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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醫學院圖書分館~本校醫學資訊與服務重鎮
四樓

視聽中心、電腦教室、簡報

對於校總區的讀者而言，位於仁愛路

室、研究小間及閉架圖書室

上醫學校區內的醫學院圖書分館可能有
相當之距離感；但對醫學校區內（醫學

深廣兼具的館藏

院、公衛學院以及臺大醫院）的教師、醫

醫圖館藏旨在支援與配合臺大醫學

生、同學及醫事人員、行政人員來說，醫

校區之教學與研究，以健康科學（Health

圖是其充實專業知識與休閒資訊的來

Sciences）相關資料為主要蒐藏範圍，且

源，提供醫學相關資訊以支援教學與研究

以心理學、生物學、化學、人類學、社會

工作的重要場所。

學、環境科技、教育等學科中與健康科學
相關之主題為輔。收藏之資料類型主要分

屹立不搖的館舍

為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等。

醫圖館舍面積為 5,497 平方公尺，共
分四個樓層，各樓層配置如下：
樓層
一樓

服務項目
流通櫃檯、諮詢服務台、閱報
區及辦公室

一、二樓樓 休閒圖書區
梯間
二樓

三樓

(1) 圖書
包括中、日、西文圖書及臺灣研究資
料（相當珍貴之醫學舊籍）。
(2) 期刊
包括中、西、日、韓文期刊、大陸期
刊、休閒期刊。
(3) 視聽資料

現期期刊室、裝訂期刊室、待

包括雷射影碟、光碟、錄影帶、錄音

裝期刊室、醫學人文區、期刊

帶、幻燈片、電影片、投影片、縮影

辦公室及複印室

片、磁片及圖片等。

參考室、資訊檢索區、核心館

此外，為提昇醫學校區同仁之人文素

藏區、開架圖書室及新書展示

養，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特設置「醫學

區

人文區」及「休閒圖書區」
，提供臺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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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史相關資料以及休閒性讀物之閱覽服

是一非常重要的資訊來源，期刊室負責中

務，歡迎大家前往使用並踴躍捐贈相關圖

外文期刊資料的訂購、登錄、催缺、裝訂、

書資料，以充實該區的館藏。

管理及有關期刊資料之查詢；各類期刊資
料的贈送與交換；外校圖書互借服務；國
內外期刊文獻複印服務以及讀者意見之
蒐集與回覆。如您在使用全文電子期刊上
有疑問時，可洽詢期刊室為您解答。
(3)推廣服務：
負責醫圖首頁的維護；參考諮詢服務；

無限延伸的服務

圖書館導覽與資訊講習課程；光碟暨線上

醫圖在組織上共分為三股，明確分工

資料庫檢索服務；資料庫代檢；個別教

並各司其職，以便為讀者提供最佳的服

學；電子郵件通告服務；提供各種類型的

務：

視聽媒體及掃瞄設備讓讀者使用；提供電

(1)技術服務

腦設備供讀者上機使用文書處理軟體、光

您曾對圖書館的書從那裡來的有所疑

碟資料列印、連線使用電子郵件與學術網

問嗎？瞭解圖書館的技術服務及其工作

路相關服務；協助本校區教職員辦理總區

內容之後，相信能解除您的疑惑。

電算中心 E-Mail 帳號申請事宜以及提供

舉凡圖書館的行政業務，如公文處理；

網路資訊資源供讀者參閱等工作。

經費控制；物品採購；募款活動；紀念品
的開發、行銷等；或是圖書採購受贈業

求新求變的醫圖

務，如新書書訊蒐集、彙整；圖書採購、

「服務、品質、研究」是醫圖所有工

點收；圖書閱選作業；圖書、期刊及視聽

作同仁的工作信念與座右銘，立足於紙本

資料之分類、編目與回溯性書目資料建

醫學典籍及電子化網路資源的基礎之

檔；受贈圖書資料處理；以至於圖書資料

上，提供人性化及高品質的資訊資源服

到館後之加工處理，如新書展示；新書通

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同時更要藉由醫

報之製作；研究計畫用書之處理；教授指

學圖書館服務相關研究計畫之進行，達到

定參考書、核心館藏之管理與維護；休閒

我們追求卓越的理想。

圖書之處理；珍貴醫學舊籍之整理；圖書

竭誠歡迎您到醫圖來使用各類資訊

之管理與維護等等都是技術服務的工作

資源，如果您無法親自前來或想事先對醫

範圍。

圖有所認識，請拜訪我們的首頁，相信能

(2)讀者服務：

滿足您的好奇心與實際需求！

圖書資料經過技術服務一連串的驗

(醫圖推廣股股長 周利玲)

收、編目、分類以及貼書標等洗禮之後，
終於可陳列架上讓有需要的讀者來借
閱；讀者服務部門即是負責書刊資料的借
閱、預約、續借及催還；研究小間之借用
等流通閱覽相關業務。

臺大醫圖
http://ntuml.mc.ntu.edu.tw

此外，期刊文獻對於醫學之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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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教職員著作資料區簡介

你可能還不知道，僻靜隱祕的圖書館

著作區的資料依院系所順序（依次為行政

五樓一角，藏著本校教授們的心血結晶，

單位、文學院、理學院、法律學院、社會

這些資料不但坊間不易取得，一般資料庫

科學院、醫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管理

中也少有羅列，更有些資料具有歷史意

學院、公衛學院、電資學院、其他研究單

義，如果你想知道老師們的專精領域及近

位）排列，各單位下先依教職員（計畫主

期的研究方向，這一區的資料你絕對不能

持人）姓名筆劃順序，再依發表之時間先

錯過！

後排列。目的在展現本校教職員學術研究
成果，亦方便讀者直接從架上瀏覽教授們

收藏範圍

的研究報告及代表作。

教職員著作資料區陳列建教合作計畫
的研究報告（自民國八十九年起，五頁以

館藏目錄查詢

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不收

目前教職員著作資料區中陳列的研究

藏），及教師資格審查通過的論文或代表

報告與升等論文都已建檔，讀者可透過本

作（包括期刊論文抽印本），資料是由教

館館藏目錄（TULIPS）來查詢。由於該區

務處轉交圖書館。若要嚴格定義的話，本

與一般資料不同，並非按索書號排架，所

區可稱為教職員研究報告及代表作區。

以常有讀者不知如何查尋，其實只要知道
計畫主持人（作者）所屬系所，找資料一

所有教職員的研究報告都放在這一區嗎?
1.

2.

有些不是建教合作計畫的研究成果
報告，雖然計畫主持人為本校教職

如何得知計畫主持人（作者）所屬系所？

員，由於不是教務處提供，因此不會

1.

資料若為研究報告，可從書目記錄中

放在這裡。但是圖書館會透過管道取

找出計畫主持人姓名，再從執行單位

得，並按資料類別放在二樓或四樓，

處得知所屬系所，逕往教職員著作資

提供借閱。

料區，依院系所再依主持人姓名筆劃

五頁以下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

查尋。

果報告不收藏，讀者可連線至政府研

3.

點也不難。

2.

資料若為升等論文或代表作，先確定

究計畫基本資料檔查閱。

作者姓名，附註項中會註明「國立臺

(http://www.grb.gov.tw)

灣大學

教職員著作已出版為圖書型式者，按

審查通過論文或代表作」字樣，可知

類放在二樓或四樓，提供借閱。

所屬系所。
3.

排架方式
有別於一般資料的排架方式，教職員

學院

學系所第 次

資格

若無法得知作者所屬系所，可洽櫃臺
館員利用『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
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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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著作目錄資料庫 / 查詢與維護
除了館藏目錄（TULIPS）以外，本館
另提供「教職員著作目錄資料庫」查詢
〈http://dbs.lib.ntu.edu.tw/ttsimg/ntuweb.htm〉
。該資

料庫是為了配合本校自我評鑑及呈現教
職員的學術研究成果而建置，由作者自行
上線維護檔案，內容較具時效性。不過由
於是個人著作的清單，圖書館未必全部收
藏。

者，國科會科資中心提供微縮片代印
服務，使用者可申請影印全文或複製
微片。
2. 全國科技資訊網路（ STICNET ）研

究計畫摘要資料庫及研究報告摘要
資料庫（http://sticnet.stic.gov.tw:8861）
涵括 1970 年代開始的國科會計畫資
料。資料更新的速度較慢，也沒有全
文影像的連結，但有微片編號者可提
供影印全文服務。從該資料庫中亦可
得知科資中心是否存有原件。使用該

其他資源

資料庫需申請帳號和密碼：本校專任

此外，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提供以

教師可向本館推廣服務組或透過本

下兩個資料庫，可以幫助你輕鬆找到教授

館網頁申請個人帳號；大學部學生、

們歷年來的研究計畫與成果：

研究生或未申請個人帳號的教師，請

1. 政府研究計畫基本資料檔
(http://www.grb.gov.tw)
涵括自民國 82 年度起，政府各部會

洽圖書館使用，由館員進入 STICNET
查詢畫面後，再由讀者查詢。
（特藏組組員 曾靖媛）

署委託研究計畫及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的摘要資料、期中報告摘要、期
末報告摘要及期末報告全文等。不需
識別碼便可進入系統查詢，並提供報
告全文影像檔連結，自民國 88 年起，
五頁以下的簡略報告資料也有全文
影像，免費提供下載。尚未掃瞄影像

真情浪漫 ∼ 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
楊啟東先生精彩畫作，您看過了嗎？
本館自去年 12 月 22 日起，於地下一樓展覽廳展出數十幅楊先生畫作。
楊先生才華洋溢，其畫作更是表露出臺灣本土畫家對臺灣人物土地的熱
情關懷，但由於作品繁多，為免有遺珠之憾，圖書館特於 2 月 15 日起再
精選 21 幅楊先生畫作換展，給予您另一場美的饗宴。展覽現場備有精美
畫卡免費贈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動作要快喔！
展出時間至 3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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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新 增 資 料 庫

類圖書，請於館內閱覽或複印所需部分！
(醫分館提供)

1. 蒐集臺灣資料的途徑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資料庫

圖書館徵義工

「臺灣文獻叢刊」係由前臺灣大學
法學院院長周憲文教授號召臺灣史

您願意成為圖書館團隊的一員嗎？

研究學者專家，窮十五年心力，搜集

只要您是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及年滿十

海內外圖書館珍藏編輯而成，共 309

八歲以上的眷屬、退休人員、校友，都有

種 595 冊累計總字數為 4800 萬字，

機會加入圖書館工作的行列。工作內容有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資料庫」可讓讀

圖書流通、書刊整架、利用指導、資料整

者透過簡單的檢索方式取得其文獻

理、建檔、或支援一般行政事務等。圖書

全文，是蒐集臺灣資料的途徑之一。

館經面談後，會按照您的意願及時間安排

2. 查詢人物傳記資料的好幫手
∼Galenet-Biography Resource

至總圖書館各組或分館工作。若教職員工

收錄古今中外各學科領域之名人傳

將享有借閱圖書五冊，借期二週的權利！

記資料約一百萬筆，除了 Gale

生眷屬、退休人員及校友身份擔任義工，
意者請洽各樓層服務台！(行政組提供)

Group、The 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所提供之人物傳記基本資料，
尚包括 250 種期刊上相關之名人資
料全文，以及報載之最新消息，是查
詢人物傳記資料的好幫手。
(推廣服務組提供)

醫圖實施「新書限制半年
內不外借」
醫圖因考量某些醫學類資料深具時效
性，為使大多數讀者能及時閱覽，以提高
其使用率，亦可避免同一書為多人預約，
造成讀者久候之苦。故於八十九學年度第

物理系圖重新開張
物理系圖已重新開放， 新館位於新體
育館旁的凝態中心大樓的三樓。
電話：3366-5117。

(閱覽組提供)

法社分館開放時間異動
服

務

官書資料室

週一至週五
9:00-11:50，13:30-16:30

電子資料庫檢索 8:30-11:30，13:30-16:30
詳細時間請見法社分館網頁。
(法社分館提供)

一次圖書委員會會議提案並通過實施限
制新書外借，請老師們於閱選或介購圖書
時，一併考量該書受歡迎的程度，以建議

增設緊急報案電話

該書是否於半年內暫不外借，並於半年後

圖書館借書櫃檯旁，新增一座紅色緊急

再恢復為正常借期。適用範圍為一般可流

報案電話機，有緊急事件需報案時，可直

通之圖書。

接拿起話筒，不需撥號，就可與學校駐警

因此，您若在醫圖發現書背上及書後袋
上方貼有「新書暫不外借」標籤，即為此

隊聯絡，請求派員前來救助。
(行政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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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譯文共賞—中書英譯手稿展
圖書館與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譯文共賞—中書英譯手稿展」
，
於 3 月 2 日至 23 日假本館五樓展覽區展出。該項展覽並將同步於 3 月 5 日至 17 日在香
港中文大學展出。
本次展覽手稿均選自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收藏，包括：紅樓夢、三國志演義、
白居易詩選等古典文學作品，以及余光中、琦君、黃春明等現代文學作品之翻譯手稿；
此外，並同時展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編輯改稿範例。邇來由於電腦編輯之普
及，手稿蒐集不易，使本次翻譯名家手稿更顯珍貴；在本展覽現場，您將可一睹夏志清、
鍾玲、王紅公（Kenneth Rexroth）
、喬志高（George Kao）及卜立德（David Pollard）等
十二位翻譯名家之手跡，感受其翻譯時的字斟句酌，亦可對照閱讀中文原著，體驗翻譯
名家穿越不同文化領域的思路。
展覽網頁：http://www.lib.ntu.edu.tw/translate/main.htm

法社分館 3－5 月電子資料庫講習課程
日
3/12, 4/17, 5/16

期

課

程

內

容

臺大圖書館線上公共目錄介紹, 解放軍報光盤, 檔案文獻
光盤

3/13, 4/18, 5/17

中華博碩士論文, 中文博碩士論文, 臺灣省政府公碟

3/14, 4/19, 5/18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

3/15, 4/20, 5/21

法源, 植根法律資料庫

3/16, 4/23, 5/22
3/19, 4/24, 5/23
3/20, 4/25, 5/24
3/21, 4/26, 5/25
3/22,4/27, 5/28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Public Affairs Information
Services, 九十年代合訂本光碟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JCR on CD-ROM,
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光碟版
Proquest 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中文現期期刊目次資料庫
Econlit, Sociological Abstracts, Academic Universe
Lexis-Nexis
圖書館之旅(法社學院三圖書館(室)服務,資源介紹與利用)

時間：每日上午 10:10-11:00

集合地點：法社分館借還書櫃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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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Ｑ：請 問 五 樓 特 藏 組 閉 架 資 料 ， 影 印 時 有 何 特 殊 規 定 ？
Ａ：特藏組所藏資料除部份採開架式可以自行影印之外，還有許多閉架資料，須向館
員申請調閱，如中、日、西文線裝善本書、臺灣資料、帝大時期資料等，這類資
料基於維護保存的考量，在影印時有以下規定：
1.

刊行年在 1821（清嘉慶）年以後的圖書，且書況不錯，可以影印的，館員會
帶您到本館影印室，先填妥「特藏資料複印/複製申請單」
，由影印公司的服
務人員幫您影印，量少時可以馬上取件，量多時則需隔一段時間才能取件。
費用為 A4 及 B4 每張 2 元，A3 每張 4 元。若是影印的數量超過全書的三分
之一時，必須按圖書館所定格式，再負擔影印全書一份贈送圖書館的費用。

2.

刊行年在 1821 年以前的孤本舊籍，或刊行在 1821 年以後，且書況不好的，
不得影印。這種情況就請多多前來圖書館使用了。
(特藏組組員 洪淑芬)

Ｑ：請 問 圖 書 館 的 電 腦 螢 幕 不 佳 的 問 題 ， 是 否 可 以 改 善 ？
Ａ：因為圖書館開放時間較長，所以電腦螢幕每天開機約十四小時，使得映像管老化
速度較快，加上這一批電腦螢幕本身品質較不齊，雖有調整或更換，然效果有限。
再者因為圖書館經費有限，暫時無法編列預算購買新式螢幕替換，目前僅能送廠
維修。倘若經費許可，本館會逐批更換情況較差的螢幕，同時對此問題造成讀者
們使用上的困擾，深感致歉！我們會儘快檢查並處理。
（系統資訊組技士 許時準）

Ｑ：為 什 麼 在 總 圖 書 館 影 印 要 這 麼 貴 ？
Ａ：本館與台灣全錄股份有限公司租用機器設備，是經過本館評選，決定與此公司合
作，為讀者做最佳服務。由於全錄可提供的機器設備，在各樓層有一般影印機，
彩色影印機，網路印表機（一、三、四、五樓）
，自動售卡機，亦能配合本館開館
時間開放使用，更在地下室設影印中心，提供代印、裝訂、護貝等服務，該公司
收入為支付場地費，人事費，維修費及事務用品耗材等項目所用，是希望能提供
讀者最好的設備及服務。該公司使用ＰＥＴ環保影印紙卡（成本較高）
，有卡片不
易故障，印刷精美可留紀念等優點外，也不會造成環保問題。台大附近的學校（如
師大、國北師）及國家圖書館也與全錄公司租用影印設備，亦以此價格販售影印
卡。
（行政組辦事員 詹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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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四月份自播頻道節目預告，歡迎您前往觀賞
聆聽。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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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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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主題：鐵達尼號大搜祕

主題：紀念巴哈（Part II）

4/2 - 4/8

茫茫深海尋鐵達尼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跳躍舞台

4/9 - 4/15

鐵達尼沈船記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薩拉邦德舞曲

4/16 - 4/22 鐵達尼大搜尋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追尋希望

4/23 - 4/29 鐵達尼真相大白

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六個姿態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播放日期
4/2~4/29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簫笛趣談

主題：白遼士的世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 談情說愛

4/2 - 4/8

永遠浪漫：談愛情的悲歡辯證（曾昭旭主講）

4/9 - 4/15

世紀末的愛情觀（曾昭旭主講）

4/16 - 4/22

愛情免疫學（侯文詠主講）

4/23 - 4/29

苦苓 VS 李昂：單身的秘密（苦苓、李昂主講）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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