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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課 110 年度圖書館研習計畫書 

「飛閱時空˙e 指之間」電子資源利用教育 

 

一、辦理目的  

為使民眾瞭解資料查找的途徑及方法，以提升其尋找資料、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促進圖書館利用，特規劃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 

 

二、活動對象 

一般民眾均可參加。 

 

三、活動地點 

總館 

 

四、內容規劃 【詳情請參見辦理期程一覽表】 

（一） 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共 3場次，包含內容： 

1. 館藏大搜查 

圖書館館藏資源與北市圖 iRead APP 下載操作。（1場） 

2. 數位檢索趣 

圖書館資料庫諮詢。（2場） 

 

（二） 主題課程共 10場次，包含內容： 

1. 閱讀「e」指通 

Ebook Taipei臺北好讀電子書介紹。 

2. 搜尋全世界 

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介紹。 

3. 繪本故事夢工廠 

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網介紹。 

4. 愛閱「童」話 

小魯文化有聲電子書、Tumble 兒童電子書介紹。 

5. 線上英語學習通 

Funday線上英語學習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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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數位法寶 

法源法律網-法學資料庫介紹。 

7. 愛樂交響曲 

   Naxos Music Library 拿索斯‧古典音樂圖書館資料庫介紹。 

8. 瞭解趨勢脈動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臺灣新聞智慧網介紹。 

9. 掌握每日新資訊 

原版報紙資料庫介紹。 

10. Let’s talk in English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介紹。 

 

（三） 自行組隊： 

 10人以上即可自行組隊，依需求約定研習時間及課程內容。（詳如

附件：諮詢服務課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自行組隊計畫書） 

 

五、師資 

由諮詢服務課同仁、電子書、資料庫廠商擔任講師。 

 

六、 經費使用說明 

不需經費 

 

七、報名事項 

（一）人數：每場次以 30人為原則，依場地開放實際名額。 

（二）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 

上半年(4月~6月)報名網址(即日起開放報名)： 

https://forms.gle/TxzEfwJEz33Y9LYA8 

下半年(9月~10月)報名網址(8/1起開放報名)： 

https://forms.gle/s9paGwRfp8qXSnvv7  

2.電話報名： 

總館：(02)27552823#2301~2302 

3.上課名單確認：開課前 E-mail通知 

（三）費用：免費參加 

https://forms.gle/TxzEfwJEz33Y9LYA8
https://forms.gle/s9paGwRfp8qXSnv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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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證：課程全程出席者可獲得「閱讀存摺點數 30點」、「臺北市終身

學習護照」、「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學習認證。 

（五）如有志工參與，將給予特殊訓練時數。 

（六）注意事項： 

1.學員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到場，請於課程開始 3天前來電取消報名；

無取消報名而缺席 2次以上者，將列入紀錄，主辦單位得取消該

系列課程報名資格。 

2.事先報名者未準時出席，主辦單位得將名額開放予現場民眾參加。 

 

八、宣傳方式 

（一）發布網頁最新消息、電子報、新聞稿，並刊登於市圖之窗。 

（二）製作 DM供民眾索取。 

（三）製作海報，於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張貼。 

（四）課程訊息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終身學習網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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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閱時空˙e 指之間 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課程」 

編號 課程項目 時間 講師 辦理地點 

1 館藏大搜查：圖書館館藏資源與北市圖 iRead APP 下載操作 4/17(六)10時-11時 諮詢服務課同仁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2 閱讀「E」指通：Ebook Taipei臺北好讀電子書 4/24(六)10時-11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3 搜尋全世界：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介紹 4/24(六)11時-12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4 繪本故事夢工廠：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網介紹 5/5(三)14時-15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5 愛閱「童」話：小魯文化有聲電子書、Tumble 兒童電子書介紹 5/5(三)15時-16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6 數位檢索趣：圖書館電子資源諮詢 5/18(二)10時-11時 諮詢服務課同仁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7 線上英語學習通：Funday線上英語學習網介紹 6/24(四)10時-11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8 數位法寶：法源法律網-法學資料庫介紹 9/18(六)10時-11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9 愛樂交響曲：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古典音樂圖書館資料庫介紹 9/18(六)11時-12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10 瞭解趨勢脈動：天下雜誌群知識庫、臺灣新聞智慧網介紹 10/19(二)10時-11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11 掌握每日新資訊：原版報紙資料庫介紹 10/19(二)11時-12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12 Let’s talk in English：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介紹 10/23(六)10時-11時 廠商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13 數位檢索趣：圖書館電子資源諮詢 10/23(六)11時-12時 諮詢服務課同仁 
總館 

9樓電腦教室 

 



「飛閱時空˙e 指之間」~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自行組隊 

 

一、辦理目的 

    為使民眾瞭解市圖電子資源的種類、查找的途徑及使用方法，以提升

資訊素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增進其對資料庫及電子書的使用，特

規劃辦理「『飛閱時空˙e 指之間』～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自行組隊」課程。 

 

二、活動對象 

    對課程主題有興趣、具電腦使用基礎（會打字、檢索網頁）的民眾均 

    可報名。 

 

三、活動地點與日期時間 

（一） 地點：總館及各分館活動室為主，部分課程不限館內，可到校授課。 

（二） 日期：自 110年 3月 16日起至 11月 30日止，每月至多受理 4場，

額滿為止。 

（三） 時間：每堂課為 2小時，以市圖開館時間為限。 

（四） 如有教師研習、志工訓練等其他需求，請來電洽詢。 

 

四、師資 

由諮詢服務課同仁擔任講師 

 

五、經費使用說明 

不需經費 

 

六、報名事項 

（一）人數：10人以上自行組隊。 

（二）報名方式：於活動前三週填妥報名表後，可透過電話(02)27553554、

傳真方式（02）27010721、E-mail（ref3@email.tpml.edu.tw）

或親洽總館 3樓參考室服務臺報名。 

（三）費用：免費參加。 

（四）注意事項： 

1. 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到場，請於活動開始至少一週前來電取消報



名；若無取消報名而缺席者，將列入紀錄，主辦單位得取消該系

列課程報名資格。 

2. 部分電子資源因資源限定總館及特定分館使用，故活動地點限總

館及特定分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 

「『飛閱時空˙e 指之間』～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自行組隊」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研習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研習對象  研習人數  

研習地點  

    
研習內容（請依需求勾選課程內容） 

主題 課程內容 

圖書館資源及服務簡介 

□圖書館環境暨服務功能簡介（約 15分鐘） 

□圖書館資源利用介紹（約 15分鐘） 

□市圖首頁介紹（約 15分鐘） 

□圖書館館藏目錄系統、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介紹及查找方

法（30分鐘） 

電子資源介紹與利用 

※內容請詳見電子資源一覽表」，每一電子資源約需 30分鐘。 

電子資源名稱（或勾選背面序號）： 

 

 

 

 

 

其他（請說明）  

 

表格填妥後，請傳真至 2701-0721 或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ref3@email.tpml.edu.tw 信箱。 

服務專線：2755-3554 總館參考室



110年臺北市立圖書館自行採購電子資源一覽表 

勾選 序號 資源名稱 資源類型 主題 語言 使用地點 適合對象 備註 

  1 
臺灣新聞智慧網 & 報

紙影像資料庫 
資料庫 綜合 中文 不限館內 成人 

索引不限館內， 

部分影像限館內

使用 

  2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資料庫 綜合 中文 不限館內 青少年、成人 同時可 10人上線 

  3  原版報紙資料庫(2 報) 資料庫 綜合 中文 不限館內 青少年、成人 同時可 9人上線 

  4  
Hyread臺灣全文資料

庫 
資料庫 綜合 中文 不限館內 成人  

  5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

藏學習系統 
資料庫 語言學習 英文 不限館內 青少年、成人 同時可 10人上線 

  6  
法源法律網-法學資料

庫 
資料庫 法律 中文 不限館內 成人 同時可 8人上線 

  7  
Naxos Music Library

拿索斯‧古典音樂圖書

館資料庫 

資料庫 音樂 中文 不限館內 青少年、成人 同時可 5人上線 

  8 
Funday線上英語學習

網★ 
電子書 語言學習 中文、英文 不限館內 青少年、成人  

 9 
EbookTaipei臺北好讀

電子書★ 
電子書 綜合 中文 不限館內 

兒童、青少年、

成人 
 

 10 udn數位閱讀電子書★ 電子書 綜合 中文 不限館內 青少年、成人  

  11 Tumble 兒童電子書★ 電子書 繪本 英文 不限館內 親子、兒童   

  12 
FunPark童書夢工廠數

位互動電子繪本★ 
電子書 繪本 中文、英文 不限館內 親子、兒童   

  13 
小魯文化有聲電子書

★ 
電子書 繪本 中文 不限館內 親子、兒童 同時可 10人上線 

  14 
格林咕嚕熊親子共讀

網電子書 
電子書 繪本 中文 不限館內 親子、兒童   

  15 
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

讀網 
電子書 繪本 中文 不限館內 親子、兒童   

 
說明 1：標示★表示該資源可於 iPad等平板電腦使用。 

 
說明 2：不限館內之資源需持有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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