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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簡介與概論 

• 電子資料庫示範 

• 實際操練 

• 問答&問卷填答 

 



為何我要用圖書館資源? 

基本概念介紹 



圖書館資源與研究過程之關係 

選擇研究主題 
(尋找靈感) 

文獻分析 
(蒐集資料) 

1.新聞、報導性雜誌 (新概念) 

2.教科書、專書 (基本概念) 

3. 百科全書等參考工具書 (背景知識) 

論文撰寫 
(成果呈現) 

1.圖書 (館藏目錄、電子書) 

2.期刊文章 

3.學位論文 

4.會議論文、研究報告 

5.數據型資料 

1. 參考書目格式(APA, MLA, Chicago)  

2.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可安裝於個人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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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2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2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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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1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3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13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4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item=type&nTypeId=8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629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629


研究歷程模式與圖書館資源利用 

1. 背景知識 

尋找靈感 

 

• 新聞雜誌資訊(時事趨勢) 

• 教科書、專書(基本概念) 

• 百科全書(概念與主題建立) 

• 評論性資料等(問題發掘) 

• 其他大量閱讀文獻 

 

2. 確認研究
主題 

 

• 產生一個研究題目/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 組織研究問題的相關詞彙/關鍵字→建立一個檢索策略 

 

3. Find 文獻
資源 

 

• 圖書期刊視聽資料等─館藏目錄 

• 各種論文、數據、專利、法規─資料庫 

• 全文與網路資源 

4. 資源評選 

    閱讀分析 

 

• 資源評估 

• 檢索策略評估修正 

 

5. 撰寫報告 

 

 

正確引用 

• 書目管
理軟體 

回上課架構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569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370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370


我該如何開始使用? 

基本資訊工具介紹：館藏目錄vs.電子資源系統指南 



我想找什麼？ 

瀏覽 

主題資源指引 

（紙本電子混和） 

電子資源指南： 

資源瀏覽（電子期刊與資料庫） 

（電子為主） 

直接查詢 

館藏目錄 

（紙本電子混和）  

電子資源指南： 

電子期刊 v.s 資料庫 

（電子為主） 



社會科學院主題資源指引（1/4） 

• 圖書館網站資源指南專題介紹主題資
源指引 

 

 

 

•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

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370#social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370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370


社會科學院主題資源指引(2/4) 

• 社會科學院 

• 資源示意圖-社會工作研究所 (2012-May-08) 

• 資源示意圖-社會學系 (2011-Dec-28) 

• 資源示意圖-勞工研究所 (2011-Sep-08) 

• 資源示意圖-民族學系 (2011-Aug-30)  

• 資源示意圖-國家發展研究所 (2011-Aug-16) 

• 資源示意圖-經濟學系 (2011-Aug-15) 

• 資源示意圖-地政學系 (2011-Aug-12) 

• 資源示意圖-政治學系 (2011-Aug-05) 

• 資源示意圖-公共行政學系 (2011-Apr-20) 

• 資源示意圖-財政學系 (2011-Ap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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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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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455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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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lib.nccu.edu.tw/ref/?m=a1101&blog_serial=7&article_serial=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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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主題資源指引(3/4) 

 



社會科學院主題資源指引(4/4) 

 



社會科學院之電子資源（1/3） 

 



社會科學院之電子資源（2/3） 



社會科學院之電子資源（3/3） 



那就實際操練看看吧!! 

實際演練和問題回答 



資料庫檢索歷程 

輸出：列印/儲存/Email/ 

            輸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4.輸出查詢結果 
勾選 → 勾選清單 

2.查詢 查詢 刊名/作者/關鍵字… 

布林/切截/限制查詢/其他工具 

Basic/Quick vs. Advanced Search 

3.顯示查詢結果 
簡略顯示 vs. 詳細顯示 

摘要 vs. 全文 

5.檢索歷史 

6.輔助工具 

各式索引 

主題索引典 

1.選擇不同主題的子資料庫 

儲存檢索策略 

7.個人化功能 

E-mail/RSS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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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檢索策略 
運用資訊檢索的基本觀念配合資料庫系統所提供的檢索功能，

將已分析的研究主題關鍵詞，建立檢索策略執行檢索: 

 確認檢索詞：同義詞、廣義詞、狹義詞等… 

 特定欄位查詢: 題名、作者、主題、關鍵字、出處… 

 跨欄位查詢 (不限欄位): 檢索詞可出現在任一欄位，查

詢所得的結果較多但較不精確。 

 布林邏輯的應用:  

• AND (交集) : 縮小檢索範圍並減少需要檢視的結果筆數 

• OR (聯集) : 擴大檢索範圍並增加需要檢視的結果筆數 

• NOT (差集) : 排除可能出現在檢索結果中但與該主題無關的詞 

 限定條件檢索:  年代、資料類型、來源等 

 



相關詞 

 

檢索詞彙延展架構圖 

檢索詞 

 

相關詞 

 
同義詞 

 

狹義詞 

(下位詞) 
狹義詞 

(下位詞) 

廣義詞 

(上位詞) 
廣義詞 

(上位詞) 

平板電腦 

電腦 
筆記型電腦 

小筆電 

i Pad 

Tablet PC 

數位平板 

液晶顯示器/螢幕 

觸碰式螢幕 



布林邏輯運算概念 
聯集AND 

結果會出現所有檢索詞 

交集OR 

結果至少出現一個檢索詞 

差集NOT 

結果包含前者 

但不包含後者檢索詞 

探討「我國幼兒教育
課程模式的發展」 

探討「私立幼兒園教
育經營成功因素」 

幼兒園not公立幼兒園 幼教課程AND臺灣 

探討「學前教育機構
型式的(教學法)比較」 

了解學期教育機構有「托兒
所」、「幼兒園」、「雙語幼
兒園」、「家庭教育」等 

 

又如英文的不同拼法、同義詞 

幼
教
課
程 

臺
灣 

公
立
幼
兒
園 

學
前
教
育 

C
 

機
構
名
稱 

學
前
教
育 

B

機
構
名
稱 

幼
兒
園 

學
前
教
育 

A

機
構
名
稱 



修正檢索結果-1 
檢索結果數量調整 

 檢索結果過多(誤引過多) 

• 設定限定條件查詢、 

• 重新釐清問題本質(太簡化問題概念)、 

• 檢索詞的欄位設定的修改→full 
text>abstract>keywords>title 

 檢索結果過少(包括零筆資料) 

• 放寬檢索條件的限制、 

• 改變檢索詞的布林邏輯關係(ex. And → or)、 

• 改以廣義詞查詢或增加同義詞查詢、 

• 是否使用符合檢索主題的資料庫檢索、 

 



修正檢索結果-2 

檢索結果相關性低 

 增加檢索結果精確率(希望找到正確的所需資料) 
• 限制關鍵字查詢的欄位在題名、關鍵詞、摘要、主題等欄位中 

• 刪除廣義詞或模糊檢索的檢索條件 

 增加檢索結果的回收率(希望找到更多的相關資料) 
• 刪除一些非主題性的欄位限制，如年代、資料類型… 

• 增加同義詞或相關詞的數量 

• 使用廣義詞檢索 

• 不使用布林邏輯的And/ Not 

 



檢索結果篩選、輸出 

• 勾選符合需求的書目 

• 列印、Email 、儲存書目或直接匯入書目管理軟
體(EndNote 或 Refworks) 

• 下載全文資料（線上下載全文、找紙本、館際合
作） 

 



查詢主題資源 :  
資料庫使用環境介紹 

 「資料庫檢索」網頁：位置在圖書館首頁中 

         「資源查詢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指南-資料庫」 

      找到所需資料庫的方法 

 直接輸入資料庫名稱關鍵字查詢。 

 依語言、主題、類型等瀏覽相關資料庫。 

 可瀏覽試用及超人氣資料庫。 

 資料庫使用說明 
 點選 資料庫名稱 即可進入該資料庫。 

 每一資料庫都會有圖示註明使用限制: 

         限政大有效使用者                  限校園內使用   

              免費資源                                  試用資料庫 

 無論在校內校外均需輸入帳號密碼方可使用資料庫，即查詢圖書館『借
閱記錄』的帳號密碼。忘記帳密，可電洽2939-3091分機63222，由館員
重新設定。 

 



資料庫在哪裡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4 

[方法一]輸入資料庫關鍵字名稱， 
直接查找圖書館有無所需資料庫 

[方法二]或進入電子資源指南
首頁，查找所需資料庫亦可 

[方法三]或進入電子資源指南
首頁，查找所需資料庫亦可 記得唷！這裡的查詢指的是查詢有哪些資料庫， 

是無法直接查詢資料庫收錄的資料內容唷～ 



• 電子資源指南首頁功能介紹 

1.首頁功能介紹 

簡易或進階查詢，查找所有類型電子資源或單一類型的電子資源 公告電子資源異動或暫停服務等消息 



2.電子資料庫介面使用注意說明 

請注意各個資料庫的連線範圍限制： 

NCCU：本校讀者可校內外連線資料庫。 

Campus：僅能在校內使用。 

Free：開放所有讀者可免費使用。 

指定位置：進入簡介觀看限制連線地點。 

依據現有結果清單，可再
依【主題】、【適用系
所】、【類型】、【語言】
與【代理商】等二次分類，
進行結果的篩選。 

有些資料庫還需要另外申請或輸入所屬的
帳密才行登入，請點選【帳密資訊】取得 

除查詢外可依不同需求，進行資料庫的清
單瀏覽： 

第一次使用讀者，可點選【核心系所】或
【適用學系】瀏覽，選擇資料庫使用。 



3.登入電子資料庫的方式與參考指引 

點選【資料庫名稱】超 連結，即可進入web版電子資料庫。 

 

點選【簡介】，可獲得該資料庫更詳盡的資訊。 

包含資料庫重要資訊或使用限制、操作手冊電子檔或收錄清單等等參考資料。 

 

若【資料庫名稱】沒有超 連結，請點選【簡介】查看連線使用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8 

點選資料庫名稱進入資料庫 

輸入個人借閱記錄之帳號,密碼 
若讀者不確定資料,可請流通櫃檯
(63222)協助更改密碼。 

4.登入個別電子資料庫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1/7) 

http://www.lib.nccu.edu.tw/?m=1109&sn=575&id=458&mm=1101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2/7)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3/7)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4/7)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5/7)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6/7) 



如何查找電子期刊？(7/7) 



重要使用說明(1/2) 

http://ermg.lib.nccu.edu.tw/cgi-bin/er/swlink.cgi


重要使用說明(2/2) 

• 各讀者身份使用權
限說明  

• 連線範圍說明 

• 合理使用說明  

• 電子資源使用規則  

• 校外連線備用清單  

• 校外連線使用說明  

• 光碟網路資料庫安
裝說明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m=1109&sn=516&id=408&mm=1101
http://www.lib.nccu.edu.tw/?m=1109&sn=516&id=408&mm=1101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RemoteAccess.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http://www.lib.nccu.edu.tw/Eserv/attentionnote.htm


那就實際操練看看吧!! 

實際演練和問題回答 



在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1/2） 

• 資料庫 
– 直接透過「電子資源指南-資料庫」網頁登入後使用。 

– 點選電子資源指南-資料庫」網頁上方的「重要使用說明」內「校外連線備
用清單」使用。 

– 利用電算中心提供的SSL VPN服務。 

• 電子期刊 
– 直接由「電子資源指南-電子期刊」進入。 

– 利用電算中心提供的SSL VPN服務。 

• 電子書 
– 由館藏目錄查詢，點選含有 (Off-campus access) 或 (校外連線) 的連結。 

– 由「電子資源指南-電子書」進入。 

– 利用電算中心提供的SSL VPN服務。 

 



在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2/2） 

 SSL VPN:由iNCCU登入，
適用於無法以帳密登入
時或僅限校園內使用的
資料庫。 



資料庫備用清單 

• http://www.li

b.nccu.edu.t

w/ipsetup/Re

moteAccess

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http://www.lib.nccu.edu.tw/ipsetup/RemoteAccess_dbList.htm


自動轉由圖書館Proxy server連線 

資料庫校外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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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轉由圖書館Proxy server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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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校外連線 
已轉由圖書館Proxy server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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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網址 http://sslvpn.nccu.edu.tw 

 

電算中心SSLVPN 服務 
 

連線成功後, 電腦螢幕右下方
有一把金色的鎖 

請使用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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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有甚麼資料庫可用吧! 

基本資料庫介紹(論文型資料庫) 

核心資料庫介紹(學科) 

Endnote簡介 



社會科學相關資料庫 (1/3) 

 Sociological Abstract  (ProQuest) 
     關於社會學及相關社會與行為科學主題文獻索引，收錄約1,800種連

續性出版品之論文和書評、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索引等。 

 Social Services Abstracts (ProQuest) 
      收錄1,600種以上有關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社會政策與社區發展等

主題的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及書評。 

 Social Sciences Full Text (H. W. WilsonWeb)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EBSCOHost) 

     提供170餘種社會科學期刊全文，包括社會科學各種領域之最新概念
、趨勢、意見、理論及方法。主題包括：人類學、社區健康及醫療保
險、經濟、種族研究、地 理學、老年學、國際關係、公共行政與計劃
、政治、心理學及精神病學、社會工作與福利、社會學、郊區研究、
犯罪學與懲治、婦女研究等。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社會科學相關資料庫 (2/3) 

 EconLit (EBSCOhost) 
      全球經濟文獻索引。由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所製作，

收錄400種以上主要的經濟主題期刊，及會議論文、專書、書評、學
位論文等。 還包括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bstracts of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授權的工作報告(working papers)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簡稱SSCI為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收錄2,200多種期刊，每

週更新約2,700筆資料。本資料庫在ISI Web of Knowledge(KOW)平
台上使用，不僅可以從一般的資料庫檢索方式透過Subject(主題)、
Title(篇名)及Author(作者)去檢索要尋找的資料，最主要的特點在可以
透過作者所引用的參考文獻、專利等，作為檢索條件去查到哪些作者
曾引用某位特定作者的文章或書籍、專利資料。資料庫中特有的被引
用文獻檢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ing)可以應用在：找到哪些人引
用了某篇文章去寫成新的論文發表。 

 



社會科學相關資料庫 (3/3) 

 GreenFILE (EBSCOhost)      
      提供人類對環境影響各面向的研究資訊，包含學術、政府及大眾有興

趣的資料，主題囊括全球暖化、綠色建築、污染、永續農業、再生能
源、資源回收等等。本資料 庫提供逾 384,000 筆索引與摘要記錄，
以及逾 4,700 筆開放取閱 (Open Access) 全文記錄。 

 

 GRB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研究計畫：包含82年迄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各機關科技類自行研究計畫等之基本資料與摘要。  

      研究報告：包含上述計畫執行結果之研究報告摘要及研究報告全文。 

 



期刊資料收錄時間差異 

出版社電子期刊系統(一般訂購為近10-15年的現刊，更早期的過刊則需另外計費) 

eg.: Elsevier (SDOL、SDOS)、SpringerLink、 Wiley 

系統廠商全文資料庫(有Delay 即Embargo) 
Eg.: EBSCOhost、ProQuest 

現在 

紙本期刊 

6個月 12個月 15-10年 3-5年 

過期期刊資料庫 eg.: JSTOR 



引文索引與一般索引的差異 

• 一般的索引資料庫： 

 可透過作者、篇名、主題、關鍵字、期刊名等
進行檢索。 

• 引文索引資料庫：  

 除透過作者、主題、期刊名等進行檢索外，主
要可藉由引用與被引用文獻間的關係來獲得重
要的研究資訊。 

 



引用文獻關係示意圖 

時間 

A 
(2006) 

B 
(2004) 

C 
(1999) 

D 
(2001) 

E 
(2009) 

F 
(2008) 

G 
(2007) 

H 
(2003) 

Cited 

Reference 

Related 

Reference 

Cited  Reference 

Cited 

Reference 

Related 

Reference 

Times 

Cited 

Times 

Cited 

Related 

Reference 

引用 被引用 



綜合性資料庫 (1/2)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1970-前三個月 

     收錄發表於臺灣、香港、澳門及新加坡等地區所出版之學術期刊的中
外論文篇目。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 中文電子期刊 + 
CETD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整合入口網)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是唯一整合台灣與大陸的學術資源，包括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集等重要全文資料。收錄主題含人文學、社
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醫學生命科學。包含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
庫及CETD中文電子學位論文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CNKI) 
      提供大陸地區期刊電子全文，本館訂購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

會科學綜合、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經濟與管理等專輯。並收錄各學科領域
的期刊文獻的書目資料。各專輯資料均提供索引摘要之查詢，全文則僅可使
用本館訂購之部分。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138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138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138


綜合性資料庫 (2/2)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1975- 

    學術性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收錄逾6,000多種全文期刊，其中 Peer-
reviewed 佔5000多種以上，為全球最大的綜合性學科全文資料庫之
一。主題範疇涵蓋多元化之學術研究領域，包括社會科學、教育、人
文、工程技術、工商經濟、資訊科技、通訊傳播、生物科學、教育、
電腦、科學、公共管理、社會科學…等包羅萬象之範疇。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為綜合性學科期刊全文資料庫，收錄 3,400 餘種期刊索摘 (1971- )，
及其中 2,100 餘種期刊之全文 (1987- )，主題涵蓋藝術、商學、人文
、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7574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8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8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7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7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7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檢索結果畫面 



華藝線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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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畫面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2/2）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EbscoHost 平台 

 
輸入關鍵詞 

布林邏輯 

查詢的欄
位 

縮小範圍條件設限 

2013/10/29 61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8


查詢結果頁面 

建立提醒-系統可以
email或RSS訂閱提 

醒已有符合檢索條件 

的新進文獻 

可即時檢視摘要 

可連至圖書館電子期刊系統 



將選取的資料 
匯至書目管理軟體中 

選擇匯出為RIS格式可直接匯入EndNote中 



瀏覽特定期刊 



ProQuest 平台 



查詢結果頁面 



將書目匯出到書目管理軟體 

勾
選
書
目 



直接匯入到EndNote中 



瀏覽特定出版品 

當系統已有新卷期可用email或
透過RSS訂閱看目次 



那就實際操練看看吧!! 

實際演練和問題回答 



查詢圖書 (1/5) 

本校館藏目錄 

• 查詢本校圖書館〈包含總圖及各分館、社資、國研、公企〉
的圖書、期刊、博碩士論文、政府出版品、報紙、電子資
源及多媒體等資料，提供書目記錄、館藏地、索書號、處
理狀態、電子資源連結等。 

 書名：輸入的查詢詞彙，從書名欄第一個字開始逐一比對。 

 作者：查詢某一作者之作品。 

 關鍵字：出現在書目紀錄中任何欄位均會查出；可做 

                and, or, and not布林邏輯查詢，亦可做限制查詢。 

 主題：查詢書目中之「標題」欄，是圖書館根據書的內 

               容所給的主題詞。 

 



查詢圖書 (2/5) 

 



查詢圖書 (3/5) 

聯合目錄：用以查詢其他圖書館的館藏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收錄國家圖書館及74所合作館館藏書目， 目前已有約8百萬筆書目資
料。 

Worldcat (OCLC) 
全球最大書目資料庫，收錄86國7200個成員館所提供約1億7千4百萬
筆書目資料。 

 

http://nbinet.ncl.edu.tw/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121


查詢圖書 (4/5) 



查詢圖書 (5/5) 



查詢國內學位論文 

• 政大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 
     收錄本校博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包括台灣地區民國七十年以前之各校

博士論文全文影像，共計345筆)以及本校參加「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所購買之美加地區論文。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完整收錄臺灣地區45學年度至今的博碩士論文，提供論文摘要、目次

及參考文獻等資訊， 部份可直接下載電子全文。 

•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  (CETD) 
     共收錄台大、淡江、中山醫、中興、台北科大、台北醫大、元智、高

雄醫大、中國醫大、台北藝大、長榮、清華、中原、高雄餐旅、暨南
、師大...等45所大學之博碩士論文書目摘要，作者有授權者，則可於
線上下載全文，授權比例各校不一。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ndltd.ncl.edu.tw/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1015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1015


查詢國外學位論文 

•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PQDT) 

    收錄1861 年起之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摘要，主題涵蓋理
、工、醫、農及人文社會等各類學科，查詢到的論文可免
費瀏覽論文電子檔前24頁，使用者可以自行線上訂購論文
全文或透過漢珍公司購買論文全文。 

•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提供查詢台、港地區聯盟會員（現有80多所大專院校及
學術機構）所典藏的美國ProQuest公司1997年以後出版
之數位博士論文之索摘及全文影像，目前已收錄12萬多
筆論文全文PDF檔。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95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94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SSO/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More.jsp?nId=94


實際演練1 

• 請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找出哪些圖書館
有趙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與選舉制
度》(2001)一書? 

 



實際演練2 

• 請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找出高永光教授於92學年度在政大指導之畢

業論文有幾篇?研究生是誰?是否提供全文下載

? 

– 若要取得全文應如何作業? 

 



實際演練3 

• 請用PQDT檢索論文: National image and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是否提供全文下載? 

– 如何取得全文? 

 



還有什麼服務我可以利用呢？ 

圖書館重要服務 



圖書館重要服務 

• 館際合作服務 

• Google scholar的 

Find it @ NCCU設定 

• 資料庫查詢諮詢教室 

• 數位學習網 

 



館際合作服務 

館際圖書互借 (免費) 
 持館際合作借書證自行至對方館借、還書。 

持學生證至借還書櫃台借證。 

北一區合作館至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台線
上申請並列印虛擬借書證。 

 圖書可借5冊，借期三週。 
 台大、師大、淡江、文化可以代還。 
 截至民國101年6月止，本館已與48所大學校院、研究圖書館簽訂

圖書互借協定。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需付費) 
 申請個人帳號  (第一次使用此系統時)。 
 查聯合目錄，確認被申請單位 。 
 填寫借書或複印之申請表 。 
 E-mail  通知領件，同時付費。  

 

http://library.nttlrc.scu.edu.tw/demo/index.aspx


持館際合作借書證 
自行至對方館借還書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1/2)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2/2) 
連線網址 http://ndds.stpi.narl.org.tw/ 

 

http://ndds.stpi.narl.org.tw/


Google Scholar 

• 可搜尋學術性文獻， 包括： 學術出版
者、職業社團、預行刊印的資料來源、
大學及其他學術單位的同儕評鑑性報
告、論文、書籍、摘要與文章等。 

• 設定”學術搜尋偏好” 可連結至圖書
館訂購的電子期刊。 

 



Google Scholar  
圖書館連結設定 

 

 



Google Scholar  
圖書館連結查詢結果 

連結到圖書館的電子期刊系統 



資料庫查詢諮詢教室(原個別指導) 

• 總圖數位資源學習區&綜商圖專業型資料庫 

• 本學期綜圖指導內容與時間： 
WestLaw法學資料庫：每週四 14:00-16:00 
 
Beck Online法學資料庫：每隔兩週週一 13:00-15:00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每隔兩週週三 14:00-16:00 

 

      地點：綜圖視聽室 

      預約電話：29393091 ext. 50106或50107 

      (請於一週前預約) 

 



圖書館數位學習網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culib/hom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culib/home


小小複習與整理 

書目辨識與查找 



館藏目錄有無此書？ 

聯合目錄有無此書？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館際互借證 

無 

有 

免費 付費 

借閱 

預約 

可流通 

已借出 

有 

無 

薦購 自行購買 

大多數圖書館每本借閱費
100元。 

借期8週，可續
借2次。代借校
內分館圖書每冊
80元，校外分
館每冊20元。 

每校5本，借期3週。 
僅台大、師大、文化、
淡大可代還。 

資訊查找之策略—圖書 



資訊查找之策略—期刊文章 

找期刊文章 

找某一篇文章(已知期刊名、
卷期、日期、頁碼) 

找某個主題的 
期刊文章 

引文索引 
資料庫 

(查詢主題
發展之脈絡、
重要研究學

者) 

一般期刊索引 紙本期刊 
影印 

全國文獻傳遞
服務系統 

(聯合目錄) 

 

全
文
資
料
庫 

索
引
摘
要
資
料
庫 

索
引
資
料
庫 

申請 
複印全文 

電子期刊系統、 
館藏目錄 

 

取得 
電子全文 

期刊排名 
(尋找優質期刊)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sSearchWord=jcr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sSearchWord=jcr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sSearchWord=jcr
http://xoops.lib.nccu.edu.tw/modules/PDlinks3/visit.php?cid=1&lid=14
http://xoops.lib.nccu.edu.tw/modules/PDlinks3/visit.php?cid=1&lid=14
http://xoops.lib.nccu.edu.tw/modules/PDlinks3/visit.php?cid=1&lid=14
http://xoops.lib.nccu.edu.tw/modules/PDlinks3/visit.php?cid=18&lid=113
http://xoops.lib.nccu.edu.tw/modules/PDlinks3/visit.php?cid=18&lid=113
http://xoops.lib.nccu.edu.tw/modules/PDlinks3/visit.php?cid=1&lid=14
http://muse.lib.nccu.edu.tw:8080/ResourceStation/pages/resourceUserResult.jsp?sSearchWord=jcr


找美加地區論文 找國內學位論文 

本校論文 他校論文 

館藏目錄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取
得
電
子
全
文 

政大博碩
士論文系

統  

ProQuest 
Dissertatio

ns and 
Theses  

1. 線上訂購PDF檔 
2. 透過NDDS申請 
3. 推薦圖書館訂購 

館藏目
錄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
務各校論文系統 

取得
電子
全文 

國圖或 
各校目錄 

全國文獻傳遞
服務系統
(NDDS) 

申請複印 

國內圖書館
聯合目錄 

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資訊查找之策略—博碩士論文 



書目辨識（1/3） 

圖書–除列有作者、書名、出版年外，同時列有出版地或出版者 

期刊–除列有作者、出版年外，同時列有期刊刊名、文章篇名、卷期編號、
起訖頁碼 

會議論文–除列有作者、出版年外，同時列有論文集名稱、篇名、起訖頁
碼、出版地、出版者。通常在書目中會出現conference、
proceedings、symposium、研討會、論文集等字樣。 

博碩士論文–除列有作者(研究生)、論文名稱、畢業年外，同時列有畢業
學校及其所在地時。通常在書目中會出現doctoral 、 dissertation、 
thesis、博/碩士論文等字樣。 

研究報告–除列有研究者、報告名稱、出版年外，同時列有研究機構及編
號。 通常在書目中會有report、working paper、研究計劃、報告編
號等字樣。 

 

 



書目辨識（2/3） 

 

• 唐錦超 譯，Everett M. Rogers原著（2006）。創新的擴散：為什麼
有些好觀念、好產品會一炮而紅，有些卻流行不起來。臺北：遠流。 

• 彭俊亨、吳政峰、王俊元（2010）。政策擴散下的創新治理：臺灣工
藝研究發展中心之經驗與啟發。國家與社會學報，第8期，頁99-156

。 

• Marsh, David and Sharman, J. C. (2009). Policy diffusion and policy 

transfer. Policy Studies, 30(3): 269-288. 

• Weller, Robert Paul.  " Unity and diversity in Chinese religious 

ideology".  Dis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1. 

• 張世賢（2007）。地方永續發展政策的執行策略：兼理論探討（I）
。（國科會專題報告，計畫編號：NSC 95-2621-Z-034-004-）。 

 



書目辨識（3/3） 

 Wang, H.-F. G. S. M. (2011).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product life cycle 
approach: McGraw Hill.  (APA格式) 

 Blanchard, Davi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est Practice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0. Print.  (MLA格式) 

 Joseph, S. (2012). A boundaries and flows perspective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7(2), 202-216. (APA 格式) 

 Sarkis, J., Q. H. Zhu, and K. H. Lai. “An Organizational Theoretic Review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130, no. 1 (2011): 1-15. (Chicago 15A 格式) 

 Zhou, L. J., & Li, H. (2011). Study on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ased on 
Circular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Power,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  (APA格式) 

 Brann, J. M. (2008). Supply chain design: A conceptual model and tactical 
simula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 Texas.  (APA 格式) 

 Costinot, A., Vogel, J., & Wang, S. (2011). An Elementary Theory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936. 

 



取得全文（1/2） 

由書目或索引摘要查得文獻書目(無法在查詢的資料庫中直接
取得全文)，或參考他人著作的參考文獻後如何取得全文? 

圖書 (包含博碩士論文及會議論文集) 

館內:  
查詢館藏目錄(圖書館首頁中「查詢目錄」) 

查得館藏後直接連結電子書或到各館藏地依索書號到架上取
書，若書已被借出，可直接線上預約。若查無館藏，可推薦
圖書館購買。 

 (薦購系統 http://rams.lib.nccu.edu.tw/recommendation/) 

館外:  
查詢圖書聯合目錄或其他圖書館館藏，辨別館藏單位後，可經

由使用跨校借書證到其他圖書館借書或館際文獻傳遞途徑取得。 

 



查詢本校圖書館館藏 

 



館藏查詢結果 



取得全文（2/2） 
期刊全文 

館內:  
查詢電子期刊系統 (圖書館首頁中「查詢期刊」) 

   可由刊名字母順序、主題等項目瀏覽，或直接輸入刊名關鍵 

    字或ISSN查詢後依卷期瀏覽。 

查詢館藏目錄 

   以刊名關鍵字或ISSN查詢後到各館藏地依期刊架號取用。 

館外:  
其他圖書館館藏 

查詢期刊聯合目錄或各圖書館館藏目錄，辨別所需卷期館藏單
位，經由館際文獻傳遞途徑取得。 

線上免費資源 (Open Access Journals) 

透過搜尋引擎查得 

 



電子期刊查詢 



紙本期刊查詢 



小叮嚀  

• 請留意電子資源合理使用規範。 

• 設有使用人數限制者如中國基本古籍庫、
四庫全書及四部叢刊等資料庫，使用完畢
請務必登出，以免影響他人使用。 

• 勿利用下載軟體有系統且大量下載全文，
以免全校遭停權或個人因違法而須負法律
責任。 

 



問卷填答&再次可以練習看看喔！ 

問卷填答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