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資源分類 
  1、指引性參考資源（direction type）：不直接提供資料，只是告訴讀者獲取資料的途徑，

又稱間接參考工具書，如書目、索引與摘要。  

  2、資料性參考資源（source type）：本身就可提供讀者解答問題所需要的資料，又稱直

接參考工具書，如字典、辭典、百科全書、年鑑等。 

 書目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包含國家圖書館及 82 所合作圖書館之館藏書目資料。網址：

http://nbinet.ncl.edu.tw/  

● 全國新書資訊網：包含全國新書介紹，含每個月出版的新書，書籍得獎記錄如「圖書

金鼎獎」、「金漫獎」、「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經濟部金書獎」、「國

民健康局健康好書」、「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以及國

家圖書館之「臺灣出版 TOP1」（《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刊載，由出版社自由推薦）等。

同時收錄報章雜誌於每年年底所選出之年度好書，如《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與「兒童文學牧笛獎」等。查詢與 ISBN國際標準書號。網址：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索引與摘要 

●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index.htm  

● 全國報紙資訊系統。新聞相關報導，一般均限圖書館內之電腦才可蒐尋。 

網址： http://readopac.ncl.edu.tw/cgi/ncl9/m_ncl9_news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國家圖書館接受教育部之委託，建立國家級之完整學

位論文總書目庫與資訊整合平台，本資料庫所收錄之資料係以臺灣各大學校院之博碩

士論文為主。教育的博碩士論文。 

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 教育論文摘要：教育論文的簡要大意。 

網址： http://140.122.127.251/edd/edd.htm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辭典  

● 教育部電子辭典：內含國語辭典、國語小字典、異體字字典、成語典、臺灣客家語常

用辭典、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等。 

網址：http://www.edu.tw/e_dictionary.aspx  

● 林語堂當代漢英辭典：中文字詞之英文翻譯。 

網址：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indict/  

 百科全書 

● 智慧藏百科全書：含大英百科全書、大英簡明百科、中國大百科全書、臺灣大百科全

書、遠流字典通、臺灣昆蟲知識庫、臺灣魚類知識庫、臺灣古蹟知識庫、臺灣百年時

空知識庫、光華雜誌知識庫網址等多種知識庫。網址：http://www.wordpedia.com/  

 傳記 

●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當代作家相關資歷及作品介紹。 

網址：http://lib.fg.tp.edu.tw/author/%E4%BD%99%E5%85%89%E4%B8%AD.htm  

● 科學名人堂：介紹中外科學名人專業領域、名言等資料。 

網址：http://www.bud.org.tw/sci_star.htm  

● 台灣前輩美術家：按照台灣美術史之發展及演進介紹重要畫家與發展概說。 

網址：http://web.cca.gov.tw/tdg/index1-1.htm  

 地理資訊  

● 新北市電子地圖服務網：例如：板橋車站到新北市政府的路線圖。網址：

http://map.ntpc.gov.tw/     

● 台鐵全球資訊網：台鐵火車時間表、票價、網路訂位等資訊查詢。 

網址：http://new.twtraffic.com.tw/twrail/index.aspx  

● 臺灣高鐵全球資訊網：高鐵火車時間表、票價、網路訂位等資訊查詢。 

網址：http://www.thsrc.com.tw/index.html?force=1 

● 交通部觀光局：提供台灣的美景或美食供國外人士參考。 

網址：http://admin.taiwan.net.tw/以及 http://taiwan.net.tw/w1.aspx  

● 中央氣象局。提供台灣氣象及地震資訊。 

網址：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 台灣國家公園。介紹台灣國家公園進行之保育工作成果等。 

網址：http://np.cpami.gov.tw/  



 年鑑、年表、曆譜  

● 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提供我國關注的科學主題。 

網址：http://yearbook.stpi.org.tw/  

● 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各朝代詳細帝王年表。 

網址： http://www.chiculture.net/9001/list/html/king.htm  

● 戰後臺灣歷史年表：臺灣歷史大事紀。 

網址：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ht/  

● 中國歷代年號索引表：例如：查詢清雍正元年對照西元年代。 

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htm/fulu/nh.htm  

● 中國歷代帝王年表：例如中國唐朝皇帝年表。？ 

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htm/fulu/dw.htm  

● 中西曆轉換：例如查詢國曆某日是的農曆日期 

網址：http://sinocal.sinica.edu.tw/  

● 國農曆轉換：例如 1985年的農曆 8月 15日是國曆的哪一天？ 

網址：http://calendar.moi.gov.tw/102/counter.php  

● 萬年曆：查詢某年前的某日是星期幾？或是未來日子的節氣、沖煞等。 

網址： http://time.rootinfo.com.tw/  

 名錄 

● 各級學校名錄；例如；台南市國小名錄。 

網址：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1729&Index=6&wid=31d75a44-efff-4c44

-a075-15a9eb7aecdf 

● 社會公益團體名稱：查詢公益團體名錄。 

網址：http://www.ntu.edu.tw/new-version/chinese/Welfare.html 

 手冊與便覽 

● 世界各國及地區貨幣名稱表：例如查詢各國的貨幣縮寫方式。 

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htm/fulu/huo.htm  

● 結婚手冊：例如查詢傳統婚禮習俗。 

網址：http://www.lovestory.com.tw/2/index2.php  

● 單位換算表：例如「公里」如何換算「國際浬」？ 

網址：http://www.rsps.kh.edu.tw/其他/單位換算表.htm  



 

 統計資料  

●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例如查詢我國近年來的失業率。 

網址：http://www.stat.gov.tw/mp.asp?mp=4  

 法規 

●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法令查詢系統：例如搜查詢菸害防制法。 

網址：http://dohlaw.doh.gov.tw/Chi/Default.asp  

● 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簡介：例如查詢中華民國憲法。 

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64  

● 交通法規：例如查詢闖紅燈及超載之罰則。 

網址：http://210.69.99.15/  

● 政府公報資訊網：台灣政府部門出版公報。 

網址：http://gaz.ncl.edu.tw/  

 政府出版品目錄  

● 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例如查詢最近半年內政府部門之出版新書。 

網址： 

http://twinfo.ncl.edu.tw/tiqry/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_sim.hpg&d

td_id=16&g=1  

 期刊資訊查詢 

 期刊目錄查詢 

1. 期刊指南查詢期刊的各種基本資料，例如 

(1)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 

(2) 國際期刊指南：烏瑞克國際期刊指南 

 期刊聯合目錄查詢 

1. 國立中正大學提供之「國內圖書館圖書虛擬聯合目錄」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提供之「整合式期刊目錄查詢系統」 

3. 台灣地區現藏大陸期刊聯合目錄 

4. 大陸期刊聯合目錄 http:140.113.39.185/cindex.asp 

5. 國科會《西文期刊目錄聯合查詢》 

 線上期刊目次查詢 



1. 國家圖書館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 

2. 國內大專院校所提供所訂期刊目次 

3. 美國 UnCover公司，提供免費查詢外文期刊目次服務（18,000種期刊） 

 

 期刊索引摘要查詢 

 1.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2.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光碟系統 

3.中文博物館學書目暨期刊論文索引 

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5.卓越商情資料庫 

   6.中華民國企業管理文獻摘要索引系統 

   7.法源資訊系統 

   8.立法資訊系統 

   9.教育論文摘要資料庫 

  10. 臺灣教育研究資源網」【http://teric.naer.edu.tw】整合多種資料類型及教育資源，

包含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圖書全文、專案研究報告、國內教育輿情剪報、國際教

育訊息、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品、館藏書目、教學媒體等 9類 

11.國圖：期刊熱門資訊服務(http://readopac.ncl.edu.tw/cgi.hotnews/hnquery） 

 報紙索引： 

1. 聯合知識庫提供聯合報系全文資料庫、影像圖庫、原版報紙資料庫及新聞授權，

並有遠見雜誌、商業周刊、動腦雜誌及華視、台視等資料庫服務。 

2. 中央通訊社簡報資料查詢系統 

 國圖遠距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中原大學圖書館電子參考工具 

 其他 

以下為縣市圖書館的數位資源，各縣市提供的內容不一，本表以台南市立圖書館為例說明。

若要使用該縣市圖書館的數位資源，需先辦理縣市的借書證。  

● 牛頓教科書影音資料館：收錄動物、植物、生態保育、天文氣象、自然景觀及地球科

學等影片。例如查詢看關於焚風的相關影片 

● 昆蟲圖鑑小百科知識庫：介紹約 1500種昆蟲，每一種均有精彩的生態照片。例如查詢

獨角仙的生長過程。 

http://teric.naer.edu.tw】整合多種資料類型及教育資源/
http://readopac.ncl.edu.tw/cgi.hotnews/hnquery


● 台灣魚類學習知識庫：收錄台灣最常見魚類資料的生態照片、手繪圖與精緻標本照片。

例如查詢台灣特有種「櫻花鉤吻鮭」的完整介紹及圖片。 

● 台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收錄《臺灣堡圖》和現今臺灣地圖，搭配各地的人事時地

物介紹及影片導覽。例如查詢臺南安平古堡外觀的圖片。  

● 台灣古蹟學習知識庫：收錄古蹟單元、珍貴手繪圖與照片與古蹟詞條。例如查詢台北

市的一級古蹟。 

● 台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收錄原住民主題照片。例如查尋阿美族的生活方式。 

● 國際運動競賽動畫專輯：本動畫專輯共有田徑、划船、羽球、棒球、曲棍球、體操、

柔道等 28種競賽種類。例如查詢棒球比賽進行規則。 

 

 

 高中職數位典藏資源  

資源名稱：數位博物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 

網址：http://dats.ndap.org.tw/Links_museum.html 

說明：這是一個已經擁有 12個非 NDAP之數位博物館 、9個 NDAP之數位博物館、

6 個國外數位博物館、10 個國外數位圖書館的教學資源庫。內容涵蓋國內、國外

各數位型博物館、圖書館資料，極為豐富多元。  

資源名稱：故宮精緻文物數位博物館知識庫建置計畫 

網址：http://tech2.npm.gov.tw/da/  

說明：為 65萬件院藏文物建立了相當數量的數位典藏基礎。內含 3D虛擬文物展

示系統、數位典藏相關影片、器物典藏系統、書畫典藏系統、圖書文獻等相關資

料庫等，重要國家文物典藏珍貴之數位資料。其於建置器物、書畫、清代檔案及

善本古籍典藏資料庫，擁有為數眾多的龐大資料量，並陸續上線供研究及一般大

眾進行查詢。 

資源名稱：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網址：http://content.edu.tw/  

說明：是教育部建置的教學資源網，內涵學習活動、網路資源、鄉土教材、網站

介紹、好站連結、主題報、教學百科、部落格、知識 cool、教育 WiKi，其中並

有高中學習專區之建置。 

資源名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高中高職版  

網址：http://data.nioerar.edu.tw/mp8.html  

說明：內容包括館藏資訊系統、教育論文全文索引資料庫、教育輿情剪報、館藏

教學多媒體 MOD線上點播、專案研究報告全文系統、國外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



其學習影片內容豐富，包括教育愛、英語文、國語文、健康與教育、數學、自然、

藝術、道德等類；其學習資源包括本土教育教學資料網、環保（能源）教育、高

中學校題庫網、高中學科中心網站、各級學校校刊、閱讀資源網、生命教育、臺

灣方志等。                                                              

  

 

新北市政府雲端知識博物館 http://museum.ntpc.edu.tw/ 

1.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http://new.cwk.com.tw/cgi-bin2/Libo.cgi? 

2. 大英百科線上知識庫學院版 http://www.starlight-ntpc.com.tw/ 

3. 華藝自然世界 http://airitinature.museum.ntpc.edu.tw/ 

4. 台灣地理線上百科資料庫 http://geotwonline.museum.ntpc.edu.tw/main.action 

5. http://cambridge.museum.ntpc.edu.tw/channels/cambridge2/home2.php 

http://new.cwk.com.tw/cgi-bin2/Libo.cgi
http://www.starlight-ntpc.com.tw/
http://airitinature.museum.ntpc.edu.tw/
http://geotwonline.museum.ntpc.edu.tw/main.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