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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查找

館藏目錄

好便利！

透過圖書館首頁的「館藏目錄」，您可以查詢圖書、
期刊、報紙、視聽資料等資源。

◆　依據圖書分類號，可到書架瀏覽英語學習書籍：
805.1  英語
805.17  英語作文
805.189  考試檢定

◆　書目紀錄的頁面最底，提供線上瀏覽虛擬書架體驗。

點選可前往該筆書目

看下一筆

看上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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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書名關鍵字

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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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b.ntu.edu.tw/


從家裡或校園以外的地方使用資料庫，
需要先設定校外連線VPN喔！
更多說明請參考：www.lib.ntu.edu.tw/node/12

資料庫
資料庫是重要又便利的工具，利用關鍵字查詢，
就可以找到期刊文章、圖書篇章、會議論文、
學位論文、報導或圖片等多元類型的資源。

請在圖書館首頁點選「資料庫」頁籤，輸入欲查詢的資料庫名稱。
亦可點選下方「資料庫系統」連結，透過主題或資料類型瀏覽有
哪些資料庫。

利用主題、名稱或
資料類型瀏覽資料庫

◆　

◆　

!

資料庫系統

輸入資料庫關鍵字搜尋

1

2

主題精選列出各學科之核心資料庫4

熱門資料庫便利直接點選使用3

校外連線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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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雜誌

��������������� 電子雜誌

養實力！

收錄7種英語學習雜誌：常春藤解析英語、常春藤
生活英語、CNN互動英語、Live互動英語、大家說
英語、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 彭蒙惠英語。

◆　紙本擬真呈現，免裝閱讀器。

◆　點選         圖示即可線上朗讀。

從目錄直接點
選想看的文章

簡易操作

朗讀內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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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qrcode.co/a/HONxph


空英典藏系統

線上查館藏

收錄空中英語教室電視教學節目、雜誌內容以及彭
蒙惠英語Advanced教學音檔，包含重要單字、中文
導讀等學習內容。

◆　空中英語教室（語音+影像）
　收錄區間：2012/6/1～2014/5/31

◆　彭蒙惠英語Advanced（語音）
　收錄區間：2013/8/1～2014/5/3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影音與文字同步

英檢重要單字提示

◆　空中英語教室
◆　彭蒙惠英語Advanced
◆　常春藤解析英語
◆　實用空中美語文摘

◆　����
◆　��������������
◆　�������������������

不習慣線上閱讀？圖書館亦有紙本可翻閱～

紙本熱門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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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qrcode.co/a/ALuW4M


NSWL

����線上教學

有聲書

�������������������������

必讀經典

收錄內容：古今文學、小說、寓言、傳記、歷史、
藝術、音樂、戲劇、宗教、商管、哲學、運動休閒
與教育等，超過3000張有聲書專輯、逾6000種作
品與故事。

◆　由外籍演員/教授/知名廣播員，以純正母語朗讀。

線上課程
善用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提升英語能力

行動裝置更便利

�

NSWL

����線上教學

有聲書

�������������������������

必讀經典

收錄內容：古今文學、小說、寓言、傳記、歷史、
藝術、音樂、戲劇、宗教、商管、哲學、運動休閒
與教育等，超過3000張有聲書專輯、逾6000種作
品與故事。

◆　由外籍演員/教授/知名廣播員，以純正母語朗讀。

線上課程
善用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提升英語能力

行動裝置更便利

�

https://0rz.tw/UnkK9
https://youtu.be/6hMfQLsd1yg


美國文學篇

英國文學篇

◆　APP為同時上線10人版，離開時請記得按Log out登出系統。

◆　若於臺大網域註冊個人帳號，可在校外直接登入APP使用。
  （6個月內未使用，帳號會被凍結）

線上文學書房

由本校外文系教授精選導讀，邀請學者專家會談，解析多部經典
文學作品，並為每部作品挑選精彩片段，可搭配本資料庫聆聽。

◆《紅字》Scarlet Letter

◆《小婦人》Little Women

◆《頑童流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神秘與幻想故事集》Ta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

◆《湯姆叔叔的小屋》�����������������

◆《簡愛》��������

◆《都柏林人》��������

◆《哈姆雷特》
����	

◆《格列佛遊記》����������������

◆《愛麗絲夢遊仙境》�������������	����������������

◆《坎特伯里故事集》���	����������

◆《覺醒》The Awakening

◆《白鯨記》Moby Dick

◆《李爾王》��������

◆《科學怪人》�������	���

◆《塊肉餘生錄》����������������

◆《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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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虛擬典藏

大英圖書館虛擬經典典藏：
�����������������
�

◆　大英圖書館製作的虛擬書網站。

◆　經典手稿數位化，線上翻閱如實境。

◆　點開書本需稍候影像loading，即可閱讀。

聆聽音檔

閱讀原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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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e ebooks

練英聽

�����������

張開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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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搜尋感興趣的主題，
　找到相關條目或書籍
　全文，可線上聆聽或
　下載朗讀檔。

檢索區

◆ 可直接查找書名，或瀏覽主題。

瀏覽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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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886NTU_INST/1jok0mp/alma991000001109804786


EBSCOhost���������

兼具綜合／商管／生農／人文藝術等多元領域
的大型資料庫平台。

◆ 部份資料庫提供「Text-to-Speech」功能，可線上聆聽全文朗讀，
　亦可下載MP3作為英聽練習素材。

◆ 進行搜尋後，點入想看的文章，若出現「Text-to-Speech」功能，
　即可聆聽線上朗讀（少數刊物因授權問題，並未提供此功能）。

「Text-to-Speech」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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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Read eBook

電子書

������������

應考檢定

進入「語言學習」分類，包括英文學習及英文檢定
用書，部分為有聲書。

電子書平台收錄眾多語言學習電子書，部分書籍為多媒體有聲書。
英文檢定用書包括全民英檢、雅思、多益、托福。

��

HyRead eBook

電子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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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館
進入「語言學習」分
類，包括英語學習用
書、日語檢定、韓語
學習用書。

udn讀書館

������������華藝電子書
進入「語言」分類，
包括工具書與檢定
書，部分為有聲書。

華藝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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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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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D

參考工具書
�������������������������������������

實用！

超過60萬個英語字彙，為收錄字彙最完整的英語字
典，提供字彙的現今解釋、詞性、發音、用法，依
所蒐集文獻中出現該字彙的年代，依序列出其起源
及不同時期的演變及定義，並將引句列出，是研究
字彙歷史的好工具。

檢索區

OED線上教學◆　每個字彙亦提供同義字辭典〈thesaurus〉查詢，可
　以擴增查詢相關的字彙，例如同義字、相關字等。
　可依主題瀏覽或檢索方式來查詢。

檢索區

主題瀏覽

線上課程　OED--學術研究必備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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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qrcode.co/a/YU1eiT
https://eqrcode.co/a/UTZV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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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各種學術領域，分成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

���������� �����������������������

檢索區

依圖片/影像瀏覽

依文章瀏覽

依世界地圖選擇國家，可觀看地形圖、衛星圖、
該國簡介、當前統計資料及推薦的大英百科內容

依年代、國籍、專業領域
及性別搜尋名人傳記

提供國家間的基本資訊、人口等統計
資料之比較，以便後續進行深入分析

術、歷史、地理、哲學與宗教、人文藝術、運動與
休閒娛樂等大類。

除傳統百科全書的文字內容外，亦加入條目相關的
地圖、圖片、多媒體資源，也開發許多協助研究、
個人化運用的功能及工具。

��

�����������������

涵蓋各種學術領域，分成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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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歷史、地理、哲學與宗教、人文藝術、運動與
休閒娛樂等大類。

除傳統百科全書的文字內容外，亦加入條目相關的
地圖、圖片、多媒體資源，也開發許多協助研究、
個人化運用的功能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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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0rz.tw/Jv4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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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

查字典

同義詞

查索引典

反義詞

專題聚焦

Collins

免費線上英英辭典，提供英文字詞詳盡的詞性、解
釋、例句、發音、用法等詳細說明，可查找字彙的
定義及例句，並提供索引典查詢。

◆　提供韋氏高校大辭典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的查詢工具。

◆　另有專題聚焦區及
　歷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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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0rz.tw/82wWv


可搭配之動詞

可搭配之介詞

Ozdic

���������

 - the English Collocation Dictionary Online

線上辭典，提供字詞常用的單詞組合。查詢單字
時，會顯示每個詞條在與動詞、名詞、形容詞、介
系詞和副詞等結合時，常用的詞彙及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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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搭配之動詞

可搭配之介詞

Oz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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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English Collocation Dictionary Online

線上辭典，提供字詞常用的單詞組合。查詢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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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qrcode.co/a/mcj57r


點選「語言學習」
分類

社群媒體輕鬆學！

參考服務部落格

參考服務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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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都可以提出您在學習與研
究上的問題。參考服務部落格號稱資訊達人的練功
基地，也歡迎前往此處找尋解答。

這裡也收錄許多活潑生動的語言學習資源文章！

http://tul.blo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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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圖自學資源

社科院圖書館英語自學資源

由外文系周樹華教授規劃製作，提供豐富的英語自
學資源，包含：聽力練習、英語字彙、流利口說及
學術英語等學習短片資源。

�����������������������������������������

BBC Learning English 英語線上直播課程，每堂課
為30分鐘全英語課程，由外籍老師講解。

BBC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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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圖自學資源

社科院圖書館英語自學資源

由外文系周樹華教授規劃製作，提供豐富的英語自
學資源，包含：聽力練習、英語字彙、流利口說及
學術英語等學習短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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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Learning English 英語線上直播課程，每堂課
為30分鐘全英語課程，由外籍老師講解。

BBC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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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qrcode.co/a/x0GBZg
https://0rz.tw/LUdKM


F.I.R.S.T

圖書館精心規劃多場全英語解說課程，內容包含
圖書館資源查找與使用、學科主題文獻查詢、電
子資源利用及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運用，歡迎
踴躍參加。

������������������������������

館員課堂來解答！

https://www.lib.ntu.edu.tw/node/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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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精心規劃的線上課程，包含圖書館導覽、各資料庫與 EndNote 
使用技能，還有文學戲劇、語言學習等等課程，歡迎您親自上網體驗。

數位學習網

數位學習網

影音Focus

豐富網站好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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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讀者們前往參觀瀏覽。

影音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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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ocus.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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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Online

YouTube頻道

學科館員線上開講，包含講堂課程紀錄，以及「一分鐘充電站」系
列，定期推出 1‒2 分鐘短片，帶您認識圖書館、掌握資源與檢索技
巧，幫助您隨時快充知識，學習精準衝刺！

學科服務組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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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影片僅授權於校總區網域觀

看，若您位在其他校區或校外，請透過校外連線VPN設定使用）

影音 ＠Online

臺大圖書館 

https://multimedia.lib.ntu.edu.tw/

https://reurl.cc/andgO7

��

https://multimedia.lib.ntu.edu.tw/
https://reurl.cc/andgO7


https://www.facebook.com/NTULIB/
https://www.instagram.com/ntu.library/
https://line.me/R/ti/p/%40fpq3478y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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