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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 

下列資料庫適用對象：國小 

序號 資源名稱 類型 備註 

1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電子期刊 全文 

2 Easy test 日文檢定課程  影音資源   

3 FunPark 童書夢工廠  電子書 全文 

4 Netlibrary 英文電子書( EBSCOhost 平台)  電子書 全文 

5 Smart Books 故事館資料庫  電子書 全文 

6 TumbleBooks 互動英文電子書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7 中華古蹟學習知識庫  參考工具   

8 中華數字書苑(北大方正電子書)  電子書 全文 

9 中華詩詞資料庫--詩心瀚選  參考工具   

10 中華語文知識庫(中華文化總會) 免費  參考工具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11 兒童文化館(文化部) 免費  電子書 網路資源 

12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2006-2011 年)(國立藝術教育館) 免

費  

影音資源 

電子書 

網路資源 

13 博幼基金會學習網(博幼基金會)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14 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公共圖書館版)  電子書 

影音資源 

  

15 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國資圖版)  電子書 

影音資源 

  

16 哥白尼 21 科學知識庫(1985.02-2001.08)  電子期刊   

17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電子書(國立藝術教育館) 免費  電子書 網路資源 

18 國資圖線上視聽媒體中心(VOD)  影音資源   

19 國際運動競賽動畫專輯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20 圓夢繪本資料庫  電子書 

影音資源 

  

21 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網(公共圖書館版)  電子書 

影音資源 

  

22 幼兒生命教育學習服務網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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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愛學網(教育部)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24 探索秘密花園(科博館)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25 推薦閱讀資料庫(暨南大學) 免費  索引摘要 

參考工具 

書目 

  

26 文化音像數位資料庫(風潮音樂)  影音資源   

27 昆蟲圖鑑小百科  參考工具 

影音資源 

  

28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 免費  參考工具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29 牛頓教科書影音資料館  影音資源   

30 牛頓教科書自然教學寶庫-實驗篇  影音資源   

31 空中美語-GEPT 全民英檢測驗系統  影音資源   

32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電子期刊 

影音資源 

  

33 節慶大書  影音資源   

34 紙雕狂歡節  影音資源   

35 網路遊 e 室(國立台灣美術館)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36 老夫子 e 教室  電子書   

37 聯合知識庫. 原版報紙資料庫(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

報)  

報紙 

參考工具 

  

38 臺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39 臺灣古蹟學習知識庫  參考工具 

影音資源 

  

40 臺灣史知識庫(1291-2006)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1 臺灣地理線上百科資料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2 臺灣生態筆記資料庫  影音資源   

43 臺灣百年時空知識庫(1895-2000)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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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 兩棲爬蟲篇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5 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 海洋生態篇( 臺灣海洋生態影

音資料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6 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 鳥類篇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7 臺灣蕨類學習知識庫  參考工具   

48 臺灣鄉土語言影音資料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9 臺灣魚類學習知識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50 華藝自然世界(airiti Nature)  參考工具   

51 蔡志忠漫畫改編電腦動畫資料庫(*「全文檢索」功能暫時無

法使用)  

影音資源   

5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行政院原委會)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53 親親文化 Little Kiss 電子書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54 解密圖書 DNA  影音資源   

55 長晉 FunBook 雲端悅讀網  電子書 

影音資源 

  

56 阿莫說故事-台灣原住民口傳故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免費  

影音資源 

電子書 

網路資源 

57 雄獅美術知識庫  電子期刊 

參考工具 

全文 

58 電子書服務平台  電子書 全文 

59 音象先修網九年一貫數位學習課程  影音資源 限館內使用 

60 音象兒童動畫影片教學資料庫  影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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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 

下列資料庫適用對象：國中 

序號 資源名稱 類型 備註 

1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電子期刊 全文 

2 Easy test 日文檢定課程  影音資源   

3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Archive 1888-1994 (國家地理

雜誌 1888-1994)  

電子期刊   

4 Netlibrary 英文電子書( EBSCOhost 平台)  電子書 全文 

5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  影音資源   

6 TumbleBooks 互動英文電子書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7 udn 電子書庫(原 UDN 數位閱讀網)  電子書 全文 

8 中國大百科全書  參考工具   

9 中華古蹟學習知識庫  參考工具   

10 中華數字書苑(北大方正電子書)  電子書 全文 

11 中華詩詞資料庫--詩心瀚選  參考工具   

12 中華語文知識庫(中華文化總會) 免費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網路資源 

13 博幼基金會學習網(博幼基金會)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14 國家文化資料庫 免費  參考工具   

1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電子書(國立藝術教育館) 免費  電子書 網路資源 

16 國資圖線上視聽媒體中心(VOD)  影音資源   

17 國際運動競賽動畫專輯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18 圓夢繪本資料庫  電子書 

影音資源 

  

19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7 刊）  電子期刊 全文 

20 愛學網(教育部)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21 探索秘密花園(科博館)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22 推薦閱讀資料庫(暨南大學) 免費  索引摘要 

參考工具 

書目 

  

23 故宮文物寶藏影音資料庫  影音資源   

24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中研院) 免費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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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化音像數位資料庫(風潮音樂)  影音資源   

26 昆蟲圖鑑小百科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27 歷代書法碑帖集成  參考工具   

28 民國近代史料資料庫  參考工具 全文 

29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 免費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網路資源 

30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中英對照版)  電子期刊 全文 

31 科學月刊科普知識庫(1970-1999)  電子期刊   

32 空中美語-GEPT 全民英檢測驗系統  影音資源   

33 空中美語-TOEIC 情境影音主題課程  影音資源   

34 空中美語-文法大燜鍋 Show 影音互動課程  影音資源   

35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電子期刊 

影音資源 

  

36 線上臺灣歷史辭典(1541-2007)  參考工具   

37 老夫子 e 教室  電子書   

38 聯合知識庫. 原版報紙資料庫(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  報紙 

參考工具 

  

39 臺灣人物誌(日治時期)上中下合集(1895-1945)  參考工具   

40 臺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1 臺灣古蹟學習知識庫  參考工具 

影音資源 

  

42 臺灣史知識庫(1291-2006)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3 臺灣地理線上百科資料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4 臺灣大事記資料庫(1895-1975)  參考工具   

45 臺灣生態筆記資料庫  影音資源   

46 臺灣當代人物誌(1946-1990)  參考工具   

47 臺灣百年時空知識庫(1895-2000)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48 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 兩棲爬蟲篇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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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 海洋生態篇( 臺灣海洋生態影音資料

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50 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 鳥類篇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51 臺灣蕨類學習知識庫  參考工具   

52 臺灣鄉土語言影音資料庫  影音資源   

53 臺灣魚類學習知識庫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54 華藝自然世界(airiti Nature)  參考工具   

55 蔡志忠漫畫改編電腦動畫資料庫(*「全文檢索」功能暫時無法使

用)  

影音資源   

56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行政院原委會)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57 解密圖書 DNA  影音資源   

58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59 長晉 FunBook 雲端悅讀網  電子書 

影音資源 

  

60 雄獅美術知識庫  電子期刊 

參考工具 

全文 

61 電子書服務平台  電子書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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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 

下列資料庫適用對象：高中 

序號 資源名稱 類型 備註 

1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電子期刊 全文 

2 IELTS 雅思模擬測驗系統(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影音資源   

3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Archive 1888-1994 

(國家地理雜誌 1888-1994)  

電子期刊   

4 Netlibrary 英文電子書( EBSCOhost 平台)  電子書 全文 

5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  影音資源   

6 PELAPELA 日本語學習資料庫  影音資源   

7 TumbleBooks 互動英文電子書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8 Wiley 電子書  電子書 全文 

9 ebrary 英文電子書  電子書 全文 

10 iBT 托福線上模擬測驗系統(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

台)  

影音資源   

11 udn 電子書庫(原 UDN 數位閱讀網)  電子書 全文 

12 中國大百科全書  參考工具   

13 中國時報全文報紙影像資料庫(民國 80-88 年)  報紙 

索引摘要 

  

14 中國時報全版影像暨標題索引(民國 39-88 年)  報紙 

索引摘要 

  

15 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1928.02-1995)  報紙   

16 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 CLISA(1955-2005)  參考工具 

索引摘要 

  

17 中文在線電子書  電子書 全文 

18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華藝線上圖書館)  電子期刊 

參考工具 

全文 

19 中華數字書苑(北大方正電子書)  電子書 全文 

20 中華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1996-2003；2007-2008)  報紙   

21 光華雜誌中英對照知識庫(1976-2010)  電子期刊 全文 

22 博幼基金會學習網(博幼基金會)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23 博碩士論文總目錄光碟(84-90 學年度)  索引摘要   

http://ers.nlpi.edu.tw/idser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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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台灣新聞智慧網(台智網)  報紙 收錄 9 種報紙標題

索引及中國時報、聯

合報、經濟日報全版

影像 

25 商業周刊知識庫(2008-2012)  電子期刊   

26 國家文化資料庫 免費  參考工具   

27 國資圖線上視聽媒體中心(VOD)  影音資源   

28 圓夢繪本資料庫  電子書 

影音資源 

  

29 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資料範圍至 94 年 12 月底)  報紙 

索引摘要 

  

30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7 刊）  電子期刊 全文 

31 愛學網(教育部)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32 推薦閱讀資料庫(暨南大學) 免費  索引摘要 

參考工具 

書目 

  

33 故宮文物寶藏影音資料庫  影音資源   

34 數位典藏服務網  電子期刊 

報紙 

參考工具 

  

35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中研院) 免費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網路資源 

36 文化音像數位資料庫(風潮音樂)  影音資源   

37 新聞知識庫(資料範圍 1928/2/1 至 2017/12/31)  報紙 收錄 8 種報紙標題

索引及中國時報、聯

合報、經濟日報全版

影像 

38 歷代書法碑帖集成  參考工具   

39 民國近代史料資料庫  參考工具 全文 

40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 免費  影音資源 

參考工具 

網路資源 

41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中英對照版)  電子期刊 全文 

42 科學月刊科普知識庫(1970-1999)  電子期刊   

43 空中美語-GEPT 全民英檢測驗系統  影音資源   

44 空中美語-NEW TOEIC 新多益測驗系統  影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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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空中美語-TOEIC 情境影音主題課程  影音資源   

46 空中美語-文法大燜鍋 Show 影音互動課程  影音資源   

47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電子期刊 

影音資源 

  

48 線上臺灣歷史辭典(1541-2007)  參考工具   

49 聯合知識庫. 原版報紙資料庫(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

日報)  

報紙 

參考工具 

  

50 臺灣人物誌(日治時期)上中下合集(1895-1945)  參考工具   

51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免費  學位論文 

參考工具 

索引摘要 

  

52 臺灣大事記資料庫(1895-1975)  參考工具   

53 臺灣學術書知識庫(台灣學術書知識庫)  電子書 全文 

54 臺灣日誌資料庫(1895-1945)  參考工具   

55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免費  參考工具 

索引摘要 

  

56 臺灣生態筆記資料庫  影音資源   

57 臺灣當代人物誌(1946-1990)  參考工具   

58 臺灣莎士比亞資料庫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59 臺灣鄉土語言影音資料庫  影音資源   

60 華藝自然世界(airiti Nature)  參考工具   

6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行政院原委會) 免費  影音資源 網路資源 

62 設計師之手  參考工具   

63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電子書 

影音資源 

全文 

64 雄獅美術知識庫  電子期刊 

參考工具 

全文 

65 電子書服務平台  電子書 全文 

66 高中職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網 免費  參考工具 網路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