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女圖書館說明補充 

圖書館種類大可分為五大類 

一  國家圖書館   輔導各類圖書館  

A: 臺北國家圖書館   

功能: 典藏數位化 漢學研究 

      書籍寄存 (可調閱) 

       (發行書都會送去保存) 

      國際交流 

                       

 B: 臺中公共資訊圖書館 

 共享的電子資源 

 (資料庫 電子書) 

 國民皆可申請帳號使用 

 

C: 國立台灣圖書館 : 又簡稱央圖，台灣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圖書館，館藏特

色為清日、東南亞資料 書籍修復 政府法規資料 (法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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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圖書館     學校的心臟  (研究及學術推廣) 

  

東華大學圖書館 

(館際合作証請臨館申請使用)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際合作証請臨館申請使用) 

 

 

 

 

三 高中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的橋樑)  

 

 

花女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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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圖書館     (服務對象包含民眾 大人 小孩等) 

 

花蓮縣文化中心圖書館    

面臨太平洋的文藝圖書館 

 

 

 

新北市圖圖書館    

(二十四小時不打烊 

      科技圖書館) 

 

 

台南總圖         

2020 剛完工  

重視美術設計圖書館 

 

 

北投綠建築圖書館        

(自然環保低碳的綠建築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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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業圖書館      (專門知識及用途) 

     

立法院圖書館 

(特殊用途) 

 

 

 

醫學圖書館 

  

 

 

           

 

圖書館類型總結 

A: 台灣大型圖書館多有館際合作,可以多利用。 

   全國書目網 NBI 查詢哪一館有資源,臨館外借或館際互借 

   等方式取得。 

B: 國家級圖書館線上資料庫, 註冊或申請即可使用。 

C: 根據需求到不同類型圖書館找到所要的資料或空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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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源 

圖書館資源分實體資源和電子資源 

實體資源種類: 

報紙: 每日出刊  

    雜誌: 連續性的出版品  娛樂休閒 

期刊 (學刊) : 連續性的出版品  學術參考  

    書籍:帶有文字圖像的紙張集合 (序、目次、版權頁…) 

    其他:地方誌(口述歷史)公報 手卷 字辭典 小冊子 地圖 

         剪輯資料 政府出版品 論文 會議 研究報告等 

 

影音資源 

    藍光  DVD  VCD  CD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 微膠影片 投影片 地圖集等 

 

找尋實體資料的方式最常用為分類法  

分類法特點 A : 資料按照內容分類排序後可根據號碼順序找到資料  

           B : 相同類別書籍放一起也容易使用 

分類法種類很多 

東方  古時中國書籍分類法  經、史、子、集四大類 

      經: 易經 詩經 論語 孟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5%90%88
http://gaz.ncl.edu.tw/
http://open.nat.gov.tw/OpenAdmin/login.jsp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NQcmE/login?jstimes=1&loadingjs=1&o=dwebmge&ssoauth=1&cache=1477901048723
http://aleweb.ncl.edu.tw/F/HYITM2LYCNRGIJRPT8N8FDFKD3BC7QMNIHPT7QMDMN49L215DR-07210?func=find-b&request=&find_code=WTI&adjacent=Y&local_base=TOPCN&filter_code_1=WLN&filter_request_1=&filter_code_2=WYR&filter_request_2=&filter_code_3=WYR&filter_request_3=&f
http://across.archives.gov.tw/naahyint/searc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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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歷史、地理和典章制度著作 

     子: 儒家、兵家、法家等… 

     集: 個人或多人的散、詩詞、散曲等著作，   

西方 圖書分類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 (二十一類)  

                 適合超大圖書館使用:類號為數字加英文 

                 杜威十進分類法 (十大類) 

                 適合中小型圖書館使用 : 類號為數字 

採用各方優點後, 現今分類法多使用中國圖書分類法 

A 中國圖書分類法 : 分十大類, 再細分十小類, 方便使用 

B 類號根據人類史發展容易理解記憶 

  0 總類 1 哲學 2 宗教3 自然科學 4 應用科學   

          5 社會科學  6 7 史地  8 語文  9 美術 

C 知識一直快速擴張, 古書(經史子集)則放進總類 

D 若同分類號書籍太多,則再根據第二個號碼作者號排序 

 

圖例解說 

  

分類號   745    

作者號   885 

登錄號(進館順序)  6867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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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排法 : 依大小排列  

   100    101    101.1  

 

分類號相同時在看作者號 

例如 分類同為 100 時 

100    100     100   

801     821       822 

登錄號為進館順序: 花女圖書館影音資料按照登錄號大小排列。 

紙本報紙期刊每館不同 有的照筆畫順序排列， 或館內分類再筆畫。 

                      

電子資源      

圖書館電子資源種類 

書目資料庫 : 描述圖書館書籍資料的資料庫 (登錄分類號 作者 館藏地等) 

            花女圖書查詢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  書目查詢 

索引資料庫: 索引為幫助讀者找到資料的資料, 描述資料出處及相關內容等  

不一定有全文 

           期刊指南 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電子書    : 一般閱覽電子書  有聲書英文書 互動式電子書籍等  

http://library.hlgs.hlc.edu.tw/
http://cdnet.lib.ncku.edu.tw/account/account.asp?num=nbinet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http://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gqtiQ/tcisearch_opt1?Getick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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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藝  國立台中圖書館電子書平台 

資料型資料庫 : 為一電子資料集合，可為影音,檔案,圖片,法律等，可使用網 

              路搜尋找到資料再使用 

            影音資料資料庫 : BBC 寰宇知識教育影片庫 

            電子檔資料庫: 科學人資料庫 碩博士論文網 

                         CEPS 電子期刊資料庫等 

            法條資料庫:  全國法規資料庫 法源 

數位課程(VOD)   遠距線上課程學習  有真人互動: MOOCs 

                線上軟體互動 Coursera 可汗學院 

                線上錄影: TED 等  

國立台中圖書館公共數位資源入口網有多種資料可以使用 

 

電子資源找尋策略    

參考 google 進階搜尋使用說明教學即可了解  

AND (縮小範圍 : 兩個關鍵字都必須有)  

           

     

 

OR (擴大範圍 : 兩個關鍵字其中一個 有就列入搜尋結果)  

 

http://www.airitibooks.com/Home/Index
http://ebook.nlpi.edu.tw/
http://bbc.sunnystudy.com.tw/Contents/index.aspx
http://edu1.wordpedia.com/SA/default.asp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1rjD/search#result
http://ers.nlpi.edu.tw/
http://law.moj.gov.tw/
http://elearn.hlgs.hlc.edu.tw/sb2007/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ers.nlp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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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包含關鍵字的就不列入搜尋結果 

精確比對 Exactly matching (完全相同)  

模糊搜尋 Fuzzy search (百分比相同)              

滾雪球搜尋法 : 利用關鍵字找出的文獻中所顯示的相關詞彙，  

               再進行關鍵字搜尋 

 

類型限定    檔案類型限制 (Pdf  Doc  Ptt)  

         網域限制 (gov:政府 mil:軍事 int:國際組織) 

         分類限制等 搜尋類 :圖片 部落格 影片 新聞  

                       圖書: 中文書 簡體書 外文書 

                  

            如何尋找資料 

知識形成過程 

新聞報紙 部落格(草根媒體) 雜誌 期刊 書籍 影音資料 

快速性       1                 2             3 

正確性       3                 2             1 

結構性       3                 2             1  

 

資料根據處理程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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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資料  初級資料  未經他人詮釋的資料 

          論文  研究期刊  手稿  調查  問卷  觀察等 

二手資料  次級資料  已公開資料  

          官網(經濟數據) 主計處網站 書籍 雜誌 影音等 

三手資料  加工後的資料 

          指南 索引 百科全書(Factbook)等 

 

資料蒐集與應用 

找資料多會使用大六法, 目的是讓自己根據固定程序找資料,  

根據此流程可以讓自己思緒比較清楚 

大六法 (BIG SIX)   

（1）定義問題           （2）確認可使用資源的種類 列出優先順序 

（3）找到資訊及判斷有效資源 （4） 閱讀資訊及摘要資訊 

（5） 組織與呈現        （6）分析及結論 

 

KJ 法介紹  (步驟 4 以後) 

1 閱讀瀏覽文章資料,網站,資料庫資料等  

2 刪除不必要的資料  

3  KJ 法 (歸類 拼貼 整理排序)  

4 分析 => 思考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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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1 :請問資料正確性最高為何? 

   A: 書籍 影音資料 

      資訊形成速度越慢，正確性會高一點，但也有例外如維基百科，維基  

      百科為一般大眾修改，速度快 但評比反而比百科全書高。書籍也有 

      好有壞，要多思考判斷，或用交叉法評斷正確性。 

 

Q2 : 請問圖書館分類法有幾類? 

    A: 十類 

     請見第九頁，台灣大部分採中國圖書分類法，但有些如外文 

     書或古書，採取的是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或四部分類法，電影圖書館 

     分類十類，但因屬專業圖書館分類內容不同於中國圖書分類法。 

Q3 : 請問經濟史放五類社會科學類還是六類歷史類? 

    A: 依內容比重，也可以兩邊都找，線上先檢索再找書比較合流程 

 

Q4 : 請問長毛象在南極或北極及其相關研究? 

    A: 資料查詢辦法請用 Bix Six 法 

     大六法是資訊尋找的方法, 利各個步驟, 判斷相關可取用資料類別,就    

     有一個模式可遵循而找出想要的資料或答案。 

 

Q5: 影音資料的外借時間較不同 (學生放假前才可以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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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因為影音資料有著作權問題，如有的公播版較昂貴，而高中生課 

       業繁忙，有時間也多為假日，相關規定是由圖書館委員會擬定，校 

       長核可，再由圖書館執行，學生建議須經流程通過才能執行。 

 

Q6: 閱讀好處?  

   A:創意: 多閱讀增進大腦思考，可以達到跟不同作者溝通的目的。  

     獲知: 書為前人經驗及知識的傳承。 

     同理心: 融入書本人物劇情中,理解他人 如: 簡愛，大紅燈籠高高掛。 

     書目治療: 閱讀讓頭腦更有想像空間，閱讀小說也是一種書目治療， 

               經由閱讀不僅融入想像空間忘卻煩惱，更可增進大腦靈活 

Q7:圖書館與網路時代後的變異 (2017 年問題) ? 

     圖書館空間可供利用  (冷氣 寧靜) 

     館內紙本書籍資料完整精確 , 也不是每一本書都有電子版 

     電子資料庫資料網路不呈現   

Q8: 館際互借如何使用? 

     大部分都是大學研究生使用，但也有認真的高中生使用此功能。 

     國圖系統查到相關書籍或期刊資料後，以文獻傳遞系統付費後，找     

     附近有聯合的圖書館代收。 

Q9 : 報紙期刊如何查找? 

     報紙紙本臨館閱覽。 

     網路新聞須評量正確性，國家圖書館報紙資料庫可查詢過去舊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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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須在台北國圖館內使用，館外使用目前有聯合系列 (請由台中公共 

     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源資料庫查詢) 

     雜誌期刊查詢可用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的期刊指南查詢是否 

     停刊，及哪個大學有收藏紙本(不是每一種期刊都會被電子期刊資料庫 

     購買收錄)。電子期刊多用台中國立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源的 

     CEPS 中文電子全文期刊線上系統查詢使用，或用國家圖書館台 

     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查詢使用，無授權的話則要付費文獻傳遞使用。 

     娛樂性或一般雜誌大部分在國資圖電子資料庫就可閱覽。 

     花女紙本雜誌請用瀏覽功能，或洽館員查詢紙本索引，雜誌有大致分 

     類，過期期刊也可外借，外借規則同書籍。 

 Q10: 請問有啥好書或資源推薦? 

      配合疫情, Coursera 的線上免費課程 去年排行榜 (280 萬人註冊  

      ) learning how to learn , 今年排行榜 課名: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註冊後都可學習 , 書籍類:漫畫知識專櫃的書易懂有趣  

      科學推薦專櫃的書也不錯。 

 

有問題可到圖書館查詢系統中的信箱，或學校圖書館信箱留言 

             敬祝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花女圖書館謹上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https://ers.nlpi.edu.tw/idsermpl/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https://www.courser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