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空間 
圖書館提供的服務 
圖書館提供的資源 

圖書館未收藏資料的取得方式 
 

   圖書館參考諮詢 分機：5622 



樓層介紹                                       



5F 視聽中心 

4F 西文圖書區 

3F 中文圖書區 

2F 中西文期刊(裝訂)、參考書區 

1F 借還書及參考櫃檯、資料檢索教室、課程指定用
書室、博碩士論文區、現行期刊區、科學人文區 

B1 閱覽中心 

B2 早期資料區(高密度存放早期裝訂期刊) 





開放時間 

借閱服務 

一般服務 

                                       



   ◎B1閱覽中心開放
時間：除春節期間封
閉，開放時間均為 
6:00-24:30 

    

  

    

  

     週一、二、三、五 週四 週六 週日 

學期 8:00 ~ 22:50 
8:00 ~ 

22:50 
10:00 ~ 19:50 10:00 ~ 19:50 

 
寒假 9:00 ~ 16:50 

9:00 ~ 
19:50 

閉館 
 

閉館 

 
暑假 9:00 ~ 16:50 

9:00 ~ 
19:50 

10:00 ~ 17:50 
 

閉館 



借閱方式：研究生持本人學生證 

                     或圖書館APP之行動借書證 

 一般圖書/視聽資料  

借閱
(冊) 

借期
(天) 

續借(次) 預約 寬限期 逾期滯還金 

一

般

圖

書 

30 30 •未到期之前，
無人預約 
 
•可續借次數：
2次 

 2天 

每日每冊5元 

視

聽

資

料 

4 7 
每日每件30
元 



其他資料  

借期 續借 預約 寬限期 逾期滯還金 

課程指定用

書 
2天 

   

每日每冊5元 

參考書、博
碩士論文、
教師著作 

2小時 
每小時每冊5
元 

紙本期刊 限館內使用，不可外借 



還書箱： 
– 工學院、管理學院入口處提供還書箱於閉館時使用 
– 工學院入口還書箱限還本館館藏圖書 
– 管院入口還書箱除本館圖書外，亦可歸還本館館藏視聽資
料、光碟片 

 
 
 
 
 

  
圖書館款項繳納方式： 

– 請利用第一醫學大樓自助繳費機繳交圖書館款項 
– 圖書館款項內容：逾期滯還金、遺失書賠款、館際合作費
用 

 

 



空間借用 
– 4F、B1討論室(需3位校內本人持證，3小時為限) 

– 請利用線上討論室預約，二週前開放預約借用 

影印服務 
– 1F、2F、B2 影印室 

– 提供投幣式及公費影印機 

資訊查詢服務 
– 提供公用查詢電腦及無線上網服務 

– 提供iOS及Android平板電腦借用(借期七天，可
預約、不可續借及無寛限期）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func=load-login&calling_system=aleph&institute=FLY51&url=http://aleph.cgu.edu.tw/F?func=find-b-0&local_base=space&CON_LNG=chi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func=load-login&calling_system=aleph&institute=FLY51&url=http://aleph.cgu.edu.tw/F?func=find-b-0&local_base=space&CON_LNG=chi


首頁、行動APP 
館藏查詢 
資料庫檢索 
全文資料查找 
其他相關工具 

電子資源使用方法與規範 
                                       



圖書館服務入口 圖書館網頁、行動APP 

查詢圖書館有那些館藏資料 館藏查詢系統 (Web2.0) 

查詢某一主題資料相關文獻 資料庫 (資料庫檢索系統) 

查詢圖書館有那些電子期刊 SFX (全文資料 (SFX)(期刊 + 電子書) ) 

文獻撰寫相關工具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文稿原創性比
對系統 Turnitin 

電子資源使用方法與規範 
校內直接連線、校外連線認證，並請遵守
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圖
書
館
系
統
單
一
登
入 

http://web20.lib.cgu.edu.tw/webpac/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userid=reader&passwd=reader&i=werjs.htm&id=DB000000066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userid=reader&passwd=reader&i=werjs.htm&id=DB000000289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library.cgu.edu.tw/




• 突破時空限制 
– 至 Google Play(Andriod)
或 App store (iOS)，搜尋
【長庚大學圖書館】下
載APP 

– 掃瞄QRcode : 圖書館首
頁右下方 
 

      



Web2.0館藏查詢 

   

查詢本館館藏 

 

http://web20.lib.cgu.edu.tw/webpac/
http://web20.lib.cgu.edu.tw/webpac/


系統： Web2.0 

說明： 
    1.館藏查詢系統包含範圍 
        (1)館別：長庚大學圖書館藏 
       (2)資料型式：書(紙本、電子)；期刊(紙本、電子)； 
                                多媒體資料(DVD、VCD、Tape) 

    2.館藏查詢系統之功用 
       (1)線上查詢及預約： 

– 查看看我要的資料在圖書館有沒有(查詢館藏) 
– 我要借的書已外借，希望書回來時能通知我(線上預約) 

       (2)個人借閱記錄及續借： 
– 查看我借的書何時到期  
– 線上自行續借未逾期、無人預約之圖書 

       (3)個人資料更新(如Email)及忘記密碼處理 

 
      

http://web20.lib.cgu.edu.tw/webpac/


3.館藏查詢/收錄狀況說明 
- 情緒勒索 

- Organizational theory, design, and change 

•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0028-
4793) 

-  A guide to starting psychotherapy 
groups(電子書，可直接線上閱讀全文) 

 

4.個人借閱記錄／預約／續借 

 
 

 

 

 

 

 



資料庫檢索系統 

 

查詢特定資料庫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userid=reader&passwd=reader&i=werjs.htm&id=DB000000066


資料庫檢索系統 
• 功能：本校訂購及免費資料庫

檢索入口，提供查詢特定資料
庫使用，例如：PubMed、
Scopus及下載書目管理軟體 

 
資料庫利用講習 
• 資料庫講習課程(108-1) 

，採線上報名 

• 排定以外之時間：六人以上，
洽詢圖書館參考組安排課程時
間及上課內容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userid=reader&passwd=reader&i=werjs.htm&id=DB000000066
http://www.lib.cgu.edu.tw.proxy.lib.cgu.edu.tw:81/dbmenu/news/class.htm
http://www.lib.cgu.edu.tw.proxy.lib.cgu.edu.tw:81/dbmenu/news/class.htm
http://www.lib.cgu.edu.tw.proxy.lib.cgu.edu.tw:81/dbmenu/news/class.htm
http://www.lib.cgu.edu.tw.proxy.lib.cgu.edu.tw:81/dbmenu/news/class.htm
http://www.lib.cgu.edu.tw.proxy.lib.cgu.edu.tw:81/dbmenu/news/class.htm
http://www.lib.cgu.edu.tw.proxy.lib.cgu.edu.tw:81/dbmenu/news/class.htm
http://www.lib.cgu.edu.tw/dbmenu/news/register.html


台灣期刊論文索引 [部份全文] ： 
      由國家圖書館製作，主要收錄臺灣及部分港澳地區所出版的中西文學術期

刊、學報，以及讀者利用頻繁之一般性雜誌共約4千餘種 
 

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  (原名：CEPS) [全文]： 
      收錄兩岸三地中文出版期刊全文資料庫。為國內第一個以全文服務為主的

學術期刊資料庫 
 

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部份有授權電子全文] ： 
      蒐錄47學年度至今的博碩士論文書目，自87學年度有部份論文經研究生授

權，可線上閱讀全文 
 

萬方數據庫[全文] ：  

收錄大陸地區出版與發表之學術性期刊、會議論文、學位論文  等三大項目。 

 

Scopus [索摘、引用文獻] ： 
      蒐錄來自4,000個出版社的15,000種 STM 期刊，很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

另有引用文獻分析之特色 
 



 

Medline [索摘] ： 
蒐錄1946年以後與生物醫學有關之期刊資料 
 

PubMed [索摘] ： 
由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生技資訊中心(NCBI)建立的醫學期刊文獻索引摘要 
  

ProQuest Health & Medical Complete [全文]： 
蒐錄醫學臨床研究方面之權威期刊，及數百種保健及醫療管理相關期刊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Web of Science) [索摘、引用文獻]： 
科學引用文獻分析資料庫，收錄科學技術類期刊計 8,614 餘種，涵蓋主題約150 餘

種。提供理、工、醫、農等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 
 

UpToDate [全文、臨床資料]： 
臨床實證醫學資源，提供具體的臨床醫囑，能快速回覆醫師們所提之臨床問題，來

協助醫師們進行診療上的判斷和決策。 



• 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全文] ： 

由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所出版的專業期刊，廣泛地涵蓋化學
相關領域主題 

• ACM Digital Library [全文] ： 

蒐錄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的出版品包含有專業期刊、新聞報
導、會議記錄等資訊 

• Engineering Village - Compendex[索摘] ： 

蒐錄超過3800多本工程期刊、9萬多研討會和10萬篇論文、超過1900萬筆書目資料。
提供了一系列的應用科學及工程領域專業資訊、資源 

• IEL(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全文]： 

蒐錄IEEE/IET電子電機學會自1988年以來所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集、技術標準等。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Web of Science) [索摘、引用文獻]： 

科學引用文獻分析資料庫，收錄科學技術類期刊計 8,614 餘種，涵蓋主題約150 餘種。
提供理、工、醫、農等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料。 

 



Econlit) [索摘]： 
收錄與商管經濟類相關期刊、圖書、會議論文、研究報告 
 

JSTOR [全文] ： 
收錄與財政、金融政策、勞工等相關資料 各Collection蒐錄內容不同，Business 

Collection主要蒐錄經濟學與金融學，涵蓋會計學、勞工關係學、市場學、管理學、
運籌學和危機處理學等相關期刊 

 

OECD [數據] ： 
提供線上使用所有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對社會議題、移民和健康等等出版的書籍

和線上資料庫，包括國際移民統計、社會開支統計數字和健康資料資料庫以及每年
發行與此議題相關性新書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 [索摘、引用文獻]： 
社會科學引用文獻分析資料庫，收社會科學類期刊計 3,123 餘種，涵蓋主題約50 餘種。

提供社會科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 
 

WDI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數據] 
收錄超過800種數據指標，208個國家經濟指標報告、18個地區與所得群組織 
 

台灣經濟新報 [數據]： 
含上市公司財務季資料、上市公司營收盈餘、上櫃公司、上市公司資本形成、等資料。 



全文資料SFX系統 

 
查詢全文資料可獲取途徑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SFX系統介紹： 

• 查詢圖書館期刊（紙本、電子）及電子書全文可獲取途徑 

 

1. 已知該筆文獻的書目，查詢該篇文章是否有
電子檔 

             例：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v.102,n.1,p41-45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az/default?&param_perform_value=citation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url_ver=Z39.88-2004&url_ctx_fmt=infofi/fmt:kev:mtx:ctx&ctx_enc=info:ofi/enc:UTF-8&ctx_ver=Z39.88-2004&rfr_id=info:sid/sfxit.com:azlist&sfx.ignore_date_threshold=1&rft.object_id=954925622233&svc.fulltext=yes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url_ver=Z39.88-2004&url_ctx_fmt=infofi/fmt:kev:mtx:ctx&ctx_enc=info:ofi/enc:UTF-8&ctx_ver=Z39.88-2004&rfr_id=info:sid/sfxit.com:azlist&sfx.ignore_date_threshold=1&rft.object_id=954925622233&svc.fulltext=yes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url_ver=Z39.88-2004&url_ctx_fmt=infofi/fmt:kev:mtx:ctx&ctx_enc=info:ofi/enc:UTF-8&ctx_ver=Z39.88-2004&rfr_id=info:sid/sfxit.com:azlist&sfx.ignore_date_threshold=1&rft.object_id=954925622233&svc.fulltext=yes


    2.查詢圖書館是否有某一電子期刊 

       例：(1)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ISSN:0028-4793) 

            (2)Activities, Adaptation & Aging (0192-4788) 

 
圖書館沒有這本期刊，找國內那些圖書館有這本期刊 

 

 

 



書目管理工具 

及 

文稿原創性比對系統 

 

 



EndNote 
主要功能： 

– 可有系統整理書目資料。 
– 可自其他資料庫(例如：Medline、IEL、BSC…等)匯入查詢資料，
節省您整理文獻的時間。 

– 可於Word軟體編輯論文時可自動產生參考文獻清單，並符合投
稿期刊所需之參考書目格式。  

 
校園授權版下載安裝： 

– 校園授權版軟體提供本校之教職員工生使用（第一次使用者需進
行下載安裝）。 

– 請由資料庫檢索系統進入下載。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bcalling_system=primo&func=sso&institute=CGU&selfreg=&term1=short&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66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userid=reader&passwd=reader&i=werjs.htm&id=DB000000315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rimo-cgi/auth/proxy.cgi?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userid=reader&passwd=reader&i=werjs.htm&id=DB000000066


Turnitin 
主要功能： 

– Turnitin為目前使用率最高的文稿原創性比對系統，透過該系統可提
供研究人員自行偵測其文章的原創性，並有助於提升本校論文的可
信度。  

 
比對來源： 

– 公開之網際網路網頁資料 
– 學術出版社出版品 
– 合作之資料庫 
– 學生論文報告(全球Turnitin用戶曾上傳並儲存的文獻) 

 

使用模式： 
– 首次使用請先提供姓名、系所、學號 、長大E-mail給圖書館

(libdb@mail.cgu.edu.tw)新增帳號，您將會收到啟用通知信，請按照信
中資訊登入並修改密碼。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bcalling_system=primo&func=sso&institute=CGU&selfreg=&term1=short&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289
mailto:libdb@mail.cgu.edu.tw?subject=申請Turnitin帳戶


Wiley Reasercher Academy 
主要功能： 

– 協助研究人員取得職涯發展之必備知識。為全面且數位化的國際期
刊作者影響力培訓平台，以嚴謹的教學法建構課程設計，提供14門
數位學習課程 

課程主題： 
– 成功研究者的特質、研究與發表的基礎知識、如何爭取研究經費、
如何選擇適合投稿的期刊、如何撰寫一篇好的研究論文、一篇研究
論文基本的要素、如何介紹自己投稿的稿件、同儕審查、開放取用
文獻、如何管理研究資料、研究倫理、出版社與編輯的角色、如何
在文章出版後增加影響力、如何成為審稿者等。 

使用模式： 
– 校園IP範圍內連線並註冊帳號，即可免費獲得所課程使用權限，至2019
年10月31日止。。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bcalling_system=primo&func=sso&institute=CGU&selfreg=&term1=short&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365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bcalling_system=primo&func=sso&institute=CGU&selfreg=&term1=short&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365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bcalling_system=primo&func=sso&institute=CGU&selfreg=&term1=short&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365
http://primo.lib.cgu.edu.tw:8991/pds?bcalling_system=primo&func=sso&institute=CGU&selfreg=&term1=short&url=http://db.lib.cgu.edu.tw/cgi-bin/smartweaver/swlink.cgi?o=der&p=/smartweav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365


校內：直接連線使用 
校外：校外連線認証 

 

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 使用電子資源，請務必遵守智慧財產權及相關使用規範。嚴禁

大量、連續及利用任何軟體進行系統性地自動下載、傳播與持
有超過合理範圍的資料。 

• 並僅限個人學術研究使用，請勿流通及進行商業營利，以免損
及學校聲譽及使用權利！若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需自行負擔
相關的法律責任。 
 

提醒：請妥善保管個人登入圖書館系統之帳號密碼
，並不定期修改密碼，以避免被盜用，影響(全校)使用
權益。  

 
回圖書館導覽 

 



館際合作 

推薦購買 

                                       



院區間 
– 長庚科大親自借還：親至長庚科大圖書館借書(執本人學生証)、還書 

– 長庚醫院代借代還：透過長庚體系代借代還系統（林口、基隆、 嘉義、 
高雄長庚） 

– 明志科大代借代還：線上填寫明志科大代借代還書申請單 

 

校外圖書館合作協定 
 親至該圖書館使用資源、借書 
– 桃園七校 
– 北區大學校院聯盟 
– 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館際合作 
– 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明志科大／中國醫藥大學／國科會化學研究推

動中心圖書室 

 

 

http://ill.cgmh.org.tw:8080/
http://library.cgu.edu.tw/files/87-1021-76.php?Lang=zh-tw
http://library.cgu.edu.tw/files/87-1021-76.php?Lang=zh-tw
http://library.cgu.edu.tw/files/11-1021-1870.php
http://library.cgu.edu.tw/files/11-1021-1870.php
http://library.cgu.edu.tw/files/11-1021-1870.php


館際合作：利用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登入：輸入與查閱個人借閱記錄相同的帳號密碼 

功能：期刊複印（國內、國外）、圖書互借（國內） 

申請流程：登入提出申請單→收到取件通知，到繳費機
繳款→憑繳款單取件。 

費用：使用者需付費 

• 本年度申請方式RapidILL不收費。 

• NDDS依各館規則收費，本年度透過NDDS申請文獻，
研究生每人補助230元。  

取件： 
• 申請件到館後，圖書館會以Email通知取件並告知費用 
• 至第一醫學大樓自動繳費機繳款後持收據至圖書館1F櫃檯取
件 

http://ill.lib.cgu.edu.tw/ill_htdocs/
http://ill.lib.cgu.edu.tw/ill_htdocs/


原則 
利用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推薦採訪系統 

輸入與 查閱個人借閱記錄相同的帳號密碼  

– 隨時都可提出資料推薦，圖書館會即時受理進行處理。
其中資料庫及期刊為年訂，若審核通過訂購則將於來
年起訂。 

 
 

http://www.lib.cgu.edu.tw/services/Buy.html
http://recmd.lib.cgu.edu.tw/RAMS2013/


圖書館首頁：http://library.cgu.edu.tw 

EMAIL : libwww@mail.cgu.edu.tw 

重要聯絡電話： 

– 借  還  書服務：分機 5240 

– 參考諮詢服務：分機 5622 

– 視聽中心服務：分機 5270 

http://library.cgu.edu.tw/
mailto:libwww@mail.cgu.edu.tw


圖書館參考組 分機：5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