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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圖書

各類圖書提供不同的資訊，其中學術或研究性圖書多由各學科領域專家，針對
特定主題做全面且完整的概念及深入剖析；而且書內所附之參考或引用書目，也多
半與主題密切相關，亦是重要的參考資訊。
蒐集圖書資料除了查尋圖書館館藏目錄外，還可利用各種書目型工具來蒐集相
關主題的圖書；另外，電子書更提供隨時隨地上網搜尋及閱讀。

壹、 圖書館館藏目錄
各圖書館的館藏目錄除了可查尋該館是否蒐藏特定圖書、期刊等資料外，也可
查尋各館所蒐藏特定主題的相關書籍。因此，蒐集圖書資訊，可從各圖書館的館藏
目錄著手。

貳、 書目型工具
書目即「圖書目錄」的簡稱，記載圖書的書名、作者、版本、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兼附著者生平、圖書簡介或價格等，主要提供圖書文獻資訊，通常可藉由
圖書出版資訊或網路書店等管道取得。

一、 圖書出版資訊
由於國內部分政府或研究機構負責圖書出版品的徵集、典藏及推廣，因此透過
建置網站或出版工具書供民眾蒐集相關資訊。
1. 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系統 (1984 年~ )【政府資訊】【中華
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系統】
收錄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出版之各種政府出版品目錄資訊，部分出版品除了書
目資料外，還提供內容摘要，是目前國內最完整的政府出版品書目資料庫。收
錄主題有：統計、政治、社會、經濟、自然科學、教育、財政、法律、文學、
藝術及宗教等。資料型態包含專書、連續性出版品及非書資料。
2. 全國新書資訊網 (1989 年~)
全國新書資訊網提供國內最新穎的出版新書資訊，包括出版前 3 個月的新書預
告、已出版的圖書及出版機構的基本資料。
3. 台灣出版資訊網
由行政院新聞局建置，針對國內圖書零售市場的相關資料進行蒐集與整理。目
前提供的服務有：新書情報區、新聞訊息區、市場脈動區、出版法規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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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專區、台灣出版地圖、出版教育、討論區、網路資源、電子報等。
4. 西洋文學在臺灣研究書目
總館 3 樓 R 016.87 /8754
收錄 1946 至 2000 年間在臺灣印行、出版與刊登之西洋文學研究的書目資料。
5. The British book trade, 1475-1890 : a bibliography
總館 3 樓 R Z 324.H69 2009
收錄 1475 至 1890 年英國書業的相關書目，逾兩萬四千筆。書目依主題排列，
如：圖書銷售、審查制度、版權、圖書館、印刷出版等；主題之下，依年代排
序。每筆書目依序編號，提供書名、作者、出版項、頁數、書高、書目來源等
資訊，部分提供註解說明。內含作者及主題索引。
More

可利用本館館藏目錄查尋更多的書目。

二、 網路書店
由於網路科技的發達，不論國內外的出版機構、書店或文化事業均紛紛設立專
屬網站，提供出版圖書目錄、圖書查尋、新書介紹、暢銷書排行榜、好書推薦等資
訊。其中多數網站亦提供線上訂購服務。
1. YLib 遠流博識網
提供遠流新書、得獎書、暢銷書、作家介紹及討論園地，並建置 YLib 部落格。
2. 金石堂網路書店
提供書店簡介、新書介紹、暢銷書選、書籍分類瀏覽、日本 MOOK 雜誌及一
般雜誌的訂閱等。
3. 博客來網路書店
提供書籍、音樂、雜誌及電子書的查尋，也可依商品類別搜尋。主要提供其
出版品的內容簡介，編輯推薦與網友評價等訊息。另外也建置「數位閱讀」
提供電子書試閱，以及「松鼠窩」的社群網站。
4. 誠品網路書店
提供書籍的分類瀏覽簡介，主要分中文書、外文書、童書、影音等 4 大類。
也提供熱門話題、精選書展、網路排行榜及選書、選樂、試閱、試聽等資訊，
並將全台各門市建置個別的部落格，發表最新消息、活動訊息及介紹等。
5. AcqWeb
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學會的出版品往往提供研究者相當重要的資訊，因此，
AcqWeb 特地將學會與研究機構所屬的出版單位網站加以整理，提供連結，
也可利用出版學科主題、出版商名稱瀏覽查尋。
6.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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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是網際網路上最具規模的網路書店，可同時查尋書籍（含電子書）、
雜誌、影音媒體等，除了依作者、書名、標題查尋外，另外提供標題索引瀏
覽查尋。每本書除提供訂購所需資訊與書評外，最特殊的是可依相關標題再
查尋功能，方便使用者蒐集相關主題的出版品。
7. BARNES & NOBLE
美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出版社和網路書店之一，提供書籍（含電子書）
、音樂、
電腦軟體、書評等資源查尋。
8. Publishers' Catalogues
提供全球各地之出版商、網路書店基本資料及網站連結。可依出版者所在地、
出版學科主題、資料類型、出版者名稱瀏覽或直接查尋。

參、 電子書
1. 遠景繁體中文電子書 (1981～2000 年)
收錄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所出版的文學類（含中西文學）
、歷史類、小說類、藝
術類、傳奇類、傳記類等通俗書籍。
2. 中華數字書苑
原名「北大方正電子書」，提供大陸地區經濟與商管學科主題之電子書。
3. eBook Collection
原名「netLibrary」
，提供豐富的專業、學術及研究性電子書，本校師生可線
上閱讀已訂購的 2,000 餘種，以及免費閱讀約 3,400 餘種電子書。
4. MyiLibrary
涵蓋理、工、農、醫、文、史、哲等領域的電子書約有 4,000 餘本書。
5. eBrary
蒐錄 McGraw-Hill、Routledge 等著名出版社所出版之 4 萬多本電子書，主
題包括：電腦、科技、工程、人文、商學、經濟、及一般性主題，如：生涯
規畫、教育、保健、歷史、法律、個人理財、旅遊等。
6.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拿索斯線上有聲圖書館》收錄 250 多套榮獲國際大獎之有聲書(Audio
Books)，包含百位文學家、劇作家、詩人等 360 個以上作品，包括文學鉅著、
精選詩作、宗教、哲學、神話、寓言、歷史、傳記、故事及音樂教育叢書等。
7.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ECCO)
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料庫檢索系統(HUSO) 【ECCO】
收錄 18 世紀當代經典古籍 150,000 本電子書，主題含蓋歷史、文學、宗教、
法律、藝術、科學等。
8.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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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牛津大學出版社之學術叢書。主題涵蓋科學類（數學、物理學）、人文
與藝術（語言學、文學、古典文學研究、歷史、哲學、宗教）
、社會科學（商
學與管理學、經濟學與財政、政治學）
、科技類（生物科技）
、醫學類（心理
學）等。
9. SpringerLink English E-Books
主題涵蓋建築和設計、行為科學、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商業和經濟、化學
和材料科學、電腦科學、地球和環境科學、工程學、人文、社會科學和法律、
數學和統計、醫學、物理和天文學等。
10. ABC-CLIO eBook Collection
提供 ABC-CLIO & Greenwood 二家出版社之人類學、建築設計、藝術、商
業、溝通、經濟、教育、法律、圖書館學、資訊、文學、哲學、社會學、政
治學等學科的電子書。
11. Digital Book Index
蒐錄 1,800 個出版社及私人出版組織之電子書超過 148,000 筆，主題涵蓋各
學科及參考性的書籍，如：字典、百科全書、索引典等，並免費提供超過 25,000
個公共檔案記錄。須先註冊後使用。
12. Google Book Search
Google 搜書引擎，為 google 先與出版商洽談版權，再與世界各大學或公共
圖書館合作，進行大規模圖書數位化工作，其次也積極尋求有版權的個別作
者提供圖書掃瞄。電子書依版權狀況提供不同的結果顯示格式。
13.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NAP】
每年出版約 200 本有關科學、工程、健康及其相關政策等方面的書籍。以出
版教科書為主，並提供免費線上閱覽的電子書。
14. The Online Books Page
美國賓州大學數位圖書館企劃兼研究員，為鼓勵線上電子書的發展，蒐集達
數萬種的免費電子書網站，並持續更新及維護。
More

可經由【本館首頁資源查詢電子書】連結至其他更多的電子書。

肆、 書目辨識
引用圖書資料時，以 APA 格式為例，書目格式須著錄該書作者、書名、版次、
出版地、出版者等，如：
作者（出版年）。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work (Edition). Location: Publisher.
若引用圖書中之單篇論文或章節，通常著錄單篇論文之作者及論文篇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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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出版年）。論文篇名。在書名（頁 xx-xx）。出版地：出版者。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In A. Editor, B. Editor (Eds.), Title of
Book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因此，文獻引用的書目中，除列有作者、書名與出版年外，同時列有出版地或
出版者時，該筆書目應屬於圖書資料，若要取得該書時，可以書名或作者查尋館藏
目錄。要特別留意的是，如果是引用書中的單篇論文或章節，欲取得原書時，亦須
以該書之書名或作者查尋館藏目錄，不可使用單篇論文之篇名或章節之作者查尋。

書目範例：
例 1：個人作者
張愛卿（2001）。放射智慧之光 : 布魯納的認知與教育心理學。台北：貓頭鷹。
例 2：團體作者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7).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uthor.
例 3：二人合著之圖書
陳怡靜、吳明德編著（民 95）。機器人作戰祕笈。臺北市：網奕資訊科技公司。
例 4：書中之單篇論文
林振春（1996）。社區學院的課程與教學設計。載於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社區學校化（頁 64-104）。台北：師大學苑。
例 5：書中之單篇論文
Anderson, R. D., & Mitchener, C. P. (1994). Research on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In D. L. Gab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cie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3-44). New York: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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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想知道他喜愛的作家－東野圭吾，最近有無新書出版？你會建議她利用哪
些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國新書資訊網或其他網路上的出版資訊都可以試試看喔!



橘子正在蒐集「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西文圖書，請幫她查查看是否有相關主
題的電子書，可線上瀏覽閱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作法：
a、 先列出「人力資源管理」的英文關鍵詞，如：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HRM
b、 考慮是否運用截字查尋或布林邏輯組合查尋策略（參閱第錯誤! 尚未定
義

書

籤

。

頁

）

，

如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R HRM
c、 可利用【本館首頁電子資源與期刊電子書】查尋系統查找或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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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電子書系統查尋，如 eBrary、Myi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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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寫出下列書目中，箭頭所指之資料所代表的意義，如：書名、篇名、編者、作
者、出版年、出版者、出版地、頁次……等。再想想看，如果需取得該書目資
料之原件時，可使用那些項目查尋圖書館館藏目錄？

蔡康永。蔡康永的說話之道.2。臺北市：如何出版社公司，民 103 年。
查尋圖書館館藏目錄時，
書名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著者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焦興鎧（1948）
。勞工法與勞工權利之保障 : 美國勞工法論文集。台北市：月旦
出版社，民 86 年。

查尋圖書館館藏目錄時，
書名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著者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