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各類型資料

圖書館推廣組編製（106.3.18 更新）

圖書查詢
一、先查館藏目錄
館內所有的圖書，不論是紙本或電子型式，在館藏目錄上皆可查到。

二、透過館際合作取得
若本館無該館藏，則可利用聯合目錄查詢哪一個圖書館或資料單位有收藏該本圖書，然後透
過館際合作方式取得：
(一) 付費：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申請借閱或部份複印。
(二) 免費：館際合作借書(自行前往他館借書)
1. 借證：本館與幾所大學圖書館交換借書證，本校師生可持服務證或學生證向本館一樓櫃
台借某校圖書館借書證，親自前往該校借書或使用該館資源。
查詢交換借書證學校名稱之路徑：圖書館首頁／服務項目／館際合作／館際合作借書（自
行前往他館借書）
2. 辦證：本校師生可備齊資料並填寫館際互借借書證申請表向本館一樓服務台辦理，可申
請學校有臺北市立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嘉義大學、臺南大學、屏東大學和臺東大學。
例：
黃政傑、林佩璇(1996)。合作學習。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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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興(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市：東華書局。
張興仁(2003)。學習與教學新趨勢。台北:心理

Johnson, D. W. & Johnson, R. T. (1999). Learning together and alone:
and individualistic learning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Abraham Pais（1994）.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Einstein lived here (台大、台師大、成大等圖書館有)

（先查館藏目錄－＞館藏有，依其存放位置，再按索書號取書，若館藏無，則查圖書聯合目錄 (例如:全國圖書
書目資訊網)，看國內其它圖書館何者有，利用館際借書或複印方式取得）

期刊查詢
一、認識期刊
期刊是連續性出版品，其出版時間大多有週期性，如：日刊（報紙）
、週刊、半月刊、月刊、
雙月刊、季刊、年刊…等。通常 1 年為 1 卷（vol.），例如：季刊，每 3 個月出一期，則 1 卷
有 4 期（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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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本期刊
1.現期期刊：近半年或一年的單本期刊，依筆劃或字母順序陳列於現刊架上。
2.部份過期期刊會裝訂，大多同一年（即同 vol.）
，參酌厚度裝訂成冊，陳列於過期期刊架，
依中文筆劃或英文字母順序陳列。
（二）電子期刊：期刊以電子型式呈現（通常是 PDF 格式）
優點：可節省典藏空間、不必上架、不必裝訂、可多欄位檢索，使用不受圖書館開閉
館時間限制。
校外認證：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外使用本館電子資源時，可透過遠端讀者認證進入，
連線方式：直接點選所欲查詢之『電子資源』
，當出現讀者認證畫面，請輸入您在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之讀者證號及密碼，通過認證後，即可使用電子資源。

二、已有明確的期刊書目資料時
（一）先查館藏目錄，查看館藏是否有收藏該紙本期刊。
（二）再查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期刊(SFX)，查看本館是否有該電子期刊。
（三）如果以上二者皆無，則查期刊聯合目錄，確定是否有國內其他圖書館收藏，
再利用館際合作方式取得。路徑：圖書館首頁／常用服務／館際合作
例如：
張秀雄、吳美嬌、劉秀嫚(1999)。合作學習在公民養成教育上的意義。公民教育學報，8，123-152。
（先查館藏目錄－＞無，查中文期刊聯合目錄－＞無，懷疑刊名有誤，故用篇名或作者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系統，得知期刊名應為公民訓育學報－＞本館無紙本，有線上全文 via 華藝線上圖書館。）

Brice, Roanne G. (2004). Connecting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through Applied Writing
Strategies. Intervention in School & Clinic, 40(1), 38
（先查館藏目錄－＞無，再查電子期刊(SFX)－＞有）

Saddler, B. (2005). Sentence combining: A sentence-level writing intervention. The Reading
Teacher, 58(5), 468-471.
（查館藏目錄－＞有紙本，則可依館藏目錄的指示，至二樓期刊區查閱或影印）
（查電子期刊(SFX)，亦顯示有３個資料庫有此期刊，可列印全文）

三、只知道主題（subject）或關鍵字（keyword）時
眾多期刊資料庫中，要從哪一個資料庫下手呢?
查詢路徑：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資料庫／依資料類型／電子期刊
（一）台灣地區期刊文獻：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有索引摘要，沒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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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三地中文電子期刊全文：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
Library]、高等教育知識庫 (兩岸三地教育核心期刊電子全文)。
（三）大陸電子期刊：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NKI 中國知網] (本館訂購文史哲專輯、教育與社
會科學綜合專輯(1994-)
（四）西文電子期刊：依網頁資料庫介紹，挑選一個學科主題及收錄範圍較適合的資料庫，
如：Academic Search Premier (ASP) [EBSCOhost], EBSCOhost, Education Database (Education
Journals) [ProQuest], Educational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 (ERIC) [EBSCOhost,
ProQuest, ], JSTOR Journals, ProQuest, PsycARTICLES [EBSCOhost], ScienceDirect
Online[SDOL]…等

（五）利用各種索引摘要資料庫及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檢索，先查得其書目來源：
若館藏有電子期刊全文，即會直接連結 PDF 檔，點選即可直接下載；
另本館系統之 SFX 功能，會導引連結至相關之電子資料庫；
若無電子全文，則查館藏目錄，看是否有紙本型式。

（六）善用 SFX：透過網頁電子資源\電子期刊(SFX)查詢利用，或透過館藏目錄查得一筆書
目資料後，按相關連結，它扮演導航者角色，透過連結將使用者的檢索結果導引至適
合的資源及服務。

博碩士學位論文查詢
目前還沒有完整的典藏單位，只有典藏學位論文數量較多的單位，或可檢索到較多論文數量
的網站。

一、國內的學位論文
（一）本校的學位論文，可在本館館藏目錄或本校學位論文系統查得其索書號，紙本論文陳
列於本館三樓，一冊限館內閱覽，一冊可供外借，外借於一樓櫃台辦理。
（二）其他學校的學位論文，可查「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查到論文資料時，取得
論文全文的方式如下：
1.看書目資料是否有顯示電子全文字樣，若有則可於登入個人化服務後，下載閱覽。
2.若無，可按該論文之延伸查詢，然後進入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看是否有紙本館
藏，若有，可至國家圖書館申請調閱。
3.或可至論文著者畢業學校之圖書館查看是否有網路授權全文使用，或向該館提出館際
借書或複印部分論文服務。
（三）本校論文提交系統-----電子學位論文服務（可付費取得他校論文電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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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地區及香港：
可使用 中國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CNKI]。
香港的大學慣用英語，許多論文以英文寫作，多付費請美國 ProQuest 公司收錄，可參考
查詢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PQDT)。

三、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一）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PQDT) 提供美加地區超過 380 萬篇博碩士論文摘
要 (1861- )，其中可免費瀏覽 1997 年後已數位化之論文的前 24 頁。
（二）若要取得 PQDT 的全文，先查 PQDT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DDC) 再進入 PQDT 查詢。
1. PQDT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DC)：本館為此聯盟會員，可使用聯盟會員所購置的美國
Proquest 公司出版之數位博士論文之全文影像，現有超過 214,547 篇。
2. 查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看是否有其它圖書館有購買紙本。
3. 向國外購買。
例: Chen, Chi-Der,（2000）Constructivism in general music education: A music teacher's lived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Magel, Stephen G.,（1992）Modes of development for school principals: Pathways to success
Pepperdine University.
（三）OhioLINK 的 31 所大學，https://etd.ohiolink.edu/ap/1?0

四、其他國家學位論文
（一）日本博士論文查 National Diet Library；碩士論文查各校館藏目錄
http://www.gsid.nagoya-u.ac.jp/service/library/guide/dis.html
http://opac.ndl.go.jp/
（二）澳洲論文查 Trove (澳洲國家圖書館提供澳洲及紐西蘭各項資源搜尋網站，包含博碩士
論文、期刊文獻、書籍、回溯檔案、報紙、圖片等)。
http://trove.nla.gov.au/book/result?l-format=Thesis&sortby=dateDesc&q=&l-availability=y&l-austr
alian=y

善用 Google Scholar ：
有些學術性刊物是非賣品，可試著將文章篇名在 Google Scholar 輸入檢索，常有意想不到的
收獲，中、西文資料皆可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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