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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0期  民國 90年 2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最新消息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讓您即時取得中文期刊全文資料！／歡迎多加使用電子期刊！／新

購資料庫正式啟用！／請各系所每年至少提撥十萬元採購圖書！／活動預告 竭誠歡迎舊雨新知—法社

分館 主題館藏—生涯規劃 FAQ—電腦線上目錄（OPAC）顯示「上架中」的書，多久後才能借到呢？

／查尋 OPAC 時，遇到館藏狀態顯現「編目中」時，怎麼辦？／何謂密碼(PIN)？如何設定？／如何查尋

館內日文期刊？ 90年3月視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讓您即時取

得中文期刊全文資料！ 

本館新購國家圖書館之「遠距圖書服務

系統」，即日起，您於「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

引」中所查得之期刊文獻資料，只要點選「複

印本文」，即可列印經掃描之全文資料，省時

又方便！惟尚未掃描及近六個月內期刊文

獻，無法線上列印，但可查詢本館館藏目錄是

否有收藏，本館若無館藏，則可透過館際合作

系統申請或以遠距服務個人閱覽證訂購。 

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 

tw）之「資料庫檢索」項目進入，點選「中

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列印前請

先下載安裝HyView影像瀏覽軟體，並限

於臺大校園網路內使用（即IP為140.112. 

x.x），請勿設定代理伺服器（proxy）。（推

廣服務組提供） 

歡迎多加使用電子期刊！ 

圖書館積極訂購電子全文期刊，以方便

全校師生上網檢索利用，目前已整理約 6000
種電子期刊，您可以進入圖書館網站，點選「電

子期刊」，或點選「館藏目錄」鍵入電子期刊

名稱，歡迎您多加利用！（編目組提供） 

新購資料庫正式啟用！ 

為加強讀者服務，蒐集各學科研究資

源，本年度新購之資料庫：中國期刊網（文史

哲專輯）、 ProQuest Education Complete、
JSTOR、Wilson Art Abstracts（以上資料庫介
紹請見館訊新八期）、產業資訊網（ITIS）、中
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Music Index（Web版）已正式啟用，
歡迎全校師生上網使用。 
新增資料庫介紹： 

□產業資訊網（ITIS） 

臺灣地區主要的製造業廠商及貿易商資

料，共計超過 27 萬筆，含各項商品及對各
國進出口統計及圖表分析，及工業 2091 項
產品查詢與 655項產品群產銷統計。收錄年
限—製造業及貿易廠商資料庫：持續更新；

進出口統計資料庫：過去五年年度資料及當

年度累計資料；產銷統計資料庫：75年至今
之年度及月份產品群產銷統計（以上資料庫

更新時效會較實際月份約延遲 2-3個月）。 

□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 
收錄國內專利相關資訊（尚無提供專利說明

書）。收錄年限—書目資料庫：民國 39年迄
今；專利圖形資料庫：民國 86年 5月迄今。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收錄報紙、期刊、簡訊、新聞稿和 1971 年
至今的美國專利等六千種以上之出版品，

95% 以上為全文資料，內容大致可分成五
大類：新聞、商業、法律、醫學、和參考類。

收錄年限依文獻類別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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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Index（Web 版） 

音樂文獻索引，收錄約 640種期刊，主題涵
蓋古典樂與流行樂，亦收錄音樂家相關之書

評、樂評、首演、訃文等資訊。收錄年限為

1979年迄今。（推廣服務組提供） 

請各系所每年至少提撥

〸萬元採購圖書！！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日前函請圖書館

研擬方案，解決系所購書意願低落問題，冀

以落實本校 88.10.26 第 2176 次行政會議決

議：「各系所每年應自所分配得之圖書儀器

設備費中至少提撥新臺幣壹拾萬元，用以採

購與系所研究教學相關之圖書，以維各學科

館藏均衡成長」。經提案於 90.2.13 第2183

次行政會議討論決議：凡年度未購書及購書

未達最低購書款十萬元之系所，於次一年度

分配圖書儀器設備費時，扣除其前一年度購

書未達十萬元之差額款，扣除款項撥由圖書

館統籌使用，並自九十會計年度開始統計，

九十一會計年度起執行。（採訪組提供） 

 
 
 

國內近來吹起一股「高行健」旋風，加

上剛落幕的 2001 年台北國際書展，您對中書
西譯應該不陌生吧！圖書館有幸與香港中文

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合作，即將於 90 年 3 月 2
日至 3月 23日假圖書館五樓特藏資料展覽區
展出十一位中文書翻譯者手稿資料。 

為配合 2001年臺大杜鵑花節，圖書館將
於 3月 10、11日兩天開放館舍參觀，並舉辦
相關活動，歡迎您屆時到館參觀！ 

（館長室組員 張慈玲整理） 

 

【館務報導】 

竭誠歡迎舊雨新知——法社分館 

「法社分館」？！當您聽到這個名稱時可

能會問，臺大何時成立了新單位，在哪裡呢？

或許您沒聽過「法社分館」，但是有聽過「法

圖」吧！「法社分館」和「法圖」有沒有關係

呢？沒錯，「法圖」就是「法社分館」的前身，

也就是當您踏進徐州路 21 號法律、社會科學

院的大門，右邊的第二棟大樓！ 

「法社分館」的前世今生 

當「法社分館」還稱「法圖」的時代，要

追溯至民國三十六年，民國三十六年七月臺大

接收了「臺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及「省

立法商學院」的圖書，另外由總圖將「台北帝

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圖書移來合併而成立

了「法學院圖書分館」，由於當時的館舍是一

棟舊平房，太小不敷使用，乃興建新館，並於

民國五十二年底正式提供師生使用。民國八十

八年八月，為配合原法學院分設為法律學院和

社會科學院，「法圖」也跟著改名為「法律暨

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簡稱「法社分館」。 

此外，法、社學院區內還有兩個和「法社

分館」不屬於同一棟大樓的圖書室，它們都是

民國七十四年九月間成立的：「法政研究圖書

室」或簡稱「法政研圖」—位於綜合大樓二至

四樓，館藏為法律學院、政治系所專業圖書；

另外「經濟研究所圖書室」或簡稱「經研圖」，

則位於經研大樓的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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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分館」、「法政研圖」和「經研圖」

藏有不一樣的寶藏！ 

「法社分館」、「法政研圖」及「經研圖」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簡單地說，「法社分

館」之典藏以一般性社會科學類中外文期刊、

圖書為主，而「法政研圖」和「經研圖」則以

典藏專業性圖書、外文期刊為主；「法政研圖」

收藏的是關於法律、政治領域的資料，而「經

研圖」收藏的則是經濟學、財政、統計學等資

料。 

當您想要尋訪社會科學類或法律類的一

般中文書籍、期刊、日據舊藏，那麼就來「法

社分館」挖寶吧！如果一般的中文書籍、期刊

無法滿足您的需求，或您想要更深入的資料或

外文資料，那麼就走個幾步到隔壁的「法政研

圖」或「經研圖」吧！不論您走到哪裡，這三

個單位的館員們，都將熱誠地以其專業知識，

陪伴著您找到您所需的資料為止！ 

我們不只提供借還

書服務喔 !! 

在網路技術發達的今日，資料的尋找，

已經不再侷限於實體的書籍期刊了，線上資料

庫或電子期刊可以無國界地提供全世界的使

用者查詢其內的資料，「法社分館」的一樓有

「電子資料庫檢索區」，您可以在此使用電腦

檢索查詢各種線上資料庫。可是資料庫有那麼

多種，不會用怎麼辦？沒關係，「法社分館」

的館員們會應您的要求，為您解說資料庫的使

用方式，甚至您還可以跟我們預約時間，我們

會為您「個別指導」喔！ 

在網路上遇到「法社

分館」⋯ 

 

相信大家都知道，為了節省在書架上找

書的時間，透過網路上的線上檢索目錄搜尋您

要的資料是很方便快速的，尤其當您要的書籍

被借走時，您就可以省去白跑的時間啦！甚至

還可以線上預約呢！在此，要提醒大家的是，

當您查尋一本書的記錄時，如果在「館藏地」

一欄顯示的分別是【法社分館（原法圖）】、【法

政研圖】、【經濟系圖書室】這樣的字眼時，那

這本書才是分別在「法社分館」、「法研圖」和

「經研圖」，如果顯示的是其他館藏地，那麼

就很抱歉，您只得到其他館藏地去和它相會

了！所以千萬要看清楚館藏地，不要跑錯地方

白忙一場喔！ 

說了半天，「法社分館」

到底怎麼去⋯ 

若您是在校總區上課，可能會問「法社

分館」怎麼去呢？告訴您「法社分館」和校總

區上課期間有校車往返，您可以在傅鐘前搭校

車前來；也可以在公館搭乘捷運，在「臺大醫

院」站下車，沿臺大醫院穿過中山南路，轉徐

州路，順著芳香樟樹成蔭的徐州路走，過兩個

紅綠燈便到了！或在「善導寺」站下車，沿著

紹興南路過兩個紅綠燈，左轉徐州路也可到

法、社學院。 

「法社分館」竭誠地歡迎舊雨新知，不

論您從何處來，我們都將為您提供各方面的服

務，若您到了「法社分館」時有任何問題，請

不要客氣，隨時跟櫃檯的館員洽詢，或者若您

不在館內而有任何問題，也不要猶豫，拿起電

話撥(02)2351-9641轉313或歡迎到我們的網頁

http://lkserver.law.ntu.edu.tw/參觀。 

 

（法社分館主任 莊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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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藏】 

生 涯 規 劃      

生涯規劃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一生中想及早確立的目標，並學習因應多變的環境。透過規

劃協助我們在不同階段重新審視自己，並可幫助彩繪我們的人生藍圖，快樂地學習與成長。

俗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親愛的朋友們，是不是想立刻行動呢！以下是本期編輯小組為您整

理的相關資料，希望能對您有所助益。 

館藏指引─利用以下的訣竅，您可以找到圖書館相關的館藏 

1.分類號：書之類號好比人家裡的地址，讀者可循此找出特定資料，亦可瀏覽

相關館藏－ 

 

◎中文圖書：本館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 

 

177 應用心理 

177.2 成功的生活 

177.7 職業興趣 

191 人生哲學 

192.1 修身 

192.14 成年 

525.7 高等教育管理及訓育 

527.48 職業輔導 

542.7 職業問題 

542.74 職業與身份 

542.77 就業 

544.5 婦女 

544.52 婦女之地位 

544.536 婚後工作 

 

◎西文圖書：本館採用「美國圖會圖書館分類法」 

HF5381    Vocational guidance. Career development 
HF5382.5.A-.5.Z Occupation descriptions (Collective)—By region or country, A-Z 
HF5382.7-.75 Job hunting 
HF5384    Career changes 
HF5549.5.C35   Career development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LC1043    Vocational education. Gene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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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題：可應用於查檢標題目錄、資料庫之主題與關鍵字檢索— 

Career changes 

Career development 

Job hunting 

Vocational guidance 

光碟及線上資料庫 

1.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收錄臺灣及部份港澳地區所出版的中文期刊、學報約

2700餘種，提供民國80年以來所刊載的各類期刊論文篇目及全文。 

2.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With Abstracts 1981—〈社會科學引用索引資料庫〉——收錄1500

餘種主要社會科學期刊論文及其引用文獻，範圍包括社會科學、歷史、地理、法律、語言、

統計、都市發展等。 

3.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1986—〈社會科學全文電子期刊〉——為Bell & Howell 公司

提供之線上資料庫，涵蓋人類學、社區健康及醫療、經濟、國際關係、心理學、社會工作及

公共福利、社會學等。 

視聽資料－以總圖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之館藏資料為主推薦介紹

1.如何做好生涯規劃    (AC) 191.08/4728/v.2/no.1-2 

2.保險從業人員的生涯規劃    (AC) 561.07/4028/v.5/no.1-2 

3.命理生涯規劃：生涯DIY    (AC) 191.08/4728/v.11/no.1-2 

4.如何做好生涯規劃    (AC) 191.08/4728/v.2/no.1-2 

5.如何做好個人生涯規劃    (AC) 494.08/8030/v.22/no.1-2 

6.彩繪生命的藍圖：談生涯規劃    (AC) 191.07/9052/F101/no.1-2 

7.我的未來不是夢：生涯發展與規劃    (AC) 073/9522/v.8/no.1-2 

8.眭澔平與你談心：生涯規劃高招祕笈    (AC) 782.887/6431-1/casset.1-2 

推薦書目 

1.生涯規劃技巧：圓一場人生大夢／余朝權著  民 81 年，長程出版，台灣英文雜誌經銷（醫

分館  191/8044） 

2.生涯規劃概論、生涯與生活篇／黃天中著  民 84 年，桂冠（總圖 2 樓人社資料區  

177.2/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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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涯規劃的藝術／達樂頓（Gene W. Dalton），湯普生（Paul H. Thompson）合著，鄒應瑗譯  民

80年，中國生產力中心出版，聯經總經銷（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542.74/3815） 

4.生涯規劃與生活技巧：主宰你個人和職業的成長／理查.賴德（Richard J. Leider）作，陳淑惠

譯  民86年，新苗文化（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177/5724） 

5.別再說了！現在就為你的人生做好規劃：建立成功的生涯規劃／溫蒂‧赫胥，查理斯‧傑克

森作，林欣穎譯  民88年，種籽文化（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192.1/4417） 

6.圓滿人生不是夢：兩性生涯規劃備忘錄／林幸台，張小鳳編  民 81 年，時報文化（總圖 2

樓人社資料區  192.14/4442） 

7.大學生生涯發展與規畫手冊／林清文著  民89年，心理（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525.78/4430） 

8.奇妙的生涯轉機／廖輝英等著，吳娟瑜主編  民 80 年，方智（總圖 2 樓人社資料區  

544.5/0094） 

9.彩繪全方位的生涯規劃／魏淑嬌著  民87年，魏淑嬌（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177.2/2634） 

10.生涯探索與規劃：我的生涯手冊／吳芝儀著  民 89 年，濤石文化（總圖 2 樓人社資料區

177.2/2642） 

11.走出生涯迷思：社會新鮮人生涯規劃專書／經濟日報編著  民83年，經濟日報社（總圖2

樓人社資料區  525.7/4022） 

12.眭澔平與你談心：生涯規劃高招秘笈／眭澔平著  民80年，張老師（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法社分館  782.887/6431） 

13.身心障礙者生涯規劃與轉銜教育／林宏熾著  民89年，五南（總圖2樓人社資料區  529.6/ 

4439/2000） 

14.Career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edited by David H. Montross and Christopher J. 
Shinkman with twenty-six contributors c1992 C.C. Thomas（總圖 2樓人社資料區 HF5549.5. 
C35 C364 1992） 

（法社分館組員 何淑銘．編目組組員 白朝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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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電腦線上目錄（OPAC）查到顯示

「上架中」的書，多久後才能借

到呢？ 

A：依系統設定當書歸還時，會有 48 小時的
時間該書狀態是呈現上架中，表示預留

48 小時的上書時間，不過實際上流通的
同仁通常當天或隔天一早就會將書推上

二、四樓，所以當您看到上架中時，您可

直接先去書架上找看看，沒有的話再試試

櫃台旁的待上架的書車，再沒有的話，可

請櫃台館員代查看看還書時間，也可能書

才還，還在一樓還書櫃台，那就麻煩一樓

借還書櫃台的館員替您找出了。（閱覽組

提供） 

Q：查尋 OPAC 時，遇到館藏狀態顯

現「編目中」時，怎麼辦？ 

A：編目中的書是本館已購入但正由編目組編
目中的書，此類書籍您可在線上直接進行

預約，預約訊息傳遞至編目組後，編目組

會將此書進行急編，待編目完成送到館藏

單位時會儘速通知預約者前來借書。（法社

分館提供） 

 

 

 

 

 

 

 

Q：何謂密碼（PIN）？如何設定？ 

A：當您透過本館網頁查詢個人借閱記錄時，
畫面會出現要求輸入密碼（PIN）的欄位，

PIN是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的縮

寫，有點像銀行提款卡的密碼，未設定過

PIN的讀者可想好一組易記住的英文字母

或數字當成個人的密碼，其作用在保護個

人隱私，只接受您個人才能查看借閱詳情

或進行預約、續借及推薦書刊等功能。（法

社分館提供） 

 

 

 

 

Q：如何查尋館內日文期刊？ 

A：查詢館內的日文期刊，若刊名為漢字，可
直接於TULIPS輸入中文，可查到該期刊

的館藏資料，若刊名為平假名或片假名，

則需利用櫻花輸入法輸入日文，才能查到

資料。另外目前圖書館並無檢索日文期刊

文章的資料庫，有紙本式的〝雜誌記事索

引〞（於一樓參考書區），但僅收藏至1995

年。（推廣服務組提供） 

 

（法社分館組員 何淑銘、編目組組員 白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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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90年3月份自播頻道節目預告，歡迎您前往

觀賞聆聽。 

一、有線電視播放服務 

 【頻道 38：台大知識頻道】【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三月  主題：多變的氣象  主題：紀念巴哈（Part I） 

3/05—3/11  氣象學  音樂世家：巴哈家族 

3/12—3/18  颶風  音樂大師說故事：巴哈 

3/19—3/25  龍捲風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音樂花園 

3/26—4/01  閃電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建築的聲音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播放日期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3/05—4/01  主題：圓舞曲之王約翰史特勞士 主題：中國民間小調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女性主義 
3/05—3/11 工作中的女性（李元貞主講） 

3/12—3/18 忙與盲：工商社會的女性（張艾嘉主講） 

3/19—3/25 自在女人心：單身女人也逍遙（馬健君主講） 

3/26—4/01 女人的性革命：女性主義性解放（何春蕤主講） 

以上節目詳細介紹或異動情形，請參見多媒體服務中心網頁(http://140.112.195.87/guide)。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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