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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計畫網頁-政治大學圖書館

請從圖書館首頁左下角「快速連結」中
點選圖示進入點選圖示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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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計畫網頁-文藻外語學院圖書館

請點入第100項計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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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網頁german2.nccu.edu.tw 

請點選上方橫欄「免費資源 。請點選上方橫欄「免費資源」。
免費資源共328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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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網頁german2.nccu.edu.tw 

點選左方橫欄「國際重要學術資源點選左方橫欄「國際重要學術資源」。
依國家及性質列出重要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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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Nationalbibliothek

•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 線上免費數位資源線上免費數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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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ionalbibliotheke‐ Datenbanken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說明 使用對象
收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1933-

德國國家
圖書館

德國海外流亡文學典藏計
畫 Exilpresse digital

收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1933
1945) 31種報章雜誌中發表的流
亡文學，對流亡文學研究相當有
價值 文學研究者 /

歷史研究者納粹時代猶太文學出版品圖書館 歷史研究者納粹時代猶太文學出版品
典藏計畫 Jüdische Periodika
in NS-Deutschland

收錄納粹時期(1933-1938)猶太文
學相關的25份出版品

收錄1716- 1939年奧匈帝國及奧

奧地利報紙數位典藏計畫
ANNO

地利曾發行過的131種報章期刊，
藉由數位電子檔，讀者能在遠端
線上觀看文章，而不受文件保存
或距離時間的限制

文學研究者 /
歷史研究者

奧地利
國家圖書館

歷史法條及法案數位典藏
計畫ALEX

收錄奧地利1918-1945年、及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律與法條的全
文掃描檔，藉由數位電子檔，進
入資料庫後可以時間、事件或法
條號碼搜尋條文

文學研究者 /
歷史研究者/
法律研究者國家圖書館 條號碼搜尋條文
法律研究者

女性運動典藏計畫
Frauen in Bewegung

收錄1848年至1918年奧地利女性
運動相關的發表文章及作品 文學研究者 /

女性文學研究女性文學研究
者

當代女性文學典藏計畫
Frauenliteratur der 
österreichischen Moderne

15位當代奧地利女性作家部分線
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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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http://www.d‐nb.de/sammlungen/index.htm  

1 點選

2 請點選「電子出版品」部份進入，

1. 點選
「目錄及典藏」部份。

2.請點選「電子出版品」部份進入，
即可觀看國家圖書館的電子數位典藏成果。

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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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presse Digitalp g
http://deposit.d-nb.de/online/exil/exil.htm

檢索

選擇期刊

點選可選擇放大程度

點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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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presse Digital -Suche

期刊列表

鍵入關鍵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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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presse Digital –Ergebnis p g

檢索結果列表，點入可看全文掃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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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presse Digital –Ergebnis p g

點選pdf後再選擇Anzeige，
即可另存 df檔即可另存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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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er Lesesaal
http://www.onb.ac.at/bibliothek/digitaler_lesesaal.htm

點選奧地利國家圖書館首頁
中的Digitaler Lesesaal，可
觀看國家圖書館的數位典藏觀看國家圖書館的數位典藏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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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 奧地利報紙數位典藏計畫

報紙期刊列表

年代列表

檢索期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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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 奧地利報紙數位典藏計畫

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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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 奧地利報紙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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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archiv Austria 圖片archive

點入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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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archiv Austria 圖片archive

鍵入關鍵字
鍵入關鍵字鍵入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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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enwerke
http://www2.onb.ac.at/ariadne/frauenwerke/index.htm

女性文學數位典藏網站
點選Ariadne另可連結女性文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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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enwerke-Titel

可以標題或作者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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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enwerke-Suchergebnisse 

生平，部分作品及所有作品列表
點選線上文章後會連結至資料庫網站

22



Austrian Literature Online
htt // lit t t/ i l ? i d ihttp://www.literature.at/viewer.alo?viewmode=overvie
w&objid=21719&page=

點選create可下載pdf檔案

23



學術機構- DBIS System

• http://www.bibliothek.uni‐
regensburg.de/dbinfo/?bib_id=ub_r
德國多數大學使用的圖書館平台 由雷根斯堡大學研•德國多數大學使用的圖書館平台，由雷根斯堡大學研
發。

•以學門、名稱分類以學門 名稱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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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ünchen 
www.ub.uni‐muenchen.de/

資料庫期刊目錄

線上論文

點入資料庫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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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ünchen‐ DBIS
學校名稱

學科分類頁面
資料庫數量

學科分類
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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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ünchen‐ DBIS

字母排列頁面
檢索欄位

資料庫權限圖示說明
檢索欄位

綠Ｆ為可免費使用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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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ünchen‐ DBIS

免費資源介紹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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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ojekt
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

• 民間計畫，性質似Wikipedia
• 收錄不含版權的文學(作者已逝)收錄不含版權的文學(作者已逝)
• 語言：英、德、法及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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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ojekt –browse catalogueg j g

作者檢索

關鍵字

多國語言列表
作者名稱列表作者名稱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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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ojekt –Schriftstellerg j

以字母排列作者及收錄
的文章，點選後可進入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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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ojekt –Schriftsteller RilkeGutenberg Projekt Schriftsteller Rilke

作者相關訊息，頁面下
方可連結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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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ojekt – Werke herunterladen g j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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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berg Projekt Online Werkeg j

點選後可看見一文字頁面點選後可看見一文字頁面，
下拉後即可看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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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Germanistik im Netz
http://www.germanistik-im-netz.de/

•電子期刊、資料庫平台

•德語研究及德文學習網站德語研究及德文學習網站

•連結至EZB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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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Germanistik im Netz –Zetschriften 

綠燈才為免費資源。
也收錄Digizeitschriften中的

期刊目錄。期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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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Germanistik im Netz- Datenb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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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Germanistik im Netz- Datenbanken

點選網址後可連結至
線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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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至其他資料庫

點選後觀看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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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L Online  
http://www.iaslonline.de/

• 德國哈根空中大學、慕尼黑大學及基爾大學共同發行
之德國文學、媒體與文化線上免費期刊。

德國文學 媒體與文化的線上免費期刊• 德國文學、媒體與文化的線上免費期刊。

• Rezensionen(評論)、Aufsätze(文章)或Diskussionsforen 
(論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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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L Online -Rezensionen

評論
論文論文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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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L Online -Aufsätze

點入後可看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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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literature Online -
http://www.literature.at/default.alo

•奧地利文學線上資料庫

•線上免費數位資源

•奧地利相關文學，如研究文學、女性主義運動、
女性文學、手稿等

43



Austrian literature Online -
http://www.literature.at/default.alo

檢索 叢書 索引

可以叢書或索引瀏覽
線上期刊列表

資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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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literature Online - Indexes

索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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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文章

點入後可看見全文點入後可看見全文

各種分類的期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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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ärchenlexikon-
http://www.maerchenlexikon.de/ 

•童話線上辭典

•童話及傳說中相關素材的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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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ärchenlexikon-
http://www.maerchenlexikon.de/ 

•教師或個人建立的文學資源網站

•收錄資源多元 點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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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ärchenlexikon-
http://www.maerchenlexikon.de/ 

點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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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彙解釋: 「樹」在童話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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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y p

• 綜合性網站

• 瑞典Lund大學製作

• 國際聯合目錄，英文/德文國際聯合目錄 英文/德文

輸入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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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y p

資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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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B-Elektrischezeitschriftenbibliothek
http://rzblx1.uni-regensburg.de/ezeit/

• DFG補助計畫，雷根斯堡大學執行

• 古籍 電子版過刊 新期刊收錄空間• 古籍、電子版過刊、新期刊收錄空間

• 收錄前述網站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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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B-ElektrischezeitschriftenbibliothekEZB Elektrischezeitschriftenbibliothek

點選做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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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k & Literatur-
htt // k iti h b d /http://www.kritische-ausgabe.de/

點入後可看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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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les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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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les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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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leser.net

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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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leser.net- Hänsel und Gretel 17:17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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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arbeit.de 

作者目錄 上傳文章

60



http://www.hausarbeiten.de/ 標籤雲

點入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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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erbrief.net
http://www.musterbrief.net/musterbrief.net/index.html

書信範例

客戶

保險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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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erbrief.net
http://www.musterbrief.net/musterbrief.net/index.html

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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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erbrief.net
http://www.musterbrief.net/musterbrief.ne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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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ichte und Sprüche 
http://www gedichte-garten de/http://www.gedichte garten.de/

點入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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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ichte und Sprüche 
http://www gedichte-garten de/http://www.gedichte-gart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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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德語相關研究資源

資源類型 資源名稱 來源 說明資源類型 資源名稱 來源 說明

純文字資源

德語語言簡介網站 東吳大學 文化及語言介紹

歐語學程部落格 政治大學
相關藝文活動

歐語學程部落格 政治大學

多語莫敵網站 淡江大學 互動式情境學習

德語發音廣播、訪談

多媒體資源

東吳大學廣播節目
網站

東吳大學
德語發音廣播、訪談

補充教材、語文測驗
多媒體德語教材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庫

d站虛擬世界 台北歌德學院 主題相關連結

語言學習工具 德漢雙向字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德漢雙向，可查羅馬
拼音

德國相關網路資源入口網站 相關網路資源連結 德語相關系所學校 德國相關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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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源的搭配運用
資源性質 名稱 性質 適用對象 適用時機

書目型資料庫
BDSL

價購
研究前期BLLDB書目型資料庫

價購

文學研究者

研究前期

DasinD
Digizeitschriften
Germanistik im Netz

全文資料庫

研究前期/ 中期

Germanistik im Netz

免費
EZB期刊圖書館

Open Access.net
DOAJ全文資料庫 DOAJ
Deutsche
Bildungsserver

免費 語言研究者
研究前期/中期/後

Bildungsforschung 免費 語言研究者
期Bildungsforschung

FIS Bildung
德國國內學術研究地
圖

免費資源
圖

免費
文學研究者 研究後期

國際重要學術資源

德語學習資源
語言學習者 語言學習各階段

德國經典影片
語言學習者 語言學習各階段

視聽資源
德國經典影片

價購電子書 文學研究者 研究前期 /中期 /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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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國科會德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國科會德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http://german2.nccu.edu.tw

Exilpresse Digitalp esse g ta
http://deposit.d-nb.de/online/exil/exil.htm

Frauenwerke
http://www2.onb.ac.at/ariadne/frauenwerke/index.htm

DBIS System
http://rzblx10.uni-
regensburg.de/dbinfo/fachliste.php?bib_id=ub_m&lett=l&color
s=&ocolorss=&ocolors

Gutenberg Projekt
http://www gutenberg org/wiki/Main Page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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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GiN Germanistik im NetGiN‐ Germanistik im Netz
http://www.germanistik-im-netz.de/

IASL Online
http://www.iaslonline.de/

Austrian literature Online
http://www literature at/http://www.literature.at/

Märchenlexikon 
http://www.maerchenlexikon.de/p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http://gso.gbv.de/xslt/DB=1.91/SET=3/TTL=1/?COOKIE=U9
99,K999,I0,B9994++++++,SY,NGAST,D1.91,E327f1feb-99,K999,I0,B9994 ,SY,NGAST,D1.91,E327f1feb
63d,A,H,R163.28.32.100,FY

EZB‐Elektrischezeitschriftenbibliothek
http://rzblx1 uni regensburg de/ezeit/http://rzblx1.uni-regensburg.de/ez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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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德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計畫專任助理：林京瑋小姐計畫專任助理：林京瑋小姐

email: chingwei@nccu.edu.tw,
電話: 02‐29393091 ext 62631電話: 02 29393091 ext 6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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