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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您好

為幫助您更了解圖書館， 

針對教師學術研究、教學及提升競爭力等資源與服務，

特別設計此手冊，

期望能為您帶來詳細的導引。

更希冀您不吝回饋寶貴的意見，

讓圖書館更加成長茁壯，

成為您研究與教學上的最強力後盾。



學術研究支援

我的借書權益

借書與還書

線上查詢個人借閱記錄 

借還書電子郵件通知

線上預約．續借

研究計畫用書可以借多久？

沒空去借書怎麼辦？

如何借到他校的圖書？
─ 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方便好用的電子資源

如何快速找到常用的資料庫？

如何使用電子期刊？

找不到需要的期刊文獻怎麼辦？
─JADE與NDDS文獻快遞服務

如何使用電子書？

如何在家使用電子資源？
─校外連線設定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要去哪裡下載？

EndNote有哪些方便好用的功能？

提供專屬研究空間

研究小間借用服務

圖書與期刊的採購及推薦

各系所如何買書？

我可以自行買書嗎？如何報帳？ 

學校期刊訂購經費與程序

我可以申請新訂期刊和資料庫
嗎？
我可以推薦圖書館購買圖書嗎？

我可以捐贈書刊給圖書館嗎？

1 3

4

5

2

1402

09 18

21



期刊排名與影響指數— 
JCR資料庫
JCR操作方式

查詢立即指數，快速找出熱門期刊

查詢引用半衰期，了解學術影響力

量身打造的
圖書館利用講習

學科主題利用指導課程

資料庫講習課程

深度諮詢服務─與館員有約

全年無休的
學習資源

教學支援 個人競爭力提昇

教師指定課程參考資料 SCIE、SSCI、A&HCI論文
發表篇數與被引用次數
我的論文被誰引用了？

我的論文每年被引用了幾次？

打造個人學術品牌永久典藏
學術成果－NTU Scholars

認識 NTU Scholars

NTU Scholars 使用諮詢

參考工具書及輿圖資料外借

多媒體服務中心團體室
借用服務

2

1 1

2

3

3

4

5

23
31

35

37

24

25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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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道路充滿了競爭，需要不斷的努力。

圖書館作為大學的知識中心，

提供各項資源的使用與服務。

您可以享有方便的借還書和貼心的服務；

充分使用電子資源以及其他輔助研究的工具，

讓您的學術研究事半功倍。

學術研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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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借書權益

借書冊數與借期
專任教師借閱資料總數為100冊（件），兼任教師借閱資料總數為30冊
（件），最長借期為240日。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閱覽服務] → [借還書規則]  
一般圖書借期：

1

借閱總數 借期 最長借期          可預約數

專任教師 100冊（件） 60天
240天    30冊

兼任教師 30冊（件） 60天

●   借書時若該書已有其他讀者預約，借期一律縮短為 14 日。
●   期刊、學報、報紙、微縮資料等僅供館內閱覽不可外借。
●   參考工具書及輿圖資料外借服務請見第 24 頁說明。
●   最長借期內，可隨時線上續借（若有逾期、其他讀者預約、或被凍結借書權

　利者則無法續借）。

1
借書與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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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書貼心服務
您所借閱圖書，除歸還至原借出之館藏單位外，亦可就近歸還至總圖書館、
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簡稱社科圖）、醫學圖書館（簡稱醫
圖）、或各院系所圖書室。此外，總圖書館、社科圖及醫圖均設置還書口或
還書箱，讓您在閉館時間也能很方便地還書。擲入還書箱的歸還日期以次一

開館日為還書日期。

提醒您：利用還書箱還書，請於次一工作日至圖書館首頁查詢個人借閱紀
錄，若有疑問可洽詢一樓流通服務臺確認還書手續是否已完成。
　    (02) 3366-2353 

逾期還書滯還金說明
如果未能按時歸還所借的圖書資料，除停止借書權利外，還需繳納逾期滯還
金。一般圖書資料每冊（件）每逾期1日課以滯還金新臺幣5元；限隔夜借閱
之圖書資料每冊（件）每逾期1小時課以滯還金新臺幣5元；視聽資料每件
（一個條碼）每逾期1日課以滯還金新臺幣30元，滯還金會一直累計至您將書
籍資料歸還為止。逾期書未還或未繳清滯還金前，停止其所有圖書館（室）之
借書權利，且不能辦理續借等手續。

視聽資料借期：

借閱總數 借期 最長借期          可預約數

專任教師
10冊（件） 7天 14天    不提供預約

兼任教師

●   多媒體服務中心視聽館藏外借件數以10件為限，借閱件數與圖書冊數合併計算。
●   標示「限中心內使用」之館藏不得外借，但若因研究或教學需要者可申請外借。
●   最長借期內，可隨時線上續借（若有逾期或被凍結借書權利者則無法續借）。



4

線上預約
您需要的圖書已被借出時，可直接於館藏目錄進行預約。當預約圖書歸還至
圖書館時，系統將自動寄送電子郵件通知單給您，並為您保留5日，請於期

限內前往指定的取書地點借書。

您可預約已被借出、編目中或訂購中（系所自購除外）的圖書。
預約書到館逾5日未借者，以棄權論；並依序通知次位預約者，或逕行將
圖書歸架。

從圖書館首頁點選 [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以本校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及密碼登
入之後即可查詢目前的借書與預約狀況、個人借閱歷史。

這是一項體貼您的便利服務，圖書館會主動發送E-mail通知，提醒您借書即
將到期、逾期、預約書到館與預約催還等訊息。若您的電子郵件更改時，請
記得登入 [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修改您的E-mail，以免遺漏重要的通知。

若有疑問可洽詢一樓流通服務臺人員，　　  (02) 3366-2353

2

3

4

線上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借還書電子郵件通知服務

線上預約．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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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續借
當您借的書快到期了，仍想繼續使用時，可在最長借期內於線上進行續借。
請於圖書館首頁點選 [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進入個人借閱紀錄即可辦理線上

續借。

若續借的圖書已逾期或有他人預約、或您被停止借書權時，則無法續借。
以借期60天，最長借期240天之圖書續借為例，請參考下圖說明。

當您使用科技部研究計畫經費或新進教師經費購買圖書，因研究或教學所需
擬辦理長期借閱，可在圖書送驗點收時，在清單上註明整批借閱與聯絡電
話，圖書館驗收後將以急件方式登錄編目，再由學科館員通知您辦理長期借
閱。研究計畫用書長期借閱的借期為3年。如到期後仍需使用，歡迎洽詢學
科館員辦理續借：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詳見 [常用服務]  → [教師] → [研究計畫用書借閱]

5 研究計畫用書可以借多久？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6

校內圖書代借傳送服務：

每冊圖書只要付手續費新臺幣10元，校總區專任教師即可選擇將圖書傳
送到您所屬系所辦公室。使用這項服務需申請校內圖書代借服務帳號，
並至圖書館開戶繳費（至少新臺幣100元），日後申請傳送件所需費用

均自該帳戶扣除。

校內期刊代印服務：

為便利本校教師利用臺大各圖書館（室）館藏期刊，校內期刊代印服務
亦採用網路申請，接獲取件通知後再至您選取的校區圖書館領件，每頁
資料複印費用為新臺幣3元。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閱覽服務] → [校內圖書代借]＆[校內期刊代印]

委託他人代借圖書
若 教 師 忙 於 教 學 研 究 無 法 親 至 圖 書 館 借 書 時 ， 可 委 託 學 生 或 助 理 代 借
圖 書 。 請 您 填 具 委 託 書 ， 註 明 委 託 人 與 受 託 人 姓 名 ， 由 受 託 人 持 該 委
託 書 、 委 託 人 教 員 證 與 受 託 人 的 身 分 證 件 ， 即 可 來 館 辦 理 圖 書 代 借 。 
委託書範本：https://www.lib.ntu.edu.tw/node/2675

校內圖書代借及期刊代印服務
為便利本校師生使用跨校區圖書，圖書館提供免費的「校內圖書代借服
務」，您不需親自前往其他校區圖書館（室），只要利用網路申請本服務，
3個工作天內即可接獲回覆或取件通知，代借圖書將為您傳送至所屬校區圖
書館（總圖書館或醫圖流通服務臺）。此外，為體貼忙碌無法親自到館的專
任教師，圖書館另提供下列兩項加值性收費服務：

6 沒空去借書怎麼辦？

1

2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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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利您利用其他圖書館的資源，臺大圖書館與多所國內外圖書館建立館際
合作關係，本館未收藏的書刊資料，可以透過館際合作服務向國內外圖書館
申請圖書借閱。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一卡通用服務
本校自2015年起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簡稱臺師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簡稱臺科大）簽訂三校聯盟組成「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並提供一卡通用
圖書服務。只要您同意將個人資料匯入臺師大和臺科大圖書館，就可以直接
持臺大教員證自行到臺師大和臺科大圖書館借還書。可借閱圖書10 冊，借期
30天，並可續借1次，或以最長借期60天為限，不提供預約服務。若因借書
逾期或遺失則依貸方圖書館規定繳交逾期滯還金或辦理賠償事宜。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館際合作] → [三校借書一卡通用]

自行前往他館借還書
本館已與中央研究院及國內100餘所大學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若您想
親自前往各館借書，可至總圖書館一樓流通服務臺憑教員證辦理借用各館的
館際合作借書證，即可自行前往各館借書及自行歸還，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每張借書證可借5本書，借期依各館規定，不提供續借、預約。另，向政
大、臺師大所借的圖書，可由本館代為歸還，惟需於該書到期日前3個工作
日（不含週末及例假日）送達本館。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館際合作] → [一般館際合作借書證服務]

7 如何借到他校的圖書？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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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　　　(02) 3366-2328           ntuill@ntu.edu.tw
醫圖　　　(02) 2312-3456 轉 88154          ntudds@ntu.edu.tw

館際圖書互借，申請學位論文、會議論文與研究報告
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系統線上向其他單位借書或影印（包括學
位論文、會議論文、研究報告、圖書章節等書籍資料），收到取件通知後即可到
總圖書館、醫圖（依您註冊的圖書館而定）取書，還書亦由本館代為歸還。使用
本服務需於「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系統上先註冊個人帳號，審核通過
收到系統認證通知信後即可啟用，收費方式依傳遞方式與各合作館收費標準而
定。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館際合作] → [全國文獻傳遞 (NDDS) ] 
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中，總圖書館、醫圖為兩個獨立單位，請依您
所在校區選擇所屬圖書館，以便就近領取圖書資料。
館際合作洽詢單位：

mailto:ntuill@ntu.edu.tw
mailto:ntudd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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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採購程序請參考 [本校採購程序內部辦理程序表]
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03/03-013.pdf 

圖書與期刊的採購及推薦

學校購置圖書之經費主要分配給各院系所，因此教師教學與研究所需之書
籍，可使用各系所之圖書儀器設備費（圖儀費）購買，依照各系所採購程序
辦理；為避免重複訂購，您可請所屬學科館員進行採購前複本查核，排除複
本後再行購買。

自行購置圖書
若使用系所圖儀費、個人研究計畫經費以及新進教師研究費等經費先行購置
圖書（例如因特殊狀況或於國外需先行購置研究與教學需要的圖書資料），
請記得保留相關報帳單據，再將圖書與相關報帳單據交由圖書館採訪編目組
驗收並依學校帳務核銷程序辦理。

請特別注意以下幾項重要說明，以免無法辦理帳務核銷：

請勿購置個人版的電子書：因使用學校系所、計畫等經費購置之紙本圖
書與電子書均須列入本校圖書財產並供全校師生使用，個人版之電子書
無法提供公開使用，請避免採購。
請先取得系所單位主管同意：使用系所圖儀費（非屬個人研究計畫經
費）自行採購圖書時請務必注意。

1

2

2
各系所如何買書？

我可以自行買書嗎？如何報帳？

1

2

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03/03-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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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驗收與報帳
自行購置之圖書報帳時，需先至圖書館進行驗收核章。驗收程序說明如下：

備妥單據
(1) 購書發票正副本各1份，並請核系所章或主管私章。
　 〈若為計畫用書請由計畫主持人核章〉
(2) 購置圖書清單2份。〈若為計畫用書請備圖書清單3份〉
註明經費科目
請註明使用經費科目。如需由不同經費科目支出，則請填具支出分攤
表。若部分由私人自行負擔，亦請註明。
辦理驗收
請先電洽採訪編目組安排送驗日期，並依約送驗，將已備妥的單據與購
置之圖書一起送至圖書館採訪編目組辦理驗收（須先做好書後處理），
再依學校帳務核銷程序辦理。

若使用網路購書請記得索取發票。

如無法取得單據，則由購買者填具支出證明單並簽請一級主管同意辦理。

各項購置圖書服務詳見 [服務項目] → [圖書採購交贈] → [系所自行採購圖
書送驗]
圖書驗收洽詢單位：採訪編目組 　　 (02)3366-2304

本校現期期刊皆為長期訂購，訂購清單與數量取決於各學院每年分配之訂購
經費額度。每年六月圖書館分送各學院該年度期刊訂購清單以及下年度期刊
訂購金額統計表。各學院及所轄系所可參考該年度訂購之期刊與金額，彙整
並排序提出下年度擬購清單。由於期刊每年價格漲幅高於圖書館預算成長
率，各學院需採取刪訂期刊或改訂版本等方式，始能取得節餘經費以新訂期
刊。

3 學校期刊訂購經費與程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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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第一階段
圖書館分送各學院該年度訂購清單與下年度期刊訂購配合事項

第三階段
各學院將擬購期刊清單回傳圖書館

1. 各學院彙整系所清單，並填具學院期刊訂購統計表。
2. 於規定時間內將核有單位、院長與承辦人職章後的清單及

統計表回傳圖書館採訪編目組。

第四階段
圖書館辦理期刊購前作業
1. 圖書館依【國立臺灣大學期刊訂購原則】過濾下年度擬購

期刊清單，去除複本，並查證補全書目資料。 
2. 查證結果若有異動，將通知擬訂購單位確認。

第五階段
圖書館辦理期刊訂購作業

凡經確定欲訂購之期刊，圖書館將依其性質及需要，循法定程
序交由國內外代理商代購、或向出版社直接進行議價及訂購。

第二階段
各學院彙整與排序所轄系所之需求後，開具下年度擬購清單

※ 若有新訂期刊需求，請在此階段前向各學院或學科館員提
出。各學院若已籌得經費新訂期刊，可另撥款至圖書館委託
訂購。各學院若無新訂期刊經費來源，則新訂期刊需在刪訂
期刊後產生之經費額度範圍內進行。

7月

※本校每年度期刊訂購作業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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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新訂期刊、資料庫需求，可在每年六月期刊續訂調查期間將需求提供

給您所屬學科館員。需求將彙整至各學院期刊續訂調查參考清單中並送各學

院確認，各學院若無新訂期刊經費來源，新訂期刊需在刪訂期刊後產生之經

費額度範圍內進行。平時若有專門學科期刊之訂購需求，也可與學科館員聯

繫。透過圖書館詢價後轉介各學院、系所評估是否訂購及支援經費。

期刊推薦
紙本或電子期刊係長期訂購，圖書館每年均投入許多經費在既有期刊的續訂

上，然而期刊每年漲幅遠高於圖書館預算的成長率，因此必須先刪訂現有期刊

才能改訂新刊。一般而言，專門學科期刊之推薦，將轉介相關院系所評估是否

訂購及支援經費；綜合性期刊則視館藏發展政策及本館經費決定是否訂購。

資料庫推薦
資料庫與期刊同樣均屬長期訂購，亦佔圖書館大量經費。對於資料庫的推
薦，通常先由圖書館接洽安排試用，再評估是否採購。原則上，跨學院及綜
合性資料庫之採購，由圖書館設法向校方爭取經費採購；個別主題性資料
庫，則轉介相關學院系所支付經費，圖書館將協助詢價，提供試用與評估結
果，作為相關單位決策參考。

4 我可以申請新訂期刊和資料庫嗎？

若您發現有適合圖書館收藏的書刊資料，歡迎向本館推薦。圖書推薦服務網
址：https://www.lib.ntu.edu.tw/node/109，使用計中帳號密碼登入，每人
每月可推薦10筆圖書資料。在維持館藏均衡發展及購書經費有限之情況下，
本館對薦購資料處理方式為：專門學科圖書資料，將轉介相關系所評估及採

購；若為一般或非學術性圖書資料，則依本館選書原則決定是否採購。

5 我可以推薦圖書館購買圖書嗎？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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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捐贈適合圖書館收藏的各類學術資源。您的個人贈書將依「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受贈書刊資料處理原則」進行後續相關作業。會議論文集亦是本館
主要徵集目標，此類資源常是研究者第一手發表之資料來源，卻多未正式出
版，僅於會議期間分送與會者，徵集不易。本館除主動多方蒐集外，也希望
您能將出席會議所得之論文集贈送圖書館典藏，以滿足讀者對會議論文資料
的需求，亦發揮最佳使用效益。各項書刊捐贈歡迎與圖書館採訪編目組聯繫
或逕洽所屬學科館員。

此外，本館於總圖三樓特別設置「臺大人文庫」，珍藏現任或歷任教師、職
員、歷屆校友及在校生等所有臺大人的著作，包含個人專著、譯書及編審作
品，為使典藏更添珍貴，臺大人文庫歡迎作者於書名頁親筆簽名或題記留

念。期盼您將個人著作贈予臺大人文庫，使文庫永續成長茁壯。

圖書捐贈可洽採訪編目組 　　(02)3366-2315，或所屬學科館員。
圖書期刊資源薦購可洽所屬學科館員：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受贈書刊資料處理原則」中說明，圖書館以接受各
類型有益教學研究書刊資料為原則，並得決定受贈資料之典藏單位及其陳
列、淘汰、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詳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受贈書刊資
料處理原則]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06

6 我可以捐贈書刊給圖書館嗎?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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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好用的電子資源3
電子資源具有不受時空限制、容易檢索、可多人同時共用等特性，由圖書館首
頁即可使用各種電子資源服務，包括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等。此外，本
館亦積極徵集本校師生研究產出，建置臺灣大學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簡
稱NTUS，網址：https://scholars.lib.ntu.edu.tw/）。至2020年6月，臺大學術
典藏已逾67,000筆全文資料。

要使用資料庫，請於臺大圖書館網站首頁點選「資料庫」頁籤，直接輸入您
欲查詢的資料庫名稱。若您想透過主題或資料類型瀏覽本館有哪些資料庫，
可點選下方「資料庫系統」連結查看。

1 如何快速找到常用的資料庫？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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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您掌握學科常用資料庫，特別彙整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科技以及
跨學科綜合主題的資料庫清單，詳見附錄：「常用資料庫一覽表」。

進入資料庫系統後，可透過主題、名稱或資料類型，找尋需要的資料庫：

1  利用主題、名稱或資料類型瀏覽資料庫。

2  輸入資料庫關鍵字搜尋。

3  熱門資料庫便利直接點選使用。

4  主題精選列出各學科之核心資料庫。

2   點選「資料庫系統」查看資料庫。
1   切換至「資料庫」頁籤，直接輸入要查詢的資料庫名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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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圖書館的電子期刊超過62,000種，可由館藏目錄中的期刊檢索頁籤同時
查詢紙本與電子期刊。館藏目錄的期刊書目紀錄中，若圖書館有訂購電子期
刊，點選網址即可取得全文電子檔。若電子期刊不只一個資料庫收錄，各資
料庫網址與全文年代亦將一一列出。

2 如何使用電子期刊？

JADE與NDDS文獻快遞服務
您可透過「期刊文獻快遞服務JADE」取得您所需的期刊文獻，最快可在24小
時內取得文獻，費用以每頁新臺幣5元計算。使用這項服務不需另外註冊帳
號，以本校計中帳號進行認證即可。對於無法透過本服務取得的期刊文獻，
在取得您的同意後，將透過大英圖書館等國外單位代您申購所需要的文獻，
每篇以新臺幣550元計費。

中文期刊或大陸地區文獻則需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取得，
此服務需先註冊個人帳號，通過審核即可啟用。收費則依傳遞方式以及各合
作館收費標準而定。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館際合作] → [文獻複印傳遞（JADE）]
詳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館際合作] → [全國文獻傳遞（NDDS）]
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中，總圖書館、醫圖屬兩個獨立單位，請
依您所在校區選擇所屬圖書館，以便就近領取館合文獻。

3 找不到需要的期刊文獻怎麼辦？



17

圖書館的電子書截至 2019年底已超過 3,300,000 種（冊），包含一般書籍、
參考工具書、會議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博碩士論文、實驗手冊等，可透過
館藏目錄查詢。

4 如何使用電子書？

圖書館引進及購置的電子資源，大多數可透過校外連線（VPN）設定，讓您
在家中或校園以外的地方上網使用。

校外連線（VPN）設定請詳見https://www.lib.ntu.edu.tw/node/12
電子資源洽詢單位：學科服務組           (02)3366-2326         tul@ntu.edu.tw

5 如何在家使用電子資源？校外連線設定

請尊重著作財產權，電子資源限於個人學術研究或教學目的使用，
不得有商業行為及連續、有系統地大量下載檔案，亦請勿使用自動
下載軟體以免誤觸法網。!

行動電子書帶著走
電子書打破時間與空間限制，只要連上網路查詢館藏目錄或透過電子書網頁
檢索、瀏覽各類主題平臺，就可隨時挖掘知識寶藏，提升研究實力。若您本
身持有的行動裝置提供瀏覽網頁、閱讀PDF等功能，也可透過學校網路線上
瀏覽或將電子書下載到如手機、平板電腦、多媒體播放器等裝置上使用。

量身訂作的電子書功能
各式電子書平臺多有內文檢索、圖片註記、線上分享與記錄等功能。只要於
各式電子書平臺先行註冊專屬於自己的帳號並登入個人帳戶，就可以使用上
述功能，也可以記錄您走過的知識軌跡。

輔助教學好幫手
多種百科全書、字典以及年鑑等參考資料都可透過電子書平臺與功能進行線
上瀏覽與查詢，諸如英文字典與百科全書也提供線上發音功能，讓您教學與
研究事半功倍。

詳見本館首頁 [研究資源] → [電子資源] → [電子書]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2
mailto: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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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管理軟體4

臺大圖書館除提供豐富的館藏圖書與電子資源，亦引進「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協助您建立、管理與維護個人的書目資料。

EndNote是目前常用的書目管理軟體之一，您可以自行輸入書目資料或將
資料庫的檢索結果匯入其中，除可按關鍵字、作者或標題等進行檢索外，
並可將引用文獻依論文發表要求格式自動產生參考書目，可以節省論文寫
作時從事人工編輯的時間。此外，並提供許多期刊投稿範本，方便您撰寫
與發表論文，是研究上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請進入計中全校授權軟體網頁，並以計中帳號密碼登入。網頁頁面右方
[Category分類] →  [Library圖書館軟體] →從清單中下載所需版本。

詳見本館首頁 [參考諮詢] → [圖書館利用講習] →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如欲於校外安裝EndNote，請先登入臺大校外連線（VPN）服務。

1 EndNote要去哪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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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dNote有哪些方便好用的功能？

篩選重複書目
目前大多數資料庫都提供書目資料匯出至EndNote的功能，然而從不同的
資料庫取得的書目資料可能有重複之虞，EndNote提供重複資料查找功能
（Find Duplicate），可幫您比對出重複的資料。

有效管理文獻相關檔案
從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下載文獻的PDF檔後，應如何管理呢？光憑檔名如何
辨識它屬於哪篇文獻？您可以把相關檔案交給EndNote幫您管理。

EndNote的附加檔案功能（File attachments），可以將文件的電子檔夾帶至
相對應的書目資料，當您需要某篇文章的電子檔時，利用EndNote查詢功能
輸入作者或篇名關鍵字就可以找到。EndNote提供全文查找功能（Find Full 
Text），直接連接至可串連查詢的資料庫內取得全文，電子檔亦將直接附加
於相對應的書目上，而不需逐筆下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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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重複書目
目前大多數資料庫都提供書目資料匯出至EndNote的功能，然而從不同的
資料庫取得的書目資料可能有重複之虞，EndNote提供重複資料查找功能
（Find Duplicate），可幫您比對出重複的資料。

書目資料分類管理
EndNote除提供個人書目資料庫的查詢功能，也提供書目群組分類功能，您
可依個人需求建立群組進行分類管理，當同一篇文章涉及多個主題時，亦
可分類至不同的群組，方便您找到資料。此外，EndNote還可設定查詢條件
作為群組分類的依據（Smart Group），讓您更有效率地找到所需的文獻資
料。

符合期刊投稿規定並維持書目格式正確性
投稿時往往需詳讀作者須知，依照期刊規定的格式撰寫論文，但每種期刊的
規定不盡相同，弄懂這些格式需花費許多時間，EndNote內建的期刊投稿格
式（Manuscript Templates）可協助您撰寫符合期刊規定的論文格式。而在
撰寫文章引用參考文獻時也可選擇所需的書目格式，將自動產生欲投稿期刊
所規定的引用文獻書目格式，可避免人工輸入的錯誤，並可維持引用與參考
文獻的一致性。

有關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的使用，可參考圖書館數位學習網（http://
elearning.lib.ntu.edu.tw）之線上教學課程，或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
tul.blog.ntu.edu.tw）EndNote相關介紹與FAQ。

EndNote洽詢單位：學科服務組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tul.blog.ntu.edu.tw
http://tul.blo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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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間借用服務
為便利本校專任教師及博士班學生從事學術研究，總圖書館設有65間研
究小間，每次可借用一個月，您可在此獨立空間專心進行研究。另在醫圖
亦設有研究小間，供醫學院／公衛學院師生使用，每次借用以「日」為單
位，上限為14日，請親持教員證至總圖書館或醫圖流通服務臺辦理借用服
務。

提醒您：館藏圖書請先辦理借書手續再攜入研究小間，以免影響其他讀
者使用權益。
洽詢單位：總圖書館閱覽組　　　(02) 3366-2353
　　　　　醫圖流通服務臺　　　(02) 2356-2207

提供專屬研究空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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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是您的教學好幫手。

透過設定課程指定參考書、視聽資料，學生可共同使用教學資源。

本館提供量身打造的資源利用課程以及全年無休的數位學習網，

讓學生報告、學習沒煩惱。

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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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教師指定課程參考資料1

請於校園網域內進入指參系統（http://www.lib.ntu.edu. 
tw/node/861)，若於校外，請先設定校外連線VPN。

填寫課程基本資訊，並依指定的資料類型，下載「圖書」或「視聽資料」 
範本填寫後，上傳至指參系統。

為配合教師授課教學需要，圖書館於寒暑假通知各系所教師，
推薦下一學期課程指定閱讀圖書或視聽教材，本館將後續以限
館內閱覽方式提供學生參考利用。

請由此下載範本填寫

http://www.lib.ntu.edu.tw/node/861
http://www.lib.ntu.edu.tw/node/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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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兼任教師如因教學研究需要，可持教員證辦理參考資料外借。外借資料限
總圖書館一樓與四樓參考資料、輿圖資料及五樓「臺灣資料開架區」與「綜合資
料區」（影印本與善本書除外），借期7日。請於週一至週五9:00-17:00，除五樓
參考資料於五樓服務臺辦理外借外，其餘均於一樓流通服務臺辦理，並於規定期
限內歸還至原借書櫃檯。

本館如有需要得隨時調回借出資料。
歸還外借資料時，請勿使用還書箱或交由分館代還。
詳見本館首頁 [常用服務] → [教師] → [參考資料外借服務管理要點]

參考工具書及輿圖資料外借2

洽詢單位：學科服務組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校總區
 各院系所之指定參考資料類型若為圖書，將置於總圖書館一樓「指參專區」； 
      若為視聽資料，將置於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視聽資料指定教材區」。

 社會科學院與法律學院之指定參考圖書，則分別置於社科院辜振甫先生紀念  
      圖書館與法律學院圖書館。

城中校區
醫學院、公衛學院之指定參考資料將置於本校醫學圖書館。

mailto: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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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館員可配合各院系所教師教學課程所需，規劃辦理各學科主題利用指導
課程，講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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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依需求安排課程內
容。透過講習內容使修課同學瞭解如何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如有需要歡迎與
所屬學科館員聯繫：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每年 8 至 9 月間圖書館亦為新進教師安排圖書館利用講習，為您介紹圖
書館各項設施與服務，歡迎報名參加。
詳見本館首頁 [參考諮詢] → [圖書館利用講習]

除提供利用講習約課服務外，每學期圖書館均規劃「Help講堂」與「Master
講堂」等多項資料庫講習課程，以增強師生利用資料的能力，各場次課程資
訊除公告於圖書館首頁之外，並以電子新聞發送。各項活動與講習，採線上
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歡迎至本館首頁→ [關於本館] → [本館公告] →  [訂閱電子報]，以掌握圖
書館各項活動與服務。

1

2

學科主題利用指導課程

資料庫講習課程

量身打造的
圖書館利用講習3

mailto:3366-2326%E3%80%80%E3%80%80tul@ntu.edu.tw%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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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對資料庫、EndNote有基本的了解，但實際使用時遇到更進階的問題，歡
迎您使用深度諮詢服務─「與館員有約」，您可線上預約（https://www.lib.ntu.
edu.tw/node/2129）填寫您欲諮詢的內容，我們將在您指定的時段，安排學科館
員為您詳細解答。

3 深度諮詢服務─與館員有約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129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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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無休的學習資源4
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tul.blog.ntu.edu.tw/
圖書館提供參考諮詢服務，不論是在館內服務臺、或是使用電話、
電子郵件，都可以提出您的學習與研究上的問題。2010年起開闢
參考服務部落格，成為臺灣學術圖書館中重要的知識服務專業部落
格。2020年4月推出全新介面，版面更易於閱讀，歡迎前往此處找
尋解答。

數位學習網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圖書館精心規劃的線上課程，不限時空、自我學習的最佳幫手！包
含圖書館使用技能、資料庫使用指導，還有文學戲劇、語言學習、
電腦技能、EndNote等課程，歡迎您親自上網體驗。

影音 Focus　http://focus.lib.ntu.edu.tw/
提供電影專業影評、主題影片與音樂賞析介紹，歡迎喜愛電影與音
樂的讀者們前來參觀瀏覽，也與同好們分享交流您的閱聽心得。

影音＠ Online　http://multimedia.lib.ntu.edu.tw/
收錄本館具公開傳輸權之視聽資料，包含精彩館藏、音樂推薦以及
精彩演講實況都可以於此聆賞。

http://tul.blog.ntu.edu.tw/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focus.lib.ntu.edu.tw/
http://multimedia.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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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服務中心團體室借用服務5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收藏精彩豐富的多媒體視聽資料，為便於本
校教師利用中心視聽館藏進行教學研究，多媒體服務中心設有大團體使用
室1間、小團體室2間與3個團體使用區，大團體使用室可容納50人，小團
體室（區）可供3至10人使用。團體室（區）備有相關視聽器材，提供您
利用中心視聽館藏進行生動的影音教學。此外，醫圖四樓多媒體學習中心
設有視聽室，可容納6至10人，提供醫學院／公衛學院師生作為小組討論
教學或觀看視聽館藏之用。

借用總圖書館團體室（區）請見本館首頁 [服務項目] → [場地及設備]  

借用醫圖視聽室請見醫圖網頁 [讀者服務] → [場地與設備] → [視聽服務]

團體室（區）內僅可播放「公播版」視聽資料；非本館館藏及未獲公開
播送授權之視聽資料，不得於團體室（區）內播放，請事先向多媒體中
心服務櫃檯詢問欲播放視聽資料之版權情形。 

洽詢電話：總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　 　  (02) 3366-2334
　　　　　醫圖多媒體學習中心　　　   　(02) 2356-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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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S、JCR、ESI資料庫可輔助您 

查找研究相關數據以彰顯個人研究競爭力。

透過臺大學術典藏系統， 

能提高研究論著的可見度與被引性，進而提升學術影響力。

圖書館更為您量身打造研究領域網絡分析服務（DNA服務）， 

以視覺化圖形呈現領域內主題發展的歷史及現況，辨識研究前沿，

讓您的研究見樹也見林！

個人競爭力提昇

※針對臺灣出版之核心期刊，可利用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 (THCI) 與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TSSCI)：
　http://www.hss.ntu.edu.tw

http://www.hss.ntu.edu.tw


•行銷
•評估
•發表

•蒐集
•分析
•創新

Web of Science
(SCIE, SSCI, A&HCI)

與國際研究
社群接軌
ORCID & NTU Scholar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撰寫
•引用

•審查
•投稿

研
究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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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之
利
用

引文索摘
分析工具

個人書目
管理及維護

發表評估工具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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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SSCI、A&HCI論文
發表篇數與被引用次數1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簡稱WOS）為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可同
時檢索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簡稱SCIE，即習稱的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SSCI）與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
稱A&HCI）等多種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以瞭解個人研究績效，並掌握最新
研究趨勢。

您可利用主題、作者、刊名、機構地址等欄位查找相關文獻，除可獲得期刊
各篇文章之書目與摘要外，WOS亦提供文章被引用資訊，包括引用文獻與被
引用次數等，此為WOS與其他索摘資料庫的主要差異。

SCI與SCIE之差別：
SCI是光碟版的名稱，改為線上版後由於期刊種數增加，為區別兩種產
品之差異，資料庫廠商已將線上版改稱為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但大多數使用者仍習稱其為SCI。
可詳見說明：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333

WOS的查詢路徑
於 圖 書 館 首 頁 檢 索 框 ， 選 擇 上 方 資 料 庫 頁 籤 ， 輸 入 W O S 或 W e b  o f 
Science，即可找到資料庫的連結。

在臺大校園網域內任何地方皆可連線使用，若在家裡或校外使用，需先設
定校外連線（校外連線說明，請參考第17頁）。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333


32

1 我的論文被誰引用了？

WOS提供的分析結果（Analyze Results）功能，可分析有哪些作者、期刊、
國家/地區、學科與機構引用了您的論文，可藉此瞭解哪些人正在延續、追
蹤及從事相關的研究，您的研究常被哪些期刊、國家與機構所引用，及其在
各學科領域的引用狀況。

1. 限定檢索結果
2. 分析檢索結果

3. 建立引用報告
4. 這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數

5. 連結至圖書館訂購的
　 電子期刊全文

1. 可依照作者、期刊、國家/地區、學科、出版年、語言與機構等進行分析
2. 點選所屬國家塊狀圖可瀏覽各國家/地區的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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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論文總數
2. h-index
3. 被引用次數可評估研究影響力
4. 引用文獻可追溯相關研究文獻
5. 依年分統計被引用次數

2 我的論文每年被引用了幾次？

以這位學者為例，在他發表的87篇文章中，被其他作者引用次數達1053次，
下方的折線圖顯示作者每年的論文被引用次數。上方提供的h-index數值，則
可用來評估個人的研究表現。以此圖h-index值16為例，表示在87篇論文中有
16篇至少都各被引用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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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此位學者各篇論文被引用狀況的歷年分析表，橫向顯示每篇論文每年
被引用次數、被引用次數總計與平均被引用次數，縱向顯示特定年份所有論
文被引用總計次數及每篇論文各被引用次數。

目前查詢論文被引用次數之資料庫，除WOS之外，另有SCOPUS資料庫，
由於兩者收錄主題範圍、資料收錄年限、資料類型等不盡相同，因此檢索
結果會有差異。

洽詢單位：學科服務組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或請閱讀參考服務部落格專文：http://tul.blog.ntu.edu.tw/

1. 橫向顯示各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2. 縱向顯示各論文在特定年份被引用次數

1

2

mailto:tul@ntu.edu.tw
http://tul.blo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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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個人學術品牌 
永久典藏學術成果 

－ NTU Scholars2

▎ NTU Scholars

1 認識NTU Scholars

臺大學術典藏（網址：https://scholars.lib.ntu.edu.tw），是本校教師簡歷及研
究成果呈現的平臺，係為永久珍藏及推廣每位教師豐碩的研究成果，為提升服
務便利性，圖書館整合過去機構典藏（NTUR）與學術庫（AH），成臺大學術
典藏NTU scholars。 

2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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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TU Scholars使用諮詢
若您有使用問題或簡歷及研究成果更新需求，歡迎您申請諮詢（https://www.
lib.ntu.edu.tw/doc/CL/NTUS_apply.html）， 或聯繫所屬學科館員（https://
www.lib.ntu.edu.tw/node/175），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 ORCID
ORCID為國際非營利組織，透過給予每位研究人員一組 16位元的唯一識別碼  
ORCID ID，確認每篇著作的 真實作者，解決學術研究中辨別作者身分問題，
如同 ISBN辨別書籍的方式。 ORCID平臺提供便捷匯入功能，可直接從 Web of 
Science、 Scopus、Pubmed等重要資料庫快速匯入著作資料。同 步功能，可
藉由授權ORCID，將crossref及datacite等資料庫中的最新著作自動匯入。

本校教師以計中E-mail帳號或ORCID帳號登入後，可彈性編輯個人簡歷、匯出
個人資訊、新增研究成果，更新內容將同步收入本校機構典藏，且能設定自動
更新至教師個人ORCID。

臺大學術典藏可整合呈現多元計量指標，並同時收藏全文，擴展本校教師之學
術影響力。

https://www.lib.ntu.edu.tw/doc/CL/NTUS_apply.html
https://www.lib.ntu.edu.tw/doc/CL/NTUS_apply.html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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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的查詢路徑如下：
於圖書館首頁檢索框，選擇上方資料庫頁籤，輸入JCR，即可找到資料庫的
連結。

在臺大校園網域內皆可連線使用，若在家裡或校外使用，需設定校外連線，
以VPN方式使用。

洽詢單位：學科服務組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期刊排名與影響指數
—JCR資料庫3

除個人論文被WOS收錄的數量與被引用次數外，發表論文之期刊在所屬
研究領域的排名也是學術研究績效的評估指標之一，此類資料可以利用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簡稱JCR（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來查
找。

在WOS只能查看期刊最近一年的排名與影響指數，如欲瞭解某一期刊或某
類期刊的整體表現，則需透過JCR資料庫。

1 JCR操作方式

JCR是以WOS中的SCIE與SSCI中的引用資料為基礎，發展出各種期刊評比
指標，其中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最廣為人知。JCR每年夏季出版前一
年度的資料，是一個綜合瞭解學術期刊的評比工具。通常JCR有兩種使用情
境，其一為針對特定的期刊，查詢該期刊的 Impact Factor 等數據表現，以
及其於領域中的排名；其二為針對特定的領域，了解該領域的期刊排名。以
下將分別介紹。

mailto: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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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特定期刊 Impact Factor
若已知特定期刊，想查詢該期刊之 Impact Factor、領域排名等資訊，可參
考以下步驟。

請於首頁檢索框以期刊名稱直接查詢，或是點入左下角 [Browse by 
Journal] 頁面後，於該頁面左上角 [Go to Journal Profile] 處，同樣以
期刊名或ISSN查詢。

以查詢「LANCET」期刊為例，以刊名查詢後點入刊名連結進入該期刊
基本資訊頁面。選擇 [All Years] 即列出本刊歷年 Impact Factor以及 5 
Year Impact Facto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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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等級共Q1至Q4。Q1排名前25%、Q2排名前25%-50%，以此類推。

查詢特定領域之期刊排名
若想知道特定領域中的期刊排名，可參考以下步驟。

請點選 [Browse by Catagory]，選擇年度 [Select JCR Year]  
選擇領域 [Select Categories]       選擇欲查詢的主題領域　　 
關閉視窗　  送出查詢 [Submit]

1

選擇 [Current Year] 再下拉頁面，選擇 [Rank] 即有本刊各年度於領域中
的排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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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下[Journals by Rank]查詢結果將根據「Journal Impact Factor」排
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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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詢立即指數，快速找出熱門期刊
發表研究成果時，除利用影響指數找到最具影響力的期刊，若希望文章能夠
很快地被其他同儕看到，則可參考立即指數（Immediacy Index），以評估
某期刊當年度被引用的速度，藉此掌握研究領域內的熱門期刊。這個指標可
瞭解期刊當年度出版的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立即指數越高表示期刊一年內
的能見度越高。

3 查詢引用半衰期，了解學術影響力
若希望您的論文對同儕有較長久的影響力，選擇投稿期刊時可參考期刊的被
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此指標是指一本期刊從當年度往前推算，達
到全部被引用次數的50％所需的時間，可評估一本期刊平均多久以前的論
文會被引用。一般而言，研究型期刊的被引用半衰期通常比通訊型期刊來得
長，若您的論文屬於理論型，可選擇投稿至被引用半衰期較長的期刊。

上圖是2018 年MEDICINE, GENERAL& INTERNAL領域的期刊立即指數排序
列表。「LANCET」期刊立即指數為14.902，表示此期刊在2018年出版的論
文，在一年內平均被引用的次數為14.902次，是該領域內排序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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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指標排名
—ESI資料庫4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將SCIE及SSCI資料庫中收錄之
近10年期刊文獻，分成22個學科領域，依照被引用次數，篩選出各領
域之高被引研究者、機構、國家與期刊。（研究者與機構的被引次數
須達各學門排名前1％，國家與期刊的被引次數須達排名前50％才會被
ESI收錄）。

此外，ESI另提供過去10年間各領域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前1%之高被引文
獻（Highly Cited Papers）、以及過去2年間各領域被引用次數最高的
0.1%熱門文獻（Hot Papers）、各學科領域平均被引用率、百分位數與
領域排名，以及研究趨勢（Research Fronts）等資訊，透過這些統計指
標，使用者可得知目前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

引用百分比 資料年份

Scientists 科學家 1% 10年

Institutions 機構 1% 10年

Countries 國家 50% 10年

Journals 期刊 50% 10年

Highly Cited Papers 高引用率文章 1% 10年

Hot Papers 熱門文章 0.1%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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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學科適用性

ESI使用方式

由於ESI資料庫僅收錄SCIE與SSCI的期刊，未包含A&HCI之期刊，資料庫中
所涵蓋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相當有限，且由於人文社會科學有地域性及語文
限制等獨特性。因此，ESI資料庫較不適合用來評估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表
現。

左上角 [Results List] 羅列出定義ESI學術指標排名的多項維度。

以 [Institutions] 為例，將呈現出被引用次數排名前 1% 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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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於 [Filter Results By] 中選擇 [Research Fields] → [Agricultural 
Science]，將呈現農學領域中被引用次數達前 1% 而被 ESI 收錄的機構。

 [Include Results For] 預設選項為 [Top Papers]。[Top Papers] 是 [Highly 
Cited Papers] 和 [Hot Papers] 的聯集，若欲個別查詢，可於此處篩選。以下
圖為例，即為查詢各 Research Fields 的 Highly Cited Papers 結果。

＊詳細的 ESI 查詢實例，請參考：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224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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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引分析

領域基準（Field Baseline）提供3種測量研究續效的指標：平均被引用率
（Average Citation Rates）、百分位數（Percentiles）與領域排序（Field 
Rankings）以及研究趨勢（Research Fronts）。

平均被引用率
依各學科10年間各年的被引用次數進行統計，表示各學科每年發表論文的每
篇平均被引用次數。

百分位數
指出各學科每年發表論文達到某個百分點基準應被引用的次數，分別列出每
一學門各年度達到0.01％、0.1％、1.0％、10％、20％、50％的門檻。

領域排序
列出各學科的論文總數與總被引用次數，可依照被引用次數、文章數量、單
篇文章平均被引用次數或學科領域排序。

研究趨勢 (Research Fronts)
依照高被引文獻間的共同引用關係，將文獻做群組分析，可依學科領域瀏覽
或自行輸入檢索詞查詢。藉由研究趨勢分析，可觀察是否有可能出現新突破
的研究領域，及研究者之間的非正式交流關係。

ESI的查詢路徑如下：
於圖書館首頁檢索框，選擇上方資料庫頁籤，輸入ESI即可找到資料庫的連
結。

在臺大校園網域內皆可連線使用，若在家裡或校外使用，需設定校外連
線，以VPN方式使用，請參考第17頁校外連線說明。

洽詢單位：學科服務組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mailto: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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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DNA（Domain Network Analysis）領域網絡分析服務

圖書館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及視覺化工具，從Web of  Science等引
文 資 料 庫 的 海 量 數 據 中 ， 分 析 共 同 關 鍵 字 （ C o -W o rd ） 、 共 著 （ C o -
Authorship）、共引（Co-Citation）及書目耦合（Bibliographic Coupling）
等學術研究網絡關係；以視覺化圖形呈現您研究領域的主題分布及歷史發
展，讓您快速掌握研究主題的歷史及現況，分析機構及國際合作走向，並發
掘最新的研究發展趨勢，可做為計畫申請的佐證資料。

讓你的研究見樹也見林
—研究DNA服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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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服務應用

申請方式

透過文獻的關鍵詞共現分析，掌握研究領域的發展現況與趨勢。
作者、被引作者、機構等分析，可挖掘潛在合作學者、機構等國際合作機
會。
期刊分析可為研究成果投稿期刊時的擇選參考。
視覺化資料內容，可作為論文發表及研究計畫申請的輔助或佐證資料。

您可利用線上表單（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9_dna/）申請
服務，並依需求自行選擇分析項目。

更多資訊：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9_dna/teacher.html

本項服務限校內專任教師及系所單位申請。

洽詢單位：研究支援組　  （02）3366-2336；　  ntulibcn@ntu.edu.tw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9_dna/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9_dna/teach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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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優質之圖書資訊服務，

本館特設置「學科館員」服務，

搭起您與圖書館及圖書資料之間的橋樑。

聯繫溝通的橋樑：

學科館員服務



圖書館
資源與服務

資訊素養

學科領域
資源指引

EndNote
軟體教學

49

我的學科館員

圖書館為了服務院系所教師，特別設置學科服務組，每學院由一至兩名學科
館員提供專屬服務，期能作為圖書館與院系所間的橋樑和服務窗口，以便捷
（Handy）、熱忱（Enthusiastic）、學習（Learning）、專業（Professional）的
精神與理念，提供教師在教學、研究方面所需之各項圖書資訊協助。

學科館員除前述教師指定參考資料服務與圖書館利用講習約課服務外，並提供學
科資源館藏發展服務，包括圖書、期刊與電子資源等出版資訊，可作為教師推薦
選購學科資源館藏之參考，並協助各院系所後續辦理訂購事宜。為服務各院系所
教師，學科館員亦積極與教師們保持聯繫，瞭解各院系所對於圖書館各項服務的
意見，以後續協調相關單位改善或提供更貼近需求之服務。

※ 學院專屬學科館員：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1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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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社

理學院

會科學院

學科館員

陳芷洛 (02) 3366-2344 chihlochen@ntu.edu.tw

系所單位 學科館員

中文、歷史、哲學、日
文、藝史、臺文、華語教

學學程、國際華研所
劉雅姿 (02) 3366-2361 ytliu 

@ntu.edu.tw

外文、語言、人類、圖
資、戲劇、音樂、外語教

學中心、翻譯碩士學程
蘇筱喻 (02) 3366-4580 siaoyusu 

@ntu.edu.tw

文 學院

請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學科館員網頁： 
http://web.lib.ntu.edu.tw/koolib/subject/subject.html

法

理

律學院

學院

學科館員

洪玉珠 (02) 3366-8917 judyhung@ntu.edu.tw

系所單位 學科館員

數學 楊韻蓉 (02) 3366-2813 young
@math.ntu.edu.tw

物理 吳銘群 (02) 3366-5117 michiwu@ntu.edu.tw

化學 翁雅芳 (02) 3366-1160 wengyf@ntu.edu.tw

以上之外所
屬系所單位 黃庭霈 (02) 3366-4574 tingpei@ntu.edu.tw

mailto:chihlochen@ntu.edu.tw
mailto:@ntu.edu.tw
mailto:@ntu.edu.tw
http://web.lib.ntu.edu.tw/koolib/subject/subject.html
mailto:judyhung@ntu.edu.tw
mailto:@math.ntu.edu.tw
mailto:michiwu@ntu.edu.tw
mailto:wengyf@ntu.edu.tw
mailto:tingpei@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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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機資訊學院

學科館員

洪翠錨 (02) 3366-4583 anchor@ntu.edu.tw

生 物資源暨農學院

工 學院

學科館員

李明錦 (02) 3366-2368 tracy@ntu.edu.tw

系所單位 學科館員

農化、植病、昆蟲、森
環、園藝、食科、生技 黃瀅芳 (02) 3366-2370 yifanghuang 

@ntu.edu.tw

農藝、農經、動科
生傳、生環、生機 江芊儒 (02) 3366-4579 chienjuisme 

@ntu.edu.tw

生

其

醫 牙 藥公

命科學院

他研究單位 ─婦女研究室、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教育中心等

學院 醫專業學院 學專業學院衛學院

學科館員

張媺媺 (02) 3366-4572 mmchang@ntu.edu.tw

學科館員

黃文琪 (02) 3366-2373 wenchuang@ntu.edu.tw

請見醫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網頁
https://ntuml.mc.ntu.edu.tw/Fpage.action?muid=328&fid=412 

獸 醫專業學院

系所單位 學科館員

獸醫、臨床、分比 江芊儒 (02) 3366-4579 chienjuisme 
@ntu.edu.tw

mailto:anchor@ntu.edu.tw
mailto:tracy@ntu.edu.tw
mailto:@ntu.edu.tw
mailto:@ntu.edu.tw
mailto:mmchang@ntu.edu.tw
mailto:wenchuang@ntu.edu.tw
https://ntuml.mc.ntu.edu.tw/Fpage.action?muid=328&fid=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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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委員2
為使各院系所與圖書館之間有更順暢的溝通管道，除學科館員外，各院系所

亦推派教授一人擔任圖書委員，讓圖書館更加瞭解系所教學研究需求，以改

善現有服務或提供創新服務。

各院推派之圖書委員代表將出席每學期召開之全校圖書委員會，參與圖書館

相關重要章則之審議，並對圖書館業務發展提出建議。因此，您對圖書館有

任何需求或建議，除直接聯繫學科館員，亦可透過各院系所圖書委員反映。

您對圖書館如有任何建議或需求，除向現場服務人員反映、與學科館員聯

繫、或請院系圖書委員代為轉達，亦可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圖書館網頁意

見箱等管道將您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供本館改善各項服務。

聯絡方式：  　　(02)3366-2326　　　tul@ntu.edu.tw

線上意見箱：http://ci20.lib.ntu.edu.tw:8080/libsuggestion/new.jsp

其他聯繫管道3

mailto:3366-2326%E3%80%80%E3%80%80%E3%80%80tul@ntu.edu.tw
http://ci20.lib.ntu.edu.tw:8080/libsuggestion/new.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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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常用資料庫一覽表

為支援教學與研究，圖書館除購入各學科及各類型之電子資料庫外，並主動

徵集具有研究價值的公開取用網路資源，同時，亦積極將館藏特藏書籍資料

數位化，或與其他機構團體共同合作執行數位化計畫，建置全文影像資料

庫。茲將各主題領域與資料類型之常用資料庫舉列如下表，以便各學科系所

師生參考利用。

請注意：

1. 本表僅舉列常用者（依資料庫名稱筆順排序），如欲瀏覽本校提供的資料庫 

　 完整清單，或詳閱各資料庫相關資訊與使用說明，請參考資料庫網頁：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bsearch?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lang=zh-tw

2. 除了紅字資料庫之外，其餘均可校外連線。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bsearch?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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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期刊文獻／
綜合性

※綜合類型指同時
收錄期刊、會議論
文、圖書、報紙等
相關文獻資訊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 ASC [EBSCOhost]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CiNii－NII論文情報領航員（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FirstSearch  
•ScienceDirect (SDOL)  
•Scopus  
•Web of Science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 [CNKI系列數據庫]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報紙資料

•Newspaper Source [EBSCOhost] 
•ProQuest Newspapers [ProQuest]  
•知識贏家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臺灣版） 
•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 
•臺灣新聞智慧網  

博碩士論文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 PQDT [ProQuest]   
•PQDT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 - CETD   
　(本資料庫已整合至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中)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CNKI系列數據庫]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CNKI系列數據庫]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跨學科綜合類主題資料庫 
（依資料類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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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百科全書／
字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nline--EB Online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Gale]  
•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 [CNKI系列數據庫]  

專利

•Espacenet  歐洲專利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Industrial Property Digital Library－IPDL 日本特許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USPTO Web Patent Database  美國專利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智慧財產局－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期刊評比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 ESI [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Web of Science]  
•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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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藝術類2
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人文與藝術
總類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A&HCI[Web of Science]  
•JSTOR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 [EBSCOhost]  
•文淵閣四庫全書3.0版（Client端程式下載）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第1-11輯）
•中國近代報刊庫大報編─申報
•中國基本古籍庫（Client端程式下載）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NKI系列數據庫]  

語言／ 
文學／ 
戲劇　

•Alexander Street Press Databases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Resources -  
　HUSO  
•Linguistics Abstracts Online (LABO) [EBSCOhost]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 MLA [EBSCOhost]  
•文訊雜誌知識庫
•聯合文學

歷史／ 
臺灣研究

•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Online─BAS [EBSCOhost]
•中國方志庫（初集）
•明清實錄 （Client端程式下載） 
•臺灣日日新報 [大鐸]  
•臺灣日日新報 ─YUMANI清晰電子版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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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哲學

•Philosopher's Index [EBSCOhost]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nline－REP  
　(限總圖、哲學系、中外文系、歷史系、語言所、藝史所、音樂所、科 
　技部人文學研究中心IP使用)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音樂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A&HCI [Web of Science]  
•Music Online
•Naxos Music Library 
•Alexander Street Press Databases

※除了紅字資料庫之外，其餘均可校外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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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3
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心理學
•PsycARTICLES [EBSCOHost]  
•PsycInfo [EBSCOHost（請從心理系首頁右上方點選PsycInfo進入）  

•PubMed（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社會科學 
總類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 ASC [EBSCOhost]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JSTOR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 [EBSCOhost]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Web of Science]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

商學／ 
經濟學

•ABI/INFORM Collection [ProQuest]   
•AREMOS臺灣經濟統計資料庫   
•Business Source Elite - BSE [EBSCOhost]  
•DataStream [單機版] （請至管理學院資料庫中心使用）
•EconLit [EBSCOhost]
•Emerald management xtra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Web of Science]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

社會學／ 
社會工作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Web of Science]   
•Social Services Abstracts [ProQuest]   
•Sociological Abstracts [ProQuest]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但全文部份僅可於慈林教育基金會文教中心與 

　總圖內電腦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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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法律

•beck-online 德文法學資料庫   
•Hein OnLine   
•Lexis Advance
•TKC日本法學資料庫
•月旦法學知識庫（限法、社兩院IP，含兩院圖書館）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法源法律網

政治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1793-1980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NCCO [Gale]
•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政軍法及經濟管理專輯） 
　[CNKI系列數據庫]
•中國國民黨史料資料庫 
 （限週一至五9:00-17:00於總圖五樓特藏調閱區公務電腦使用）

•自由中國資料庫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但全文部份僅可於慈林教育基金會文教中心與 
　總圖內電腦提供使用）

教育

•ERIC [ProQuest] [EBSCOhost]
•OECD iLibrary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EBSCOhost]
•Sage Knowledge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圖書 
資訊學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SA   
　[ProQuest]  
•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 Full Text 
　(H. W. Wilson) [EBSCOhost]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 [EBSCOhost]  
•圖書資訊學期刊資料庫 

※除了紅字資料庫之外，其餘均可校外連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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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工程類4
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科學與 
工程總類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Web of Science]  
•Scopus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NKI系列數據庫]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工程

•ASCE Library: ASME Digital Collection 
•IEEE Xplor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SCIE [Web of Science]
•Scopus

數學

•ArXiv（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AMS ebooks
•MathSciNet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Web of Science]  
•SIAM ebooks

物理

•ArXiv（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APS Publications
•INSPIRE-HEP（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IOPScienc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Web of Science] 

化學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 ACS  Publications   
•Reaxys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Publications -  
　RSC Publications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Web of Science]  
•SciFin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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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地理與 
地球科學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Journals Archive Online - AIAA  
•SEG eBooks (Society of Exploration Geophysicists)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電機／ 
資工

．ACM Digital Library  
．IEEE Xplore 
．Scopus 
．SPIE Digital Library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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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與醫學類5
主題領域 資料庫名稱

農業／ 
生物／ 

生命科學

•AGRICOLA [EBSCO host]
•BioOne
•CAB Abstracts [EBSCO host]  
•Current Protocols
•EMBASE
•Faculty Opinions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 JoVE
•OECD iLibrary
•PubMed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Web of Science]  

醫學／ 
藥學／ 
護理學

•AccessMedicine 
•Anatomy.TV/ Primal Pictures
•CINAHL [EBSCOhost]  
•ClinicalKey
•Cochrane Library 
•Current Protocols 
•EMBASE
•MEDLINE [EBSCOHost]  
•MedicinesComplete
•Medical Letter
•Micromedex  
•PubMed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UpToDate Anywhere
•臺大醫學校區教職員著作資料庫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系統 (不限臺大校區使用) 

※除了紅字資料庫之外，其餘均可校外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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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NTU Web Archive Syste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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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中蘊藏豐富並具有研究價值的網站及網路文獻，亦是大學圖書館館藏
發展規畫時不可忽略的重要項目。2006年起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於規畫「機構
典藏」計畫時特別將「網站典藏」（Web Archives）列入計畫的一環，並馬上著
手系統開發及網站典藏範圍與政策的設定，致力於「選擇」、「蒐集」、「保
存」原始性網頁資料，以期為臺灣善盡保存之責任，並提供檢索服務以滿足當
代與未來世代研究發展之需求。

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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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圖書館分布圖與聯絡資訊

校總區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總圖書館 

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數學系圖書室　 (02) 3366-2813
物理系圖書室　 (02) 3366-5117
化學系圖書室　 (02) 3366-1160
海洋研究所圖書室　 (02) 3366-1609
圖書資訊學系圖書室  (02) 3366-2955
法律學院圖書館      (02) 3366-3366 轉 55230 
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　(02) 3366-9836

借還書服務　(02) 3366-2353　tulcir@ntu.edu.tw
參考諮詢　　(02) 3366-2326　tul@ntu.edu.tw

借還書服務等綜合服務
(02) 3366-8300 轉 55600　　ntukoolib@ntu.edu.tw　

mailto:3366-2353%E3%80%80tulcir@ntu.edu.tw
mailto:3366-2326%E3%80%80tul@ntu.edu.tw
mailto:ntukoolib@ntu.edu.tw%E3%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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