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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楊明仁 

校內分機：3100 

 E-Mail：sss@cc.hfu.edu.tw 

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講習 

mailto:sss@cc.hfu.edu.tw


http://www.hfu.edu.tw/~lib 

線上公用目錄(OPAC) 



http://www.hfu.edu.tw/~lib 

登入方式：  

帳號：(個人學號 / 服務證號)  

密碼：(預設大崙山入口密碼)(英文用大寫)  

 

 

 

研究生總量可借25冊，每冊借期四週， 

每冊最多續借三次，超過期限請盡快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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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上網續借圖書 

於 webopac 右上區帳密登入後可辨理續借 

請確認續借結果，有下列情況請盡快歸還       

   他人預約之圖書 

   續借超過三次 

   圖書借閲逾期 

圖書逾期不可續借，請至櫃台辨理歸還； 

注意續借後之還書日期，依期限歸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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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1.在校學生均可至下列圖書館借書：「政治大
學」 、「東南科大」、「世新大學」、「景文
科大」 、「中國科大」 、「台灣大學」、「東
吳大學」、「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中研
院人社聯圖書館」 、「台灣藝術大學」 、「實
踐大學」 

2.欲借用「館際借書證」者，需於圖書館借還書
服務時間內親持服務證或學生證至1F流通櫃台
填寫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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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注意事項及罰則 

※各館際借書證須於三日內歸還圖書館，
逾期每日五元，並停止借書、借證權利。 
超過一個月未歸還者，除須罰款，在校 
期間不得再借用本證。 

※館際互借之圖書借期視各館規定，圖書
借閲時請向各館再行確認，(約三週，無
法預約與續借) 
到期請自行歸還至原借閱學校。 

聯絡人員：3120高組長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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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借館際合作借書證 

館際合作借書證和臨時借閱證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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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 

請上圖書館網頁中，點選 

 「電子資料庫與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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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IP管控， 

請透過本館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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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續) 



http://www.hfu.edu.tw/~lib 

 使用瀏覽器利用 WEB 登入，以更方便的方式從校外 

透過本校使用電子資料庫。 

 SSLVPN 網址 : https://sslvpn.hfu.edu.tw:10443 

教學網頁： 
 http://www.cc.hfu.edu.tw/education/class/sslvpn.html 

SSLVPN 連線軟體 for Windows 

 http://lib.hfu.edu.tw/down/url.php?class=301 

 於安裝後，直接利用該軟體連線華梵SSL VPN服務。 
 

 網路組 分機3130 或 3132 

SSLVPN 服務 

從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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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slvpn.hfu.edu.tw:10443/
http://www.cc.hfu.edu.tw/education/class/sslvpn.html
http://lib.hfu.edu.tw/down/url.php?clas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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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續) 

http://cat.hfu.edu.tw/~thomasc/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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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續) 

帳號：(個人學號)@cat.hfu.edu.tw  

密碼：(預設身分證字號)  

   

忘記密碼？ 

   

 網路組 分機3130 或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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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告 

謹慎使用電子資源 

•請勿使用任何工具軟件下載本館所採購
之各項電子資源。  

•請勿連續、系統、集中、批量下載文獻，
也不得將所獲得的文獻提供給校外人員，
更不允許利用所獲得的文獻資料進行非法
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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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告 

謹慎引用電子資源 

• 「只要有原文不動照抄的情況就必須使用
引號，不管是一個子句、句子或段落，否
則就算是抄襲。許多學術研究者仍然會犯
此錯誤，即使已經註明原作者、出版年等
出處資訊，可是原文引用卻沒有加引號、
沒有註明出處頁數，這樣並不符合學術撰
寫的規定（畢恆達，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2005，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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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簡介 (西文) 

JSTOR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itle List)  

IEL (IEEE / IEE Electronic Library) (索摘) 

OCLC First Search 

DDB and CJKV-E  

PQDT (PQDD) /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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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muller.net/articles/20101122-ddb-dongguk.html#div-1
http://www.acmuller.net/articles/20101122-ddb-dongguk.html#div-1
http://www.acmuller.net/articles/20101122-ddb-dongguk.html#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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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簡介 (中文)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凌網 HyRead 台灣期刊全文資料庫 

華藝 CEPS 中文電子期刊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文史哲專輯  

中國學位論文-碩士&博士-文史哲專輯  

文淵閣四庫全書 

REAL+ 學術資源文獻探索( 雲端集中索引 )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科技部)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國圖) 

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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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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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網 HyRead 台灣期刊全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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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 CEPS 中文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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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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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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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資料庫 

万方數據庫試用至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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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取用」(Open Access) 

    開放取用 (Open Access) 的觀念係基於學術研究
結果應公開大眾取閱的精神。目前有開放式取
用期刊  (Open Access Journal) 及機構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機制積極推展中。所謂
Open Access Journal，是指任何經過同儕評論，
以免費的方式提供讀者或機構取用、下載、複
製、列印、分享、發行或檢索的電子期刊。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則是由學術研究機構開發
系統，自行典藏機構研究成果，免費提供各界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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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取用」不告訴你的秘密 

1. 錢其實是投稿者幫你付了。 

2. 廠商想賺好名聲。 

3. 對於趕時間的人是個好選擇。 

4. 有沒有好文章就要靠運氣了。 

5. 都有團體支援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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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ccess 網站 

清華大學圖書館OA 

http://adage.lib.nthu.edu.tw/OA/db_display/
http://adage.lib.nthu.edu.tw/OA/db_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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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規範資料庫 
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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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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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 
http://nirc.nanzan-u.ac.jp/ja/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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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續)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toModule.do?prefix=/website

&page=/periodical.jsp?se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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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本JSTOR開放取用書籍 

http://about.jstor.org/open-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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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科技資訊網路整合服務系統(網址) 

http://real.stpi.narl.org.tw/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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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科技資訊網路整合服務系統(舊版) 

http://realmeta.stpi.narl.org.tw/V/8PEV9JPK98VA84R9FB2IA29864XLKFMVRTE27QG67SDJRLY6JK-02765?FUNC=meta-1&INIT_TYPE=CategoryList&MODE=advanced&SEQUENCE=000000521&pds_handle=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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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期刊聯合目錄 

http://sticnet.stpi.org.tw/sticweb/html/illmenu.htm    

1. 國家圖書館→期刊報紙→全國期刊聯合目錄  

2. 整合系統→網路資源→全國期刊聯合目錄 

http://sticnet.stpi.org.tw/sticweb/html/illmen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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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館際合作系統 

期刊文獻複印及圖書互借。 

http://ndds.stpi.org.tw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申請讀者資格  

   資料請填寫完整，以便利聯絡 

所屬圖書館必為華梵大學圖書館 

建議 

先確認本館是否擁有館藏，再申請該服務 

若有需求時，向小館申請，速度較快！ 

可參考各館服務收費狀況 

聯絡人員：3120高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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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ds.stp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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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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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本資料庫以服務科技政策研究為導向，蒐集與整合
Eurostat, OECD, WEF, 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與機構，以
及國內政府機關等多種來源的指標數值資料，以提供研究
人員one-stop service的便捷服務。資料庫核心內容有各國
人口、經濟、財政、教育、能源、環境、勞工、政府效能
、生活品質、科學技術等調查統計或排名資料。近期新增
「學術能量統計」，可查詢各領域之論文發表數、相對影
響力、期刊影響係數等指標，藉由這些指標配合繪圖功能
，可輕鬆掌握各領域學術研發能量。 

 

網址:https://pride.stpi.narl.org.tw/ 

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v3/basic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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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v3/basic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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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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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系統找論文 

※華梵大學學位論文於圖書館地下一樓合
訂本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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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系統找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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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學術搜尋 
 https://scholar.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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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論文編排 

版本差異性太困難解決了 

 

有空歡迎帶電腦來圖書館找我一起研究 

 

分機 3100 

信箱 winymz@cc.h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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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  A 
 

 

 

歡迎您經常使用電子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