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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專案研究計劃所發表的成果，亦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取得研究報告原件的方法 

1. 本館收藏本校教師的研究技術報告，置於3樓教師著作區(同學報區一起)。 

2. 大多數的研究報告必須向研究單位或提供研究經費的單位索取。以國內而言，國科會科資中心、工研院各

相關單位均提供研究報告的原件。可透過館際合作申請全文。若從NTIS(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查得的研究報告，則可透過圖書館向國科會科資中心申請全文。因為國科會科資中心蒐藏1988年之

後大部份NTIS研究報告全文的微縮片，所以只需向圖書館申請複印即可。 

國科會科學資料中心網站︰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index.htm

可以進入資料庫的畫面，不過資料蒐尋是要付費的。

進入畫面後，可以單選或複選下列查詢的資料庫，然後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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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社會開放後，台灣新聞媒體蓬勃發展，都是過去不能比擬的。 除了言論尺度大幅開放外，即時新聞快速

增加，有時候反而扭曲了新聞事件本身的主題。因此，新聞事件的產生，應該多看、多比較，加上獨立判

斷，而不受新聞報導角度的左右。 

取得報紙資料原件的方法

1. 本館報紙的蒐錄

報紙的存放地點：

(一)當天的報紙： 請至圖書館閱覽區自由取閱。

(二)過期的報紙：

a.當月的放置在圖書館辦公室，讀者需要使用可押證件借閱。

b.上個月的報紙置放於圖書館閱覽區。更早之前的報紙圖書館不留存。

c.圖書館收藏報紙的醫療版(90年-)及慈濟新聞。

2. 其他圖書館的蒐錄

報紙資料由於數量龐大，大多數圖書館並不保存過期的報紙，目前蒐藏國內外各種報紙最多的單位是國立政

治大學的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及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可利用政大圖書館館藏目錄系統，查尋社會科學資料中

心蒐藏某份報紙的情況，前往取閱。

部份國外報紙全文以光碟型式發行，如：The New York Times Ondisc，可參考「台灣地區各圖書館暨資料

單位館藏光碟聯合目錄」，查尋所需的報紙資料是否收錄在全文光碟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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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資料庫找尋報紙資料

.查詢最近的報紙資料：可利用『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檢索中央、聯合、中時、經濟、工商等五大報85年以

後的資料，得知報刊別及其日期版別，再視本館報紙收藏情形取得原文，聯合報(85年- )，中國時報(88年- )則

可線上取得全文資料。

圖書館提供的新聞性資料庫

1. 時報資訊知識贏家-中時報系全文資料庫

2. 聯合知識庫-聯合報系全文資料庫

3. 中華徵信所工商資料庫(限館內使用) 

4. 電子時報中文資料庫(請洽館員協助使用)

5. 中國時報五十年全報光碟資料庫(請洽館員協助使用)　

6. 即時報紙標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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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各大專院校都會培育出許多優秀的博碩士人材，這些畢業論文也是研究的重要資源。 

博碩士論文的取得 

1. 國內博碩士論文

國內學校的學位論文，通常在畢業學校的圖書館都會蒐藏。而國內蒐藏全國博碩士論文最完整的單位為政治

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簡稱政大社資中心），因為它是國內學位論文的寄存單位，凡是國內的學位論文大

多可從政大圖書館館藏目錄中查得。而近來另一個寄存圖書館為國家圖書館，所以國家圖書館也是另一個可

查尋的點。 一般而言，國內的學位論文大多不提供館際互借，而複印礙於著作權法的關係亦只提供部份內

容，故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到政大社資中心、國家圖書館或各校圖書館查閱。但最近因全文系統的掘起，有些

學校或單位亦發展自己的論文全文系統，如「東華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系統」以及「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

網」等，即是將作者所授權的全文放上網路，提供流覽使用，這不失為取得原文的另一種方式。 

2. 國外博碩士論文

從ProQuest:PQDD 美加地區碩博士論文線上資料庫查出來的論文，提供部分全文。收錄1861年起北美各大學

院校之博士論文及部份碩士論文書目資料；自1987年起收錄歐洲大學的博士論文，至今約收錄一百五十萬篇

論文。該系統自1980年起提供博士論文摘要，1988年起提供碩士論文摘要。由於多數文件供應商陸續提供網

路訂購文件功能，UMI 公司自從1997年起，亦提供訂戶直接線上訂購 PDF 全文資料，部份論文還提供檢索

者24頁免費預覽該論文的功能。

從PQDD資料庫查出之學位論文，有Publication number者，讀者可利用信用卡付費方式在資料庫上自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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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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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指刊載於期刊中，篇幅較短，且定期、連續刊行，內容新穎，足以反應最真實的現況，尤以學術性

期刊更是專業領域之學者或研究人員發表其特定或專門主題研究成果最佳的場所。

欲掌握所專長學科領域，或某特定主題之目前現況，最新研究成果和未來發展趨勢，俾與時俱進，期刊文章

是您相當重要，一定要使用的資訊資源。

期刊到底有那些重要資訊，那非期刊索引及摘要莫屬。所謂期刊索引是將期刊中的篇名、著者整理，註明其

出處、卷期、起迄頁碼等，讓使用者得以方便檢索利用。期刊索引及摘要，目前通常以資料庫的型式存在。 

取得期刊文獻原文的方法 

1. 從國內取得期刊原文

a.已知期刊文章收錄的期刊

若想從國內取得期刊原文，不論中西文期刊，都需先確定所需的期刊有那個單位典藏。所以，先查詢本館期

刊確定本館是否擁有該期刊，這才是首要之道。若本館沒有，則可透過聯合目錄或網路查尋各圖書館的館藏

目錄，以確定擁有該期刊的單位。若查得國內圖書館擁有該資料，則可透過圖書館的「館際合作服務」方式

取得。 

b.尋找某特定主題的文章

若對於要找的期刊文章，毫無概念知道在哪些期刊有收錄，可先利用圖書館的線上資料庫，找出相關主題的

資料庫進行查詢，在根據收錄的期刊，先查詢本館期刊確定本館是否擁有該期刊。若無，則可透過聯合目錄

或網路查尋各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以確定擁有該期刊的單位。透過圖書館的「館際合作服務」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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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國外取得期刊原文

若國內圖書館都沒有辦法查得，則可透過圖書館的「館際合作服務」方式向國外申請複印取得。

3. 全文電子期刊

除了本館所訂購的紙本期刊之外，圖書館中亦有收錄ProQuest多種電子期刊全文，，讀者可就相關學科至資

料庫中查尋，若其收錄全文期刊，則可自資料庫中直接列印文獻原文。 

圖書館期刊位置

位置 期刊

一樓 現期期刊(當年度或最新一期)

三樓 過期期刊

參考資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ｅ圖書館 http://www.lib.yuntech.edu.tw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may2004/may_next03.htm 第 2 頁 / 共 2 2006/9/5 下午 04:51:16

http://www.tccn.edu.tw/lib/journal/jou_a.htm
http://www.lib.yuntech.edu.tw/


2004年5月主題報導---如何查詢獲取資料

圖書資料是圖書館主要館藏資源之一，想瞭解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蒐藏了那些圖書資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查詢「慈濟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可明確地告訴您圖書館是否有您想要的藏書？索書號為何？是否外借

中？以讓您隨時隨地掌握圖書館的最新館藏狀況。 

取得圖書原件的方法 

1. 先查詢本館「慈濟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若尚無人借閱，則直接至架上取書即可；若已外借，則可於線

上預約，待書還回之後，即可優先取得。 

2. 若本館無該館藏，則可連線至有相關館藏之圖書館查詢館藏目錄。若查得國內圖書館擁有該資料，則可透

過圖書館的「館際合作服務」方式取得。

解釋名詞

館藏目錄 Catalog

館藏目錄係將一所圖書館或資料單位所典藏之圖書資料，加以彙編整理而成的。目錄除著錄作者、題名、版

本、出版年、出版者⋯等資料外，並註明資料的館藏地點。 

本校館藏搜尋 http://www.tti.library.tcu.edu.tw/Webpac2/msearch.dll/

索書號 call number 　 

即『書碼』。索書號的功能在告訴讀者書的位置。索書號是由分類號＋作者號＋作品號＋部冊號＋特藏號而

來的。一般而言，索書號最少會由兩組數字組成，也就是分類號與作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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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 

圖書分類，是將主題或性質不同的書，依據分類表加以分類，以簡單符號的組合，代表索書號，以方便館員

依號碼排架，及使用者按號碼找書。 

  圖書館圖書放置位置

位置 圖書

一樓 慈濟文庫

二樓 視聽資料

三樓

原住民文庫、學報、教師著作、參考資料、中文圖書區(0-399)

類0-總類

1-哲學類 2-宗教類 3-自然科學

四樓

中文圖書區(400-799)類

4-醫學類 5-社會科學類 6、7-史地類

五樓

中文圖書區(800-999)類 8-文學類 9-藝術、休閒類

西文圖書區(A-Z)類

參考資料︰

生命科學的資訊 http://microbiology.scu.edu.tw/wong/courses/inform/index.htm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ｅ圖書館 http://www.lib.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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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找資料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資料不多且獲取不便，而今是資料爆炸的時代，各種資料充斥，因此能夠

搜尋資料、掌握適切的資訊便需要擁有資訊尋求素養，才能建立成功的基礎。

而本次的主題報導，主要在建立讀者的資料尋求觀念和授與技巧，在資料成為對讀者有意的資訊這部分，需

由讀者自行判斷，此不多說明。 

資訊檢索步驟

要蒐集某個研究主題的文獻之初，需先有特定主題。當決定主題後時，必須決定找尋的途徑，決定找尋的範

圍及方向，也就是產生檢索策略，其中包括：檢索系統的選定、檢索詞的確認、檢索技巧的應用 到展現的結

果等一完整的思考規劃。

進行檢索時的基本步驟有：

(1) 決定檢索關鍵詞 Keywords

（關鍵詞（Keywords）就是用來檢索的重要檢索詞，可以由一個或多個字組合而成。 ）

(2) 決定檢索工具 

(3) 檢索方式 

(4) 利用檢索技巧 

(5) 結果的獲取 

資訊的檢索 

利用一定設備和方法，從某種媒體上面的文獻、資料或數據中查找所需資訊的一種過程稱為資訊檢索。因為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may2004/may_next01.htm 第 1 頁 / 共 2 2006/9/5 下午 04:51:27

主題頁 │ 圖書館首頁

http://www.tccn.edu.tw/lib/index.htm


2004年5月主題報導---如何查詢獲取資料

個人資訊需求的不同，資訊檢索的對象可以是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研究資訊、專利資

訊等。

在檢索的過程中，將就 "關鍵字"、"標題 "及"欄位 "三個方面來會合在策略中，以提升檢索效率論 。 

參考資料︰

生命科學的資訊 http://microbiology.scu.edu.tw/wong/courses/inform/index.htm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網 http://libteach.lins.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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