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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2期  民國90年 4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新增資料庫/試用資料庫/電子期刊專用 libproxy停止使用/成大遷館，館合暫停 林文月教授

手稿資料展 請問，我要去那裡找校史資料？ 主題館藏：資源回收  FAQ：請問圖書館如

何執行座位管制？/若有人冒用我遺失的證件，請問圖書館會如何處理？ 90年 5月視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新增資料庫 

1. GeoRef 地質學與地球科學 
資料庫  
收錄全球地質學與地球科學的文

獻，擁有超過 1,700,000 筆書目資
料，部份附有摘要，內容涵蓋 1785
年後北美的地質資料與 1933 年後北
美以外全球的地質資料。 
資料來自全球 40種不同語言的 3000
種期刊、書籍、地圖、報告及博碩士

論文等，並附有索引供使用者檢索。 

2. MGA on the Web 氣象學與地
球物理學摘要資料庫 
收錄全球有關氣象學、氣候學、大氣

物理與化學、海洋物理學、水力學、

地球科學、環境工程學等文獻，收錄

年限自 1974年起，每月更新。 
請由圖書館首頁之「資料庫檢索」項目進

入，選擇「GeoRef」或「MGA on the web」，
限於臺大校園網路內使用。 

試用資料庫 

1. 綜 合 性 資 料 庫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收錄 2505 種學術期刊，主題包括藝
術、保健、兒童、人文、國際、法律、

軍事、婦女研究等，其中 1600種期刊
提供全文及影像資料。 

2. 應用科技資料庫 ProQuest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Database 

收錄 474 種主要科技期刊，涵蓋各項
工業工程與應用科技，可同時提供學

術界研發之最新資訊，以及各項工程

業界的最新發展狀況。 
即日起試用至 4月 30日。 
請由圖書館首頁之「資料庫檢索」項目進

入，選擇「試用資料庫」，再點選「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或「ProQuest 
Applied Science＆Technology」，限於臺大
校園網路內使用。 

電子期刊專用 libproxy

停止使用 
在臺大校園網路內使用電子期刊時，請將

瀏覽器上 proxy 設定為直接連線(Direct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勿再設定
libproxy.ntu.edu.tw，以利閱讀全文資料。 

成大遷館，館合暫停 

成大因圖書館搬遷，將暫停對本館之館際

合作服務，但其醫學院圖書館不受影響。

恢復館際合作服務日期將另行公告。 
(推廣服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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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展－臺大近代名家手稿系列展之二 

         

典藏作家手稿逐漸受到國內學術界

的重視，本館目前正積極執行「臺大近代

名家手稿」計畫，繼去年舉辦王文興教授

手稿資料展後，再度於4月12日推出「林

文月教授手稿資料展－臺大近代名家手

稿系列展之二」。 

林文月教授為臺大中文系名譽教

授，知名的散文家。月前將其創作及翻譯

手稿、畫作，甚至大學求學時期的筆記

等，慨然捐贈臺大圖書館永久保存。此批

珍貴的資料經整理後，均將在此次展覽中

呈現於文學喜好者的眼前。 

 

林文月教授文筆清麗，自其散文創作

《京都一年》之後，即以清新淡雅、溫柔

兼含韻味之筆觸，深受讀者喜愛，並獲得

國家文藝獎等眾多獎項之推崇與肯定；除

散文著作外，林教授並以其豐富的學識、

細膩且典麗之文筆，為日本著名古典小說

《源氏物語》等，做了傳神的中譯。林教

授身兼教師、學者、作家、翻譯家以及相

夫教子之主婦，在各方面皆能表現傑出，

可謂當代之才女。此次舉辦之展覽內容豐

富，涵蓋林教授多年來中日文學研究之豐

碩成果，及其國畫與鉛筆畫之藝術才華，

機會難得。各項系列活動如下：

一、展覽 

展期：4/12 - 6/30特藏組開放時間 
地點：本館 5樓特藏組資料展覽區 

 
二、專題演講 

場次 主 講 人 講   題 時   間 
一 臺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 談林文月教授的文學研究 4月 25日 下午 2：30
二 臺大中文系何寄澎教授 談林文月教授的散文創作 5月 9日  下午 2：30
三 臺大日文系朱秋而教授 談林文月教授的日本文學翻譯 5月 23日 下午 2：30

地點：第 1場於本館 4樓多媒體服務中心；第 2、3場於本館 B1國際會議廳。 

 
三、影片播放 

「人生採訪  當代映象 － 林文月」 
時間：4/12 - 6/30多媒體中心開放時間 
地點：本館 4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四、展覽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exhibition      (特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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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請問，我要去那裡找校史資料？ 

 
有時候，特藏組館員會接到這樣的詢

問：「我們要編畢業紀念冊，你們有臺大

建築物的舊照片嗎？」、「我阿公是臺北帝

大畢業的，圖書館裡有他的資料嗎？」、

「我想知道關於學校校訓、校徽、傅鐘、

遍植杜鵑花的由來。」。而這一陣子各院

系要編院系史，許多系所紛紛派員前來特

藏組查尋相關資料。因此綜合以上的發

問，我們就來為大家好好地介紹一下館裏

的校史資料。 
 

 收藏範圍 

總的來說，本校博碩士論文、本校出

版品、社團刊物、畢業紀念冊以及所有與

臺大相關的資料，不論出版與否，都可從

中窺見本校教學、研究或各項活動的情

形，應該都可列入廣義的「校史資料」。

但這裡我們所指的「校史資料」，是針對

較為罕見且應妥善保存的珍貴史料。因此

這些資料目前多數採閉架方式，換句話

說，使用時必須向特藏組申請調閱，無法

像一般的圖書期刊，可自行從書架上取

閱。資料涵蓋的時間從臺北帝國大學及臺

北高等商業學校時代起，至目前的校史相

關資料都在收集之列。 

 

 資料種類 

一、依型式區分： 

1. 文字類：分公開及未公開的資料。公開
的資料有﹤文史哲學報﹥、﹤中外文學﹥等各

系所學報及社團刊物；未公開的資料有

帝大校史檔案（如學籍資料、聘用公文

等）、部分校友手稿。另外，較特殊的

是已印刷出版但未對外發行的資料，如

畢業紀念冊、教職員錄，由於內含個人

資料，因此有閱覽上的限制。(註 1) 
2. 照片類：校園景觀、建築、重要人士及
學生活動的照片等，包括裝框形式、單

張形式以及在出版品上的圖片。 

3. 其它：傅斯年校長油畫、活動海報、新
總圖建築設計圖等。 

二、依主題區分： 

1. 學校概況：﹤臺北帝大沿革史﹥、﹤臺
北帝國大學一覽﹥、﹤歡聚與期勉﹥、

﹤榮耀與分享﹥、﹤臺大三十年﹥、﹤臺

大五十年﹥，屬概述性的校史資料。 

2. 學校新聞：﹤學內通報﹥、﹤臺大校刊﹥、
﹤臺大校訊﹥（註 2），記載學校重要消

息、活動、演講、系所易名以及人事異

動。 

3. 學校規章：﹤臺北帝國大學訓令規程及
例規﹥、﹤文政學部規程﹥、﹤學生便

覽﹥等。 

4. 學校建築：校園建築物的剪報與照片。 
5. 學術研究：臺北帝國大學各學部研究年
報、紀要、紀念演講集以及臺北帝大卒

業論文等資料，採閉架方式管理。另外，

在五樓本校出版品區則陳列臺大各院系

的出版品。 

6. 公文檔案：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北帝
大文政學部以及戰後臺大檔案、行政會

議紀錄、校務會議紀錄等。 

7. 重要人士資料：歷任校長的新聞剪報、
照片與論著。 

8. 學生社團（校友）活動：﹤臺北帝國大
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臺北帝大的

生活﹥、﹤芝蘭﹥、﹤臺北帝國大學理

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等，此外，還

有歷年畢業紀念冊、臺大校友以及臺大

學生社團的出版品，如﹤臺大學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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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雜誌﹥、﹤臺大青年﹥等。 

9. 名錄資料：教職員錄、學生名冊。 
10.校史研究：﹤臺北帝國大學史研究研討

會論文集﹥、﹤Academia：臺北帝國大
學研究通訊﹥。(註 3) 

11.實物展示：除上述資料外，位於本館三

樓的校史室，展示臺大接收時期的文書

資料及接收時期校長照片等。 

三、依臺大接收前後區分： 

目前校史資料中屬臺北帝大時期史

料、照片資料等，多數採閉架方式管理，

使用時，須填調閱單由館員調閱。而接收

後的本校出版品與社團刊物則採開架方

式，讀者可自由取閱。 

臺大歷史悠久，對各單位的檔案、出

版品等校史資料，校方並無「呈繳」制度

配合，圖書館僅能盡力收集，實在無法收

集完整。我們期盼有更多的校史資料入

藏，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力進行研究與

整理，甚至撰寫專文發表。在此籲請您如

能將費心費力整理出來的校史資料回饋

給圖書館典藏，讓下一個使用者受惠而免

於奔波查尋，這將是圖書館切盼之事。讓

我們共同搜羅更完整的臺大校史資料，承

傳予後，裨益來者。歡迎隨時提供相關資

料，聯絡電話，校內分機：2275或2276。 

（特藏組組員 何慧玲）

 

圖書館三樓校史室的展覽主題 

 舊時代的結束 

 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結束與國立臺灣大學的登場 

 新大學的掌舵者與治校理念 

 新時代的開展 

 留用日人 

 接收時期的教員 

 接收時期的畢業生：以張美惠為例 

 臺大簡史 

 臺大建築年表 

 
註 1：使用畢業紀念冊須出示校友證、教職員證或學生證申辦，但不提供個人資料（如

地址、電話），亦不可影印。而教職員錄的使用，則須以公文來函申請，始能調

閱。 
註 2：另有電子檔，網址為 http://www.ntu.edu.tw/News。 
註 3：另有電子檔，網址為 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academia/academi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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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藏】 
 

   資  源  回  收 
 
在太陽系內，地球是一個最可愛又漂亮的星體。我們身在其中，

日子久了，可能沒有察覺到：臭氧層遭到破壞、山林遭到破壞、水源遭到破壞、海洋生

態失衡等，這些都是不當濫用資源的結果，而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環境。 

因此，對有限的地球資源，必須有效利用；為了維持生態平衡，切不可濫用資源。而

資源回收，可以達到多重目標，是值得努力研究開發的工作。讓我們一起來保護家園，

保護地球！ 
 
分類號  
◎中文圖書：367(生態學)     445(市政及衛生工程） 
◎西文圖書：T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anitary Engineering) 

相關類號 HD(Economics History and Conditions)，TP(Chemical Engineering) 
 
參考書籍   (書名 /索書號 )  
1. 廢棄物中可回收利用資源調查           (總圖 5F教職員著作區   367.46/ 4435) 
2. 廢棄物資源回收制度改進之研究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5.97/3623) 
3. 資源回收再生                         (醫分館                 367.4/2666) 
4. 資源回收指南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367.4/4411-1) 
5. 資源回收站與住宅區相容使用之研究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5.4/1164) 
6. 辦公室資源回收行為之研究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5F教職員著作  412.77/4441) 
7. 臺北市辦理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之功效評估   (法社分館&法政研圖   445.4/4015) 
8. 臺灣地區廢紙回收之經濟分析及政策涵義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367.46/4474) 
9. 臺灣地區廢寶特瓶回收政策之探討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367.46/2794) 
10. 廢資訊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訂定之研議        

      (總圖 2F人社資料區&經濟系圖    564/9082  v.11) 
11. 建築廢棄物之再利用技術開發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1.53/7507) 
12. 循環用水系統之評估與推廣             (總圖 2F人社資料區     554.5/4471-1) 
13. 木質建材回收系統及再利用技術之研發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1.53/4465) 
14. 建築廢棄物之再利用技術開發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1.53/7507) 
15. 農業有機廢棄物處理與應用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32.07/5534) 
16. 廢車回收白皮書 86年版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法社分館&醫圖   445.97/0056) 
17. 廢棄物資源回收制度改進之研究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5.97/3623) 
18.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廢棄物資源化案例彙編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5.4/1033-2) 
19. 木業廢棄物資源化案例彙編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5.4/1033-4) 
20. 鋼鐵業廢棄物資源化案例彙編           (總圖 4F科技資料區     445.4/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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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電鍍業廢棄物資源化案例彙編           (總圖4F科技資料區      445.48/1033) 
22. PU合成皮業廢棄物資源化案例彙編      (總圖4F科技資料區     445.4/1033-5) 
23. 日本政府對工業廢棄物處理,資源化法令及措施之研究 (法社分館   552.314442-2) 
24. 廢棄物中可回收利用資源調查           (總圖5F教職員著作區    367.46 4435) 
25. Recycling and resource recovery engineering：principles of waste processing   

         (總圖4F科技資料區 TD794.5 S75 1996) 

26. Reuse of sludge and minor wastewater residuals (總圖4F科技資料區 TD774 O9 1994) 

27. Waste age/Recycling times' recycling handbook (全球變遷中心 TD794.5 W347 1995) 

 
本校碩士論文  
1. 應用理論計算方法分析廢棄物資源回收廠混合燃燒之影響及軟體設計    民87年

農機所碩士論文   (總圖4F科技資料區&5F博碩士論文區  432.5/2612) 

2. 都市固體廢棄物理化特性分析及資源回收之探討        民80年

環工所碩士論文   (總圖4F科技資料區&5F博碩士論文區 445/4486-1) 

3. 臺灣資源回收政策變遷之分析            民88年

三研所碩士論文   (總圖4F科技資料區&5F博碩士論文區 445.97/1114) 

4. 紫外光滅菌及加氯消毒處理對養豬廢水處理後放流水之再使用安全評估  民89年

獸醫所碩士論文   (總圖4F科技資料區&5F博碩士論文區  437.6/8023) 

5. 鉻鞣廢革之脫鉻處理及再生為飼料蛋白質源之研究       民72年

農化所碩士論文     (總圖5F博碩士論文區    437.11/7542-1) 

6. 醫療廢棄物焚化爐的處理效能之研究          民88年

環衛所碩士論文     (總圖5F博碩士論文區      445.97/4457) 

7. 一般固體廢棄物管理與回收再生產業之發展策略        民83年

商研所碩士論文 (總圖4F科技資料區&5F博碩士論文區&法社分館  367.46/0461) 

 

期刊（含電子全文資料庫）  
1. 資源回收月刊 

2. 減廢資訊 

3.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有紙本和電子期刊) 

4.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有紙本和電子期刊) 

5. Waste age：the authoritative voice of waste systems and technology(有紙本和電子期刊) 

6. Waste management (有紙本和電子期刊) 

7.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電子期刊) 

 

網路資源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www.epa.gov.tw 

2. 資源回收網 http://recycle.epa.gov.tw/ 

(閱覽組組員 王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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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請問圖書館如何執行座位管

制？ 

A：座位管制措施乃為防止有同學一人使
用多個座位，或以書籍、物品佔用座

位，導致其他讀者無法公平使用自習

室或閱覽席位之情形發生。 

非考試期間採不定時清理座位方式，

由館內工作人員先於未在其位之讀者

座位上留紙條提醒讀者，三十分鐘至

一小時後若該使用座位之讀者仍未回

座，則將讀者之個人物品移至一樓流

通股，請讀者至該股領回其佔位物品。 

考試期間則以電腦座位管制系統管理

讀者使用自習室，本校讀者（校友除

外）利用本人有效證件刷卡對號入

座，暫時離座時請刷暫時離位，該座

位將保留三十分鐘；用餐時間地下室

則延長保留至一小時。一至四樓閱覽

區於考試期間亦實施離座管制，讀者

要暫時離座，須至各樓層櫃檯拿取『暫

時離座單』，位子保留三十分鐘。 

同學不論在自習室或閱覽區發現有讀

者佔位情形，也歡迎向該樓層服務台

反應，本館會加以處理。謝謝合作！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  周澍來) 
 
 

Q：若有人冒用我已遺失的證件，

請問圖書館會如何處理？ 

A： 依據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四日第８次
學生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之「國

立台灣大學學生個人獎懲辦法」－

第八條第五款規定：冒用他人證件

或將己有證件借與他人使用者，予

以記小過；第九條第三款規定：偽

造、變造文書者，予以記大過。 

故同學若冒用他人證件或借與他人

使用己有證件，或影印學生證供刷

卡入館，此種行為除違反圖書館規

定外，更將觸犯到學校校規。敬請

同學務必使用本人有效證件入館，

且不得變造、影印證件加以使用，

違者除依規定立即停止其借書權利

三個月及公告之外，並送請學校學

生事務處懲處。籲請同學妥善保管

及使用自己的證件。 

此外，讀者一旦遺失證件，請向就

近之圖書分館（室）掛失，並向註

冊組或研教組等單位辦理遺失補發

（持借書證者向本館申請補發）；若

在掛失前因證件遺失致使本館蒙受

圖書損失，原持證者應負賠償責

任。請讀者多加配合。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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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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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主題：科學奇聞  主題：美索不達米亞古文化 

4/30~5/6  奇異現象  古聚落風情：恰塔胡育克、耶律哥等世界上最
早古城與文明聚落 

5/7~5/13  神祕地帶  天方夜譚的故鄉：蘇美文明、兩河流域諸國(上)
5/14~5/20  不平凡的人體  美索不達米亞：蘇美文明、兩河流域諸國(下)
5/21~5/27  神祕的天空  The Western Tradition Series: Mesopotamia 
5/28~6/3  奇特的聲音  Time Life’s Lost Civilizations: Mesopota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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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3  主題：爵士樂  主題：佛教音樂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 心理學 
4/30~5/6 什麼是心理學（吳靜吉主講） 

5/7~5/13 心理學的領域及模式（黃德祥主講） 

5/14~5/20 心理學史與理論發展（丁興祥主講） 
5/21~5/27 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丁興祥主講） 
5/28~6/3 你也可以成為心理學家 （丁興祥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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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