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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S
北二區
基地營

N2 Base Camp

基地營：提供安全的空間與設備 2

攻頂之前請在基地營妥善準備 ...
帶著學生證或教師證就可出發 ...

北二區整體規劃之主軸：

基地營服務標章

循著北二區的 TRAILS 一起攻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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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教學館博雅教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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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學校設有四個基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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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1) 北二區辦公室北二區辦公室
(A2) (A2) 學習開放空間學習開放空間

(C) TechComm(C) TechComm



(A1) 博雅教學館五樓 – Teaching Commons

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辦公室

北二區
基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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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二區資源中心總辦公室

北二區 Teaching Commons

五樓中心玄關

北二區辦公室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學校的教學發展中心辦公室

北二區所有業務之洽詢與協助

歡迎北二區教師或 TA 自由取用咖啡熱茶

電
梯

教學發展中心接待大廳



(A2) 博雅教學館四樓 - 第二學習開放空間
服務對象：

北二區各校全體師生

服務項目：

個別學習諮詢、小組討論

空間設備：

電子期刊查詢區、沙發區

圓桌區、吧檯區、露臺區

諮詢室、會議室、服務臺

開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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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大備有相當完全的電子資訊期刊

(2)中心已設立專區以供夥伴學校使用

(3)專設服務管道可解決各種特殊需求

友校師生以基地營為起點，可以快

速獲得所需電子資訊，有任何特殊

需求，也隨時有可靠的服務管道。

建立方便可靠的知識服務管道

北二區知識服務：

(1) 暢通區內師生入館

(2) 擴大執行館際合作

(3) 建立電子查詢專區

(4) 代管機構典藏系統

(5) 共享機構典藏資源

北二區
基地營

N2 Base Camp

學習開放空間

圖書館地下室 B1

北二區
基地營

N2 專用查詢站

(B) 總圖書館地下一樓：第一學習開放空間 6

出示各校證件即可進入使用

週一至週五：08:30~22:30
週六、週日：10:00~17:00



(C) TechComm：科技共同空間 7

生科院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

(1)目前建制六個平台、四個儀器核心

(2)大小儀器超過百件，均能登記使用

(3)配合培訓課程，科技得以深植學生

(4)有護照制度，獲得認證可自行上機

(5)十名專任人員熱心技術服務及諮商

(6)使用者付費，北二區使用者均半價

(1)中心學校生科院建構的科技服務平台

(2)北二區提供機制鼓勵夥伴學校多利用

(3)將逐年搜尋並開放北二區之共同設施

如何開始？

(1) 請先上網查詢需要的儀器與規格

(2) TechComm 經常舉辦培訓工作坊

(3) 以北二區護照登錄並取得使用權

(4) 技術諮詢服務是重要的功能之一

(5) 最方便的方法： 請電 3366 9680

(6) 快速進入網頁請搜尋 TechComm

(7) 網頁有比較詳細的 pps 說明檔案

TC1 
基因體學

TC2 
生物資訊學

TC3 
蛋白質體學

TC4 
免疫學工具

TC5 
生物影像

TC6 
研究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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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一學習開放空間

位置：臺大總圖書館地下一樓

電子期刊、圖書查詢專區

個別學習諮詢、討論室

圖書館際合作、機構典藏

週一至週五：08:30~22:30
週六、週日：10:00~17:00
(02) 3366 9593

(A1) Teaching Commons

位置：博雅教學館五樓

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辦公室

北二區教學資源中心辦公室

教師及 TA 開放空間

討論桌、咖啡桌、接待大廳

教學諮詢與微型教學服務

週一至週五：09:00~17:00
(02) 3366 3367 ext 504

(A2) 第二學習開放空間

位置：博雅教學館四樓

電子期刊、圖書查詢專區

個別學習諮詢、討論室、服務臺

沙發區、圓桌區、吧檯區

諮詢室、會議室、露臺區

週一至週五：09:00~21:00
(02) 3366 3367 ext 555

(C) TechComm

位置：生命科學館三樓

生物科技共同空間

六大生物科技服務平台

電子期刊、圖書查詢專區

生物科技諮詢、討論室

週一至週五：09:00~18:00
(02) 3366 9680
搜尋網址：TechComm

如何方便抵達？

最方便的方法是搭捷運

由臺北車站：新店線 (綠線)
公館站下車

2 號出口：舟山路生科館

3 號出口：臺灣大學正門

開車可由新生南路下停車場

很多公車在新生南路設站：

52, 253, 280, 284, 290, 291, 
311, 505, 642, 907, 0南, 指南1

使用基地營的原則

(1) 夥伴學校師生均可利用

(2) 請攜帶有效之證件進入

(3) 有北二區專屬查詢電腦

(4) 務必遵守各單位之規定

(5) 歡迎提出任何特殊需求

其他有關北二區之深度資訊，請以『北二區』上網搜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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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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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出口

(步行時間)

歡迎先以電話洽詢，或者預約造訪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