
辦？ 



期刊文獻複印 

• 圖書館沒有收藏，或因資料庫延遲提供而無
法下載的期刊文章，可透過 JADE 取得 

– 圖書館首頁→服務項目→館際合作服務→ 
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JADE 

– 約1-3天取得文獻 

– 費用以每頁新臺幣5元計算 

– 中文期刊建議使用N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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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文獻複印 

• 學位論文、圖書篇章、會
議論文、研究報告、大陸
地區文獻透過NDDS 取得 

• 圖書館首頁→服務項目→
館際合作服務→全國文獻
傳遞服務系統 (NDDS) 

– 第一次使用須註冊帳號 

– 借期、費用、處理時間見
網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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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代借代還 

• 透過NDDS線上向其他圖
書館提出借書申請，由本
館代為借還書 

自行前往他館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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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館借書  



自行前往他館借書  

• 在總圖或醫分館、法社分館流通櫃台換其
他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借書證 

• 借閱規則 

– 自行前往各館借書及還書 

– 每人限借圖書5冊 

– 借期依各館規定，一般為3週，不續借及預約 

– 師大、政大、文化、淡江可由台大圖書館代還  
(到期日前3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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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通用！直接到師大借書 

• 限專任教師及博士班學生 

– 持台大教員證或學生證即可到師大圖書館借書 

• 本服務採申請制，首次使用需先向師大確認 

• 借閱規則  

– 每人限借圖書5冊 

– 借期30天，不續借及預約 

– 可由台大圖書館代還 
(到期日前3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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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圖書館介紹課程
相關的圖書資源與服
務，該聯絡誰呢？ 



量身打造的學科主題利用指導課程 

• 隨班授課 

– 配合課程所需，提供各學
科主題利用指導課程，內
容包括： 
• 圖書館資源與各項服務介紹 

• 如何查詢並取得各學科資料
之方法 

• 資料庫使用介紹 

• 書目管理軟體使用介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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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打造的學科主題利用指導課程 

• 自行揪團約課 

– 上網登記預約講習時間 
（請於２週前預約） 
• 依需求安排資料庫套裝課程 

• 地點：總圖四樓多媒體中心 
大/小團體使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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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每月開課的HELP講堂 參加每學期初的 
圖書館利用講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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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查找資料或
利用圖書館資源
有疑惑時，誰可

以幫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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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一樓 i 服務櫃台 

  

tul@ntu.edu.tw 
 
 
(02) 3366-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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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請您填寫滿意度問卷 
http://www.lib.ntu.edu.tw/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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