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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簡介 

一、 前言 

為提供讀者便利館藏資訊檢索服務，本館積極建置各類主題資訊系統，購置

電子書與資料庫等，並將各類系統區分為目錄、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資

料庫、報紙、影音、電子書、入口網站、網站典藏、政府資訊、圖書館資訊

科技與應用、研討會及論壇、臺灣研究、漢學、藝文、古籍 16 項分頁，讀

者透過本館全球資訊網(https://www.ncl.edu.tw)即時查詢所需資訊，以滿足終

身學習、學術研究等相關需求。  

 

二、 系統服務簡介 

◆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提供讀者查詢、借閱本館館藏書目資料之功能。本館館藏書目

資料收錄中、西文圖書與期刊、善本圖書、地圖、視聽資料等。讀者可先行在家

中或其他地點查詢本系統資料，確認有典藏之書刊資料後，先行調閱再至本館櫃

臺取書閱讀。（本館書刊僅能在館內閱讀，不能將資料攜出） 

檢索方式：本系統提供簡易查詢、整合查詢、進階查詢和指令查詢等方式；查詢

欄位包括：題名、集叢名、著者、標題、出版者、ISSN/ISBN/ISRC/ISMN 等主要

檢索款目，並可利用館藏地點、資料類型、作品語文、出版年等款目作為限定條

件。 

網址：https://aleweb.ncl.edu.tw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NBINet）旨在提供國內各合作館進行合作編目之用，並於網

際網路開放一般圖書館抄錄書目，協助圖書館加速編目作業，而一般使用者也可

免費查詢下載多種格式資料。資料收錄包括：本館與百餘所各類型合作館館藏書

目、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提供之 ISBN 及 CIP 書目等，書目資料量逾 1,400 萬

筆。 

檢索方式：本系統提供一般查詢、進階查詢等方式；查詢欄位包括：題名、作者、

主題、出版者、國際標準號碼、分類號等查詢項目，並可利用合作館館藏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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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類型、作品語文、出版年、出版者等項目作為限定條件。系統另具備符合 Z39.50

協定之跨系統查詢功能，提供其他具有相同協定的系統介接查詢及下載資料。 

網址：https://nbinet.ncl.edu.tw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SMRT）整合國家圖書館資源，提供全球使用者單一入口目

錄查詢服務，其書目量及資料類型多樣化居臺灣之冠，包括本館 NBINet 聯合目

錄、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等 50 餘種目錄資源，共計 1,800 萬餘筆書目紀錄以及

包含 70 萬餘筆與書目相關的個人、團體機構名稱權威資料，在支援圖書館權威

控制作業的同時，亦兼顧讓使用者查閱作品相關人物或團體機構的名稱沿革。 

檢索方式：本系統提供簡易查詢、進階查詢和指令查詢、Z39.50 跨系統查詢等方

式；查詢欄位包括：題名、作者、主題、出版者、國際標準號碼、索書號等查詢

項目，並可利用資料類型、出版年、查詢模式等項目作為限定條件。 

網址：https://metadata.ncl.edu.tw 

 

◆編目園地◆ 

系統內容：編目園地以提供資訊組織訊息為主，包括國內外編目報導、資訊組織

規範、國圖編目訊息、文獻資源、活動及研習、相關網站等資訊，另提供資訊組

織諮詢服務系統，回覆有關資訊組織相關問題；編目論壇的建置，提供一個討論

資訊組織業務及知識的平臺，此外發行編目園地電子報，每月主動提供資訊組織

重要訊息。 

檢索方式：本網站提供全站檢索，包括站內搜尋（可檢索附檔資料）、類別檢索

及網站分類檢索，包括簡易查詢、進階查詢等方式，查詢編目園地內各項資源。 

網址：https://catweb.ncl.edu.tw 

 

◆全國新書資訊網◆ 

系統內容：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自民國 78 年 7 月起在臺灣地區推行國

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制度，並積極實施

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簡稱 CIP）作業。民國 87 年 7 月以申

請 ISBN/CIP 的書目資料為基礎，建置「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歷年來持續

擴充精進系統功能，目前網站上除了提供書目資料庫查詢功能之外，也提供了線

上申請以及進度查詢服務，便利出版者完成 ISBN/CIP 申請與取號。此外，網站

中也提供了歷年來所出版刊物《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臺灣出版與閱讀》每期目

次以及全文電子檔連結，為出版界、圖書館及喜愛閱讀的社會大眾，提供更多元

的資訊及服務。 

檢索方式：本網站之書目資料庫提供簡易查詢、進階查詢和瀏覽查詢，查詢欄位

包括：書名、作者、出版者、主題詞、ISBN、出版日期等查詢項目。 

網址：http://isbn.ncl.edu.tw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 

系統內容：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簡稱 ISRC），由 12 個英文字母與阿拉伯數字所組成，是國際間用來辨識

一般錄音及音樂性錄影資料的標準通用資料識別碼。自民國 88 年 8 月起，國家

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兼辦臺灣地區 ISRC 申請業務，並建立 ISRC 查詢系統，

https://nbinet.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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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筆 ISRC 都記載表演者、詞曲作者、曲目長度等資料，提供讀者與業界更快

速、更便捷的查詢及管理。 

檢索方式：提供專輯搜尋（專輯名稱、表演者、專輯製作公司、專輯發行公司、

專輯發行日期）、曲目搜尋（ISRC 編號、曲目名稱、表演者、作詞者、作曲者、 

編曲者、曲目製作公司、曲目發行日期）、業者搜尋。 

網址：http://isrc.ncl.edu.tw 

 

◆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為「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藏服務平臺系統建置」專案計劃，

於民國 100 年 8 月 23 日正式啟用，提供出版者線上申請國際標準書號及辦理出

版品送存作業。系統具國際標準號碼編配、送存、閱覽授權、典藏、分類編目及

書訊傳播等作業功能。電子書經本館進行資源組織及檔案加密後，獲授權閱覽之

電子書即可於本平臺開放閱覽。 

檢索方式：讀者於本系統申請帳號並登入後，即可線上借閱本系統之電子書。讀

者可使用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行動閱讀載具，於瀏覽器視窗直接

開啟電子書線上閱讀或下載至本館提供之電子書閱讀軟體(NCL Reader)離線閱

讀。 

網址：https://ebook.ncl.edu.tw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系統內容：「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是一個自由的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

庫，主要收錄臺灣各大學校院歷年之學位論文資料，讓使用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均可免費註冊、查閱與下載臺灣各大學校院已獲作者授權公開傳輸之博碩士論文

電子全文。第一次註冊會員時，使用者僅須輸入常用的電子郵件地址(e-mail 

address)，通過系統認證後，即可不限時間、地點免費使用，解決讀者必須耗時費

力、舟車勞頓親臨本館列印紙本論文之不便。本系統亦是國內唯一計畫性收錄全

國各大學校院學位論文的資料庫，完整涵蓋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等各學門之博

碩士論文，收錄自民國 45 年至今之臺灣博碩士論文資料。 

功能說明：本系統除了提供諸如：引文分析、書目計量、資料探勘、智慧型選題、

虛擬學科專家、主題知識地圖、聚類分析、熱門排行榜等多元化之知識加值服務

外，亦透過雲端服務的理念，建置國內第一套提供跨校合作之雲端博碩士論文審

核、管理與應用平臺，各校無須再自備電腦主機、建置校內博碩士論文系統，亦

無須再自行維護系統或備份資料，進而可為學校節省大量系統軟硬體建置、管

理、維護經費，以及人力資源之負擔。此外，為推廣網路社群服務，本系統已於

民國 101 年 7 月完成 facebook 粉絲團網頁（http://www.facebook.com/ndltdtw）之建

置。 

網址：https://ndltd.ncl.edu.tw 

 

◆臺灣⼈⽂及社會科學引⽂索引資料庫◆  

系統內容：本資料庫現階段收錄臺灣及海外華人出版之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臺

灣全國博士論文及專書，建立學術論著之來源文獻及引用文獻分析資訊，有助於

瞭解學術著作之連結脈絡，同時提供跨學門資料庫檢索平臺服務，於 2013 年 9

⽉啟⽤。 

功能說明：資料庫系統提供「來源⽂獻查詢」、「引⽂查詢」、「瀏覽查詢」及「使

http://isrc.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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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等功能，使⽤統計參考國際書⽬計量指標，提供包括被引⽤數、影響係

數、引⽤和被點閱數等多元統計指標，並結合學術社群研發長期引⽤指數之計算

功能，以呈現學術研究的長久發展趨勢。  

網址：https://tci.ncl.edu.tw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系統內容：「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主要收錄自民國 59 年

以來，本館館藏之臺灣出版的中西文學術期刊、學報以及部分港澳地區出版的期

刊逾 5000 種。館藏民國以前之學術期刊亦陸續回溯建檔中。收錄於本系統的學

術期刊及專業期刊之單篇文獻，就其性質可區分為學術性及一般性。 

功能說明：系統主要提供「期刊指南查詢」、「期刊指南瀏覽」、「期刊查詢」、「收

編期刊瀏覽」、「篇目分類瀏覽」等功能，為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及研究人員查詢臺

灣出版學術期刊論文的最佳選擇，每年使用人次更達 1,000 萬之多。  

網址：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 

 

◆臺灣記憶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蒐錄豐富的各種館藏臺灣史料之圖書文獻、圖像，透過數位化

技術典藏成果內容，內容資料集如日據時期臺灣明信片、各地老照片、舊籍、歌

仔冊、地方志、古書契、碑碣拓片等，並積極與各單位合作典藏史料影像。使用

者可透過查詢結果瀏覽相關的書目及圖片的基本資訊、影像預覽，並可點選進入

檢視詳細書目、目次，數位物件影像內容或全文影像，則依據授權範圍分為限本

館網域內瀏覽或開放網際網路瀏覽。若需使用本系統內可供受理授權申請之數位

影像圖檔，請依本館「數位資源授權利用作業要點」，可透過本系統「授權申請」

於線上申辦，經本館核可後依循相關流程，即可取得數位影像。 

功能說明：本系統提供以資料集、地理位置、時間軸等三構面之瀏覽，同時能透

過檢索結果以資料集、人物、團體、地點、關鍵字等後分類進行資料篩選，此外，

本系統的線上策展、縣市記憶、臺灣大事記要等各異其趣的史料呈現方式，各頁

面亦提供跨資料集之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功能；查詢欄位包括：標題、主題與關

鍵詞、描述、來源、出版地、出版者、創作者、其他貢獻者及全部欄位等進階搜

尋選項。 

網址：https://tm.ncl.edu.tw/ 

 

◆數位影音服務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以提供館藏數位化的影音資料，內容豐富且具歷史價值，例如

民國 51 年至 101 年的電視歷史新聞、69 年以前中國廣播公司所錄製的各種演講、

實況及節目之廣播錄音，以及由本館舉辦之各種專題演講與展演活動實況錄影、

館藏介紹與利用、影音閱讀、公益紀錄影片等，迄至目前系統已收錄影音詮釋資

料超過 47 萬筆，串流檔案超過 50 萬筆，提供民眾免費線上欣賞。 

功能說明：本系統依影音節目的特色，以「電視新聞」、「戲曲節目」、「戲劇節目」、

「廣播節目」、「人物傳記」、「紀錄片」、「留聲迴音」、「人文關懷」、「文學藝術」、

「寰宇世界」、「健康人生」、「財經管理」、「公益影片」、「活動論講」等 14 個主

題館分類呈現，主題館下又依其內容細分近百餘個細分類，方便使用者瀏覽相關

影音資料，此外亦提供資料庫檢索功能。網站內之影音資料依所取得授權播放範

圍，提供館內、外使用者於線上觀賞影音資源。 

https://tci.ncl.edu.tw/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
https://tm.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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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dava.ncl.edu.tw 

 

◆臺灣客家數位圖書館◆ 

系統內容：本系統將館內客家相關圖書、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及期刊文獻等資

料，予以有系統地整合並加以數位化，便利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之研究人員查詢及

瀏覽全文。目前為迎接行動化服務發展趨勢，民眾亦可透過智慧型行動裝置上網

使用「臺灣客家數位圖書館」系統。 

檢索方式：本系統提供簡易查詢及進階查詢二種方式；查詢欄位包括：題名、作

者、關鍵詞、出版者、區域、識別碼等主要檢索款目，並可利用日期、資料類型、

作品語文等款目作為限定條件；另外亦提供資料類別、主題及地區等方式瀏覽。 

網址：http://hakkalib.ncl.edu.tw/ 

 

◆政府公報資訊網◆ 

系統內容：本系統提供讀者查詢我國政府公報資料，收錄民國元年以來，我國中

央及地方政府所出版之公報。透過本資訊網，可以有效掌握政府公（發）布之法

律、命令、規章、決議、條約、協定，以及政策措施、施政計畫等政府文件，是

民眾了解政府資訊，參與制定公共政策、監督政府施政作為的重要管道。 

檢索方式：本系統提供最新出版公報、簡易查詢、一般查詢、進階查詢等查詢方

式；查詢欄位包括：案由、發文著者、發文機關、公報名稱、發文字號、相關法

規、人名、團體或是主題等欄位，輸入不同查詢條件來檢索利用。亦可利用瀏覽

方式直接查閱公報內容。 

網址：https://gaz.ncl.edu.tw/ 

 

◆政府統計資訊網◆ 

系統內容：本系統提供讀者查詢我國政府統計調查資料，收錄中央政府及地方政

府含括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行政院暨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及各縣市

地方政府出版的統計年刊、專論及調查報告，包含醫藥衛生、交通運輸、教育文

化、國民經濟、金融財政、人力資源、社會福利、勞資關係、司法犯罪、地理環

境等統計主題。 

檢索方式：本資料庫提供簡易查詢、一般查詢、進階查詢三種檢索介面；配合出

版日期瀏覽、刊名瀏覽等方式，以及統計通報、統計速報、到館統計新書，查詢

政府統計資料及新書資訊；並建置統計刊物指南，提供政府統計調查書刊出版現

況及官方網站電子資訊。 

網址：https://stat.ncl.edu.tw/ 

 

◆學術知識服務網◆ 

系統內容：學術知識服務網為提供讀者學術知識服務的平台，網站分為四大項

目：諮詢服務、 

資訊素養數位教材、中文參考工具書選介、開放取用電子書。讀者可於該站搜尋

已解答過之參 

考問題，或另行提出所需協助解答之學科問題。另外網站也提供由學科館員整理

之資訊素養數位教材、開放取用電子書資源連結、中文參考工具書選介，讀者可

依個別不同需求點選使用。 

檢索方式：本網站提供全文檢索，可以關鍵字尋找站內資料；亦於各子項目提供

http://dava.ncl.edu.tw/
http://hakkalib.ncl.edu.tw/
https://gaz.ncl.edu.tw/
https://stat.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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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檢索，以供讀者瀏覽不同類型之學術參考服務資源。 

網址：https://ref.ncl.edu.tw/ 

 

◆臺灣學術網路資源選介主題資料庫◆ 

系統內容：本資料庫內容收錄學術性及研究性的網路資源選介，提供臺灣學術研

究者及一般民眾所需的網站資源指引，並著重熱門議題隨時收錄熱門主題網站，

以中文網站為主英文網站為輔。  

功能說明：本系統提供簡易查詢、進階查詢兩種查詢界面，藉由資料之題名、作

者、關鍵詞、簡介等欄位，配合精確檢索、模糊檢索、同音檢索、同義檢索等查

詢模式，以及布林邏輯的組合運用，可以精確有效地查詢到文獻中的內容。此外，

本網站並以瀏覽的方式，提供相關專題資訊包括：分類瀏覽、熱門主題、精選專

題、最新網站、點閱排行等。 

網址：http://tair.ncl.edu.tw/tairFront/home.action 

 

◆臺灣網站典藏系統◆ 

系統內容：本館基於資源保存與協助學術研究的立場，建置臺灣網站典藏系統。

本系統將對所擇定網站進行定期擷取內容，並根據擷取時間建立個別的典藏版本

存放於本館伺服器中，除建構完備之永久典藏機制外，並同時提供讀者進行資料

查詢與其他應用。 

檢索方式：系統提供使用者以全文檢索方式進行網站或網頁資料查詢，並有分類

瀏覽，供使用者依系統分類項目瀏覽典藏網站。 

網址：http://webarchive.ncl.edu.tw/ 

 

◆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 

手稿的保存乃文化之傳承，所以當代名人手稿之徵求為本館重要工作。本系統收

容之手稿資料頗豐，且形式、體例多樣，寫作資料有小說、散文、劇本、日記、

書信、評論等，另外還有各類藝術作品，有油畫、水彩、速描、粉彩、漫畫、插

畫、書法等，筆觸表現不同，風格各異，琳瑯滿目, 達 2 萬餘件。「當代名人手

稿典藏系統」另一重要特點為整合本館原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後者本館

長期經營，資料豐富，內容包括臺灣 50 年來逾 2 千位著名作家，海內外知名，

相關資料涵蓋作家傳記、著作年表、作品目錄、評論文獻等大量的文學史料，加

以新建置上傳的圖像資料，整合後新系統的內容及呈現定更為多元和全面。 

今日事事要求讀者親臨圖書館閱覽資料，已不敷時代需求，所以本館運用資訊工

具建置「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逐步將本館珍藏大批手稿資料全文掃描上網，

可無遠弗界的提供讀者進行欣賞和研究，也可達到社會教育的最高目標。系統的

建置特別著重圖像的顯示，透過不同的檢索路徑，無論文字或者畫作，都能在系

統上清晰的呈現，而且圖像可不斷放大以檢視筆觸和用色，幾已達到欣賞原作的

效果。本系統的建置在國內應為一新的嘗試。 

網址：http://manu.ncl.edu.tw 

 

◆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自民國 90 年起，本館參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專案」，其中一項子計畫即為「國

家圖書館善本古籍典藏數位化」，將館藏善本古籍之微卷影像加以數位化，於 95

年建置為影像資科庫，於網路上提供給使用者利用。本館亦從民國 94 起持續與

https://ref.ncl.edu.tw/
http://tair.ncl.edu.tw/tairFront/home.action
http://webarchive.ncl.edu.tw/
http://manu.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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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圖書館合作古籍數位化全文影像，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

書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等，除了可以閱覽與各館合作的完整古籍影像

外，也可查詢其相關的書目資料。 

為方便查詢利用，本系統亦開發建置「善本古籍 Metadata 書目資科庫」，將館藏

善本的相關書目訊息以詮釋資料(Metadata)格式提供查詢，配合不同檢索需求，

系統提供簡易查詢、進階查詢兩種查詢界面，使用者可從古籍的書名、作者、版

本、序跋者、刻工、版式行款等 22 項欄位進行檢索，以流覽相關的古籍資訊。 

網址：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1 

 

◆金石拓片資料庫◆ 

本館收藏金石拓片共 7,093 種，13,634 幅。以墓誌為最多，次為刻石、吉金（金

文全形）。為期此類珍貴史料，廣為學界使用，自民國 94 年開始，將館藏珍貴之

金石拓片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置於網路上，俾供各界使用，提供檢索及珍品選

介瀏覽，目前已數位化影像計有 20,746 筆。 

網址：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5 

 

◆臺灣地區家譜聯合目錄◆ 

臺灣地區現藏中國家譜約 6,000 餘種，本資料庫收錄古籍書目以 Metadata 格式表

達，並且選定若干核心書目欄位，加以呈現。收錄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

11 所公、私立家譜收藏單位所藏，約 2 萬 8 千餘筆書目資料。目前仍持續進行

收錄各館典藏之臺灣家譜書目。  

網址：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3 

 

◆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本館有鑒於善本文獻的價值性與重要性，持續進行文獻整理與數位化工作，於

102 年將眾多數位典藏系統整合為「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資料庫平台，其中子

資料庫包含：古籍影像系統、古籍聯合目錄、臺灣家譜聯合目錄、金石拓片資料

庫、晚清期刊、館史資料庫、年化資料庫、老照片資料庫，透過此整合性平台提

供使用者瀏覽及檢索數位典藏各項服務。資料庫內容包羅萬象，涵蓋國寶、重要

古物古籍、敦煌卷子，宋、金、元版古籍、重要稿本、鈔本、批校本、彩繪本、

明代重要文集、戲曲小說版畫刊本、館史史料、珍貴老照片、台灣家譜等。使用

者可由檢索結果列表點選單筆資料進入閱覽書目詮釋資料以及相關影像檔，並可

於視窗內放大縮小檢視影像詳細資訊。同時也能依照本館相關辦法，藉由平台於

線上辦理到館閱覽與數位授權申請。 

網址：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 

 

◆特藏線上展覽館◆ 

將本館最富特色且深具歷史價值的古籍文獻及臺灣文獻珍藏，以線上展覽或電子

出版品的形式，呈現給一般社會大眾觀賞。分為特展館、電子書、出版品、特藏

文獻圖像四大項：  

（一）特展館：介紹本館典藏精選，以善本書室之專題展覽與歷次展覽內容為主。 

（二）電子書：為本館特藏組出版之電子書，提供讀者下載、試閱與訂購本館特    

藏組規劃之出版品。  

（三）出版品：介紹本館特藏組之歷年出版，提供讀者線上閱覽本組出版品之內

容。  

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1
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5
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3
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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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藏文獻圖像：館藏部分古籍所附圖像舉例及清代文書。  

網址：http://rbook.ncl.edu.tw/nclexhibition/ 

 

 

◆通用型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以國圖特藏明人文集為文本，將其數位化成果全文轉置後，結合政大社資中心開

發之各項數位分析工具，建置出一個既符合人文學者研究需求，又能提供大眾古

籍內容分析的平台。平台提供全文檢索、檢索結果後分類、文本自動標註、資訊

視覺、統計分析、人物社會網絡分析等數位分析工具，並將持續進行文本擴充與

數位工具之研發，期待隨著與時俱進的科技發展，發掘古籍於數位時代的新定

位，創新圖書館古籍數位應用服務。 

網址：http://ming.ncl.edu.tw/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系統內容：本系統內容收錄國內外各類型資料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等，使用者

可透過簡易的查詢和瀏覽功能取得所需資源，同時提供單本電子書的瀏覽，並整

合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EPS）及館藏查詢系統，讓使用者可以在同一介面查

詢本館之館藏資源。對於個人常用資源新增「個人專區」，使用者可蒐集自己常

用的電子資源於個人專區，方便日後查找資料。 

檢索方式：本系統提供一般查詢、進階查詢等檢索方式；查詢欄位包括：資源名

稱、資源簡介、語文別、資源英文名稱、出版單位、關鍵詞等欄位，輸入不同查

詢條件來檢索利用，亦提供以瀏覽方式查找所需資源。 

網址 https://erm.ncl.edu.tw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系統內容：本館自 104 年開始推動全國性臺灣文獻合作數位化計畫並建置本系

統，現階段資料收錄範圍以國內各圖書館典藏 1911-1949 年出版品為主，另外也

包含國內人文社會領域知名的學者專家學術授權著作、政府機關授權之政府出版

品，於民國 105 年 9 月 27 日正式啟用。提供獲得授權之臺灣文獻電子書於本系

統開放閱覽。 

檢索方式：首頁以視覺化類別、專集及年代瀏覽，讀者無需任何帳號密碼、無需

下載安裝任何軟體即可於線上閱讀本系統之電子書，可使用個人電腦、筆記型電

腦、平板電腦或行動閱讀載具，於瀏覽器視窗直接開啟電子書線上閱讀。本系統

提供簡易查詢及進階檢索方式，可多條件組合查詢，並能標示符合的查詢詞彙。 

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 

 

◆國圖到你家◆ 

圖書館到你家數位頻道提供隨選視訊服務，精選全國政府機關(含博物館、美術

館、圖書館等)製作之兒童、藝術文物、自然生態等適合一般民眾、寓教於樂之

電子書/影音著作，經過取得原著授權、本館改作編輯等作業，上架至圖書館到

你家數位頻道。民眾可透過 Android TV 數位電視機上盒與行動裝置等載具，下

載國圖到你家 APP，閱覽數位頻道互動式電子書與視聽資料服務。 

網址 https://nclibtv.ncl.edu.tw/ 

 

http://rbook.ncl.edu.tw/nclexhibition/
http://ming.ncl.edu.tw/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
https://nclibtv.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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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網站◆ 

系統內容：本網站內容以國內外中國文化研究之人文社會學科數位建置成果為

主，暫不包含論壇及個人部落格網站。所收錄網站／資料庫部分需取得授權、付

費或加入會員方可使用。為便利讀者及研究人員參考檢索，網站內容有 12 分項，

分別為：綜合性資源、古籍文獻、社經／民族、 哲學／宗教、歷史／地理、史

料／古文書、傳記／族譜、文物考古、語言／文學、藝術、科技及中醫等，其下

再依收錄內容細分若干小類，有關多面向主題的資料，並於相關類目之下互著

之。本網站提供關鍵字搜尋，搜尋欄位包括網站／資料庫名稱、分類及建置者等。 

網址 http://ccs.ncl.edu.tw/DR/tw/index 

 

三、 中西文資料庫舉要： 

(一)中文資料庫 

◆CNKI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 

本資料庫提供(1)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2)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3)中國博

士論文全文資料庫等 3 個大型學術資料庫，內含大陸地區學術期刊、博碩士論文

之原版全文影像資料，以各資料庫皆含文史哲、理工、政治軍事法理、經濟管理、

醫藥衛生、教育與社會科學、電子與資訊科學等各學科專輯，其中「中國期刊全

文資料庫」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連續動態即時更新資料庫，共收錄逾 7,200 多萬

種專業期刊，提供全文檢索、下載列印、以文找文等多樣化功能，部份期刊年代

上溯自 1915 年。 

 

◆中國類書庫◆ 

類書乃「博採群書，分類纂輯」而成，其內容及性質與現代工具書之百科全書或

單科全書相似。由於所含資料量大，且所編採用書多後世亡佚無存者，因而具有

特別的學術價值。中國類書庫網羅廣博，共收錄歷代類書（包括最早的類書《皇

覽》、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文化奇珍《永樂大典》和稀世秘笈《明代日

用類書》等）800 部，宋元明清各級善本 800 個，全文約 8 億字，影像約 300 萬

頁。提供全文檢索、下載列印等功能，為類書數位化的總結性成果。 

 

◆台灣新聞智慧網◆ 

提供優質的新聞內容，每日更新約 2,000 筆以上索摘資料，迄今已累積 2,700 多

萬則新聞。收錄「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工

商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國內主要報紙之《全版新聞標題索摘》，

舉凡政治、社會、財經、體育、影藝、副刊等，全面滿足各種不同需求的使用者。 

 

◆全文報紙資料庫◆ 

  原名「udn 聯合知識庫」，為全球最大的中文新聞資料庫平臺。內含聯合報系(聯

合報、民生報、經濟日報)等自 1951 年 9 月 16 日迄今 1,183 萬筆資料，每日新聞

資料與紙本同步出版，每日更新。該資料庫可設定查詢條件，包括資料的日期範

圍、來源等，並可依人物、事件、主題的特性設定個人化閱讀專卷，可提供較一

般檢索更精確更有系統的資料，使用者可透過「關鍵字搜尋」或用「專卷分類表」

逐層尋找到想閱讀的專卷。 

 

◆月旦法學知識庫◆     

http://ccs.ncl.edu.tw/DR/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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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識庫主結構為法學期刊文獻及電子專論全文，並整合相關法律資源如詞典工

具書、博碩論文、兩岸文獻索引、兩岸三地當代法學名家教學資源、兩岸法學試

題、常用法規、實務判解精選等，提供華文法律人能迅速獲得最有用的法律資源。 

 

◆法源法律網◆ 

法源法律網為線上法學資料庫，全面收錄我國各類法學資料，依資料之性質與態

樣分為法律新訊、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釋、裁判書、法學論著等六類。並每

日即時更新資料、編寫法律新聞，並審編與其相關之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釋、

法學論著，製作連結查閱機制。能提供即時、完整的法學資料，以人性化的使用

介面，提供全方位法學資訊檢索服務。 

 

(二)西文資料庫 

◆ProQuest Central◆ 

本資料庫為全球最完整的跨學科研究資源整合型資料庫，集合 47 種全球重要學

術研究核心資料庫，內含 500 多種主題，包括商學與新聞、醫學與健康、科學與

科技、社會科學等，共計 31,400 餘種出版品，23,850 種期刊全文，提供多元而完

整之研究資源。 

 

◆EBSCOHost full text◆ 

本全文資料庫主題涵蓋藝術、農業、應用科學、商學、時事、教育、圖書資訊等

範疇，提供，提供近 2,700 種全文出版品，且多為經同儕評鑑之國際重要核心主

題之學術期刊。 

 

五、無線網路服務使用說明 

   本館於全館閱覽室依使用需求提供讀者 2 組不同的 Wi-Fi 無線上網服務：  

無線服務 使用範圍 使用區域 

ncl_reader  僅開放存取教育、組織及政府機

構所屬網站（.edu、.org 及.gov），

並可直接存取限本館館內使用的

電子資料庫。 

(註：如存取 yahoo、google 等非開

放存取網站會出現不允許存取訊

息。) 

全館 

iTaiwan  直接連接至中華電信，在連結網

站上較少限制，若是連結 yahoo、

google、youtube 等網站，建議使

用本組無線訊號，視同館外使用

者身分，不可存取限本館館內使

用的電子資料庫。 

全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