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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吉祥物
荻之介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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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1.簡介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

•藏書量：約４００萬冊

•圖書館歷史
明治40年（1907年)    6月 東北帝國大學創立

明治44年（1911年） 6月 圖書館創建（片平地區 現・史料館）

昭和24年（1949年） 5月（新制）成立東北大學

昭和48年（1973年）11月 圖書館本館遷移至川內校區

昭和62年（1987年） 引進圖書館情報處理系統

平成19年（2007年） 6月 東北大學創校100周年

平成23年（2011年） 6月 圖書館創立100周年

平成26年（2014年）10月 本館裝修後重新開放
5



本館
（川内校區）

醫學分館
（星陵校區）

農學分館
（青葉山校區）

北青葉山分館
（青葉山校區）

工學分館
（青葉山校區）

部分圖書室×15
（片平校區等）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的構成



2. 圖書館本館的介紹



• 收藏大學生們專用的資料

• 以文科學生的資料為主

• 藏書量：約280萬冊

（東北大學總藏書量約400萬冊）

2-1.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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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館

主要收藏

圖書
－學習用圖書
－研究用圖書

1F～3F
主要收藏

雜誌

４F 貴重書籍閱讀室

二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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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的主要配置



開館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一號館 8：00 ～ 22：00
二號館 8：45 ～ 17：00 

• 周末及假日
一號館 10：00 ～ 22：00
二號館 閉館

＊開館與閉館時間本館與分館有所不同。



入 館

入館時需要學生證等相關證件！

圖書館發行的借書證
（研究生・校外人員等）

職員證
（教職員工）

校友會終生會員證

學生證
（大學生・研究所學生）



櫃 台

學生閱覽室及國際交流
學習室的書籍可以在這

裡歸還。



2-2. 在圖書館能做什麼



可以查閱相關圖書與資料

搜索 閱覽



可以使用相關圖書與資料

複印資料

１號館３台 ２號館２台

出借圖書

使用時需要圖書證／借書證

自助式
借書



可借閱的圖書數量與時間

學生閱覽室
的書籍

書庫
的書籍

二號館裝訂
成冊的雜誌

大學生 １０冊

３個星期

２５冊

６個星期

５冊

１個星期

研究所生 １０冊

３個星期

５０冊

６個星期

５冊

１個星期

●利用My Library（我的圖書館）可以延長借書時間及預約書籍。

●本館以及分館各有不同的借書條件。



可以利用館內電腦及無線網路

網路環境（75台）
印表機（收費）

在圖書館可以適用自己的電腦
或手機連接無線wi-fi。

有筆記型電腦的出借使用服務!



筆記型電腦的自動借出返還儲物櫃

借出 返還
學生證

儲物櫃會自動打開

紅燈: 已借出

藍燈: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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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行小組的學習

包廂式自習空間自由學習閱書空間 小組/團體自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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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可以自由組合使用。 供少人數的小組討論與交流的
包廂座位。

有附螢幕的包廂。

需要透過MyLibrary來
預約的學習室。



可以諮詢與借閱館外圖書

想借閱其他大學的圖書

不知道怎麼
查詢資料

歡迎到諮詢櫃台
來詢問

想要使用無線網路



2-3. 樓層指南



本館入口

展示角落 多用途室**咖啡廳*

*請勿帶紙杯裝的咖啡或食物製圖書閱覽室。 →p.32 マナー
**有活動或會議等活動時可以利用。請到櫃台申請利用時間。



ＰＣエリア（７５台）

ボックス席
フレキシブルワークエリア

グループ学習室

視聴覚資料

新着雑誌

ボックス席

フレキシブルワークエリア

グループ学習室

ＰＣエリア（７５台）

視聴覚資料

入口

新書/雜誌

包廂式自習空間 公用電腦區（７５台）

自由學習閱書空間

視聽覺用資料
小組/團體自習室

主樓層



メインカウ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デスク
★留学生コンシェルジュ

諮詢櫃台
★留學生服務台

主櫃台圖書館相互利用櫃台

主樓層



文庫本、新書、
大型書籍

學生閱覽室
（學閱）２Ｆ
（學閱）１Ｆ

大學生們專用的資料

字典辭典區（事典類）
學生自選書籍區
東北大學相關圖書區



休息室

可以對話、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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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學習室

可以說話

英語廣讀區(Readers)、
留學相關情報、語言學習、

留學生用圖書區



國際交流資料室

安靜區域

研究包廂
（供教職員與研究所學生使
用。需使用MyLibrary預約）

聯合國、歐盟
相關資料。震
災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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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研究所學生，及參
加過書庫使用說明的大學生

可以進入書庫使用

書庫

１３０萬冊以上的研究書籍



二號館

1F 閱覽空間

2,3F 閱覽空間
30

1-3F

按年份收存集冊的

期刊雜誌



２号館
2號館刻白爾天文圖解 / 司馬峻江漢

4F

貴重書籍閱覽室



請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使用手機等的通訊工具會給他人帶來不便，請避免在館內使用。

在館內時手機請使用靜音模式；若需要通話，請使用通話角落。

●淋濕的雨傘請收放在入口處的傘架上。

●請勿使用書籍或是個人物品來占座，若有需要擺放物品請使用儲
物櫃。儲物櫃僅限當天使用。

●在館內只有咖啡廳與休息室等指定的地點可飲食。其他的區域可以
攜帶裝在寶特瓶或是保溫杯等能密封的容器裡的飲料。
另外，圖書館內及館外周邊區域全面禁菸。

●背包等行李不可帶進書庫。請使用書庫入口處的儲物櫃。



搜尋情報/資料的方法

Ⅱ



什麼是OPAC?

能夠檢索圖書館所藏資料的系統

・圖書／書籍

・雜誌

・視聽覺用資料

1. 圖書檢索(OPAC)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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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OPAC
https://opac.library.tohoku.ac.jp/opac/opac_search/

1-1. 如何搜索書籍

35

詳細搜索

輸入圖書相關資料來檢索
（書名・作者・ＩＳＢＮ
號碼・出版者名等）

可以設定更精細的
條件來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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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何搜索書籍

有大學內部與外部的搜索功能

可以指定檢索對象及指定
圖書館分館



37

輸入關鍵字(keyword)

檢索結果的
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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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的結果與數量

標題或出版社等等的資訊

(點開連結來查看相關詳細資訊)



書籍所在地點

Call number

(書籍編號)

記得記錄這個號碼

書籍編號是一串寫在

書背上的數字

是這本書的專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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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何搜索雜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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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雜誌名是
一般名稱、
請指定搜索
「雑誌」

若雜誌名是一般名稱、
請指定「書名(完全形)」

(即標題全文檢索)

請輸入期刊雜誌名！

×請入輸入期刊卷號！！
×請勿輸入論文名或作者名

×請勿指定出版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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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卷數來查看書籍
的詳細藏書位置

可閱覽電子期刊

必需

地點: ECON-Library 

川內校區的經濟學圖書館



雜誌/期刊在圖書館本館的本館位置配置

• 雜誌置放的場所

2號館

1樓：日本雑誌A-I

2樓：日本雑誌J-Z・歐美雑誌A

3樓：歐美雑誌A-Z

• 書籍排序：所有的雑誌/期刊皆依英文字母順序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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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據資料庫(database)

的使用方法

Ⅱ.搜尋情報的方法 > 2.數據資料庫的使用方法



Search & Find > 

Database & Tool Index

Access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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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iNii Articles

• 從大學協會刊行本，大學研究紀要，獲國

立國會圖書館等的雜誌database中收錄的

約有1,700萬個學術論文(主要是日文論文)

• 可往上查閱約400萬件的論文

• 標示參考文獻與被引用文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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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ii Articles
http://ci.nii.ac.jp/

・搜索日文論文
（綜合領域）
・有時可直接閱覽本文



搜索結果的一覽畫面

47

雑誌/期刊名 卷數（卷號）頁面 出版年月日

作者名

摘要

論文名



論文的詳細畫面

可以利用本文的表示

書籍的資訊

使用其他搜索引擎來打開

NDL:國立國會圖書館

CiNii Books: 國內大學圖書館

LINK: 電子期刊

OPAC:附屬圖書館的藏書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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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cience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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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典藏最豐富的電子期刊與電子書集

• 備有世界最大的文獻出版社之一的Elsevier
(愛思薇爾出版社)所發行的2,500本以上的
科學・技術・醫學・社會科學等的電子期刊，
另外還有35,000本以上的電子書

• 只限定校內利用



50

2-2. Science Direct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可用PDF形式讀取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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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cience Direct
Search result example



2-3.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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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檢索人文・社会・自然 還有其他研究領域
的論文的database

• 收錄了約12,000本從1900年開始、影響力大
的雜誌

• 引用情報

• 作者情報

• 可以閱覽所有與大學有簽約的電子期刊

• 只限定校內利用



輸入關鍵字
e.g. education* Japan* eat*

53

2-3. Web of Science
https://webofknowledge.com/



50

可以線上

查看全文

看附屬圖書館的

所藏情報

點擊查看

詳細資料

54

搜尋結果的例子



2-4. Scopus

•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

• 廣泛的目標：典藏量最豐富的圖書／期刊

(文摘・索引)・引用文獻的database

• 圖書收藏範圍：1800年代～

• 約2萬2千本以上的學術雜誌以及重要刊行物

• 只限定校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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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copus
https://www.scopus.com/



發行日、被引用數、關連
度等的重新排列方式

被引用数
（被其他論文引用本論

文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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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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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check 

Tohoku University’s 

subscription

看全文的時候

LINK：可察看本電子期刊
是否有與東北大學簽約

全文：有可能是公開在
出版社網站



2-5. 遠端存取 (Remote Access)

在學外（自家等）訪問電子期刊、電子

書、或是database時

請利用「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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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電子期刊／database 

的一覽頁面裡點取「学認」

2-5.遠端存取 (Remote Access)



確認在校外可以連結的

database一覽，

還有連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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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遠端存取 (Remote Access)



當這個畫面出現時，請輸

入東北大ＩＤ以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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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遠端存取 (Remot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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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服務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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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書館內*的網路使用方式

・如何連結圖書館內的桌上型電腦網路

→請輸入「東北大ＩＤ」

・在館内使用筆記型電腦時、請連結校內ｗｉ-fi

→請輸入「sub-ＩＤ」

什麼是東北大ＩＤ
隨機的10個英數字的文字列（與學籍編號不一樣）。
東北大學入學的同時,會自動為每個學生分配一個號碼，裝在信封裡面
通知各個學生。換學科・入研究所等號碼不會改變。 [例] ab12345678

什麼是 sub-ID

與學號和東北大ID不同，可以自己定義設定的ID。直到自己更新設定
為止，將會是無設定狀態。
Ｓｕｂ- ＩＤ不會由大學分配，必須要自己手動設定。

*本館與各個分館，其他圖書室等的網路連結方法可能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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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ID的設定方法

連接校內wi-fi (eduroam)前、必須先設定sub-ID。

①https://www.srp.tohoku.ac.jp/webmtn/LoginServlet 請至這裡，然後透
過東北大ＩＤ登入
②在左邊的選單「サブID登録」來設定

連接Wi-Fi時、
User ID: sub-ID@student.tohoku.ac.jp

password: 請輸入sub-ID 的密碼

mailto:sub-ID@student.tohoku.ac.jp


2.圖書館的網站首頁

②
①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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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Online Catalog search

②Databases, E-books, E-journals, 
etc.

③Information about all libraries 

of Tohoku University

④My Library



2-1. My Library

●查詢自己的使用情況（借
出狀況･訂閱書籍/資料）

●東北大其他校區圖書館分
館與圖書室所藏書籍的訂閱
申請

●其他大學或機構的相關資
料訂閱申請

●預約使用圖書館內設施

申請了不同於學生證的圖書館卡的學生（研究生等）、利用My Library功能
必需事前申請。請至圖書館本館一樓的諮詢櫃台申請。

My Library是每個學生可以利用的網上個人頁面。

確認自己借出的書，延長借出時間，文獻複製備份的申請等等可以利用網上
服務。請從附屬圖書館的主頁上由東北大ID登入。



2-2. 訂閱書籍或論文

• 位於東北大學其它校區的書籍

→校內訂閱（校區間輸送服務）

• 其它大學的圖書

• 其它校區或其它大學的圖書或論文的複製

→互相利用服務

68



其它校區書籍的訂閱申請
or 已借出書籍的預約

69

預約・校內訂閱書籍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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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 to My Library

Japanese website has a 

direct link to the order page

Interlibrary loan / Photocopy request



從My Library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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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忘記確認領取書籍時的地點

72

互相利用服務（申請畫面）

請填入已知書籍的相關情報



2-3.預約圖書館設施

Choose a room 

and time to use

・小組/團體自習室

・研究個室 等等

.

73



3.留學生支援服務部



留學生支援服務部
我們歡迎你們的圖書館利用與學習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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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詢問圖書館員

76

http://www.library.tohoku.ac.jp/en/mainlibrary/librarian.html

我們有英文, 中文, 或其他語言的工作人員能回答您
關於東北大學圖書館的相關問題與提供相關服務

E-mail電話服務

視訊通話



3-2. Facebook / Twitter
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Concierge 

Service for Int’l Student

77

@TUL_Global



Tohoku University Main Library

Reference Desk

desk@grp.tohoku.ac.jp

022-795-5935

The Basic Guide of 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