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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電子期刊網頁新增內容－
ProQuest Education Complete

「推薦書刊」新系統啟用
六月一日起，推薦書刊畫面改版，同時

本 館 電 子 期 刊 網 頁 新 增 加 ProQuest

增加查詢處理結果的功能，從此讀者毋需透過

Education Complete 教育期刊全文資料庫，提

BBS 查詢處理結果。當您有意向圖書館推薦購

供 390 種期刊全文資料；並持續增加 World

買書刊時，請透過本館首頁，進入「館藏目錄」

Scientific、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等出版

或「各項服務」後，點選「推薦書刊」選項，

社之期刊全文資料，歡迎多加利用！詳細內容

即可進行推薦。提醒您記得先確認本館並未收

請參考電子期刊網頁「最新消息」視窗：

藏，再予推薦。
五月底之前推薦書刊的處理結果，仍於

http://dbs.lib.ntu.edu.tw/e-counter/client。
同時，在網頁功能方面，亦做了以下修正：

BBS 圖書館版公布。本館會將歷來 BBS 精華

1. 將讀者登錄欄位整合在同一畫面中，改善以

區之推薦結果回覆，於新系統之「查詢推薦結

往需分成兩次登錄的不便。
2. 新增「跳至」（JUMP）功能，增加讀者瀏覽

果」畫面，建立聯結，提供讀者回溯查詢。
（閱
覽組股長

劉雅姿）

的便利性，改善以往瀏覽資料時，系統固定

總圖一樓參考書區展新貌

每頁只能顯示 30 筆資料，且只能一頁一頁逐
頁瀏覽的限制。
3. 新增「全部下載」欄位，容許讀者以 excel
檔儲存檢索結果，改善以往列印資料時，受
系統限制一頁只能列印 30 筆資料的情況。
如有相關問題與建議，歡迎洽詢圖書館期
刊組！（校內分機 2273）
（期刊組組員 許嘉
珍）

若您近日曾至總圖一樓參考書區，是不是
發現我們不一樣了呢？
為因應讀者查閱參考資料需求，已於五月
中旬進行書架增置及圖書移架作業。主要包
含：
1. 增置四庫全書區：從密集書庫移出「文淵閣
四庫全書」
、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四庫未收
書輯刊」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四套叢書
移架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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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西文參考書書架：將原先排架已嫌擁擠
的西文參考書，留置較多成長空間。

研究小間網路設備已設置完成

該區各處均有詳細平面圖及書號標示，方

本館各樓層研究小間網路連線設備已設

便您查找圖書；原筆記型電腦上網節點，移至

置完成，即日起全面提供讀者上網使用，詳細

一樓其他位置。若有疑問，請洽一樓參考諮詢

網路連線設定方式均張貼於研究小間內，如有

服務台。（推廣服務組股長

相關問題請洽各樓層參考櫃臺。（系統資訊組

郭嘉文）

技士

提醒各系所今年度至少採購
新臺幣〸萬元圖書
本年二月十三日本校第二一八三次行政
會議決議：俟後，凡年度採購圖書（不包含期

林秀鳳）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
形圖」79 張已到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形圖」

刊）未達最低購書款十萬元之系所﹐於次一年

已到館，存放於四樓輿圖資料區，單張地圖櫃

度分配圖儀費時，扣除其前一年度未達十萬元

中文小 50-53 櫃，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閱覽

之差額款，撥交圖書館統籌使用，以落實各學

組股長

郭美玲）

科館藏均衡成長之目的。圖書館已根據行政會
議記錄於五月上旬發文各系所。上述作業購書
金額統計期限乃以本年一月一日始至學校會
計單位公佈截止核銷日期止，各系所自行採購
及委託圖書館採購而合計之圖書，且需經圖書
館完成圖書驗收作業之總金額為依據。
此外，圖書館仍一本服務本校各系所採購
圖書之精神，歡迎各系所撥款委託圖書館採購
指定圖書，相關委託訂購作業說明及作業表單

圖書館清潔廠商確定
圖書館的環境清潔已由聯海公司自五月
一日起承作，行政組會嚴格督導該公司依照合
約內容施作，也歡迎讀者隨時提供建議或告知
我們應該加強清潔的地方。如有任何意見，請
告知館員，或以電子郵件與本館行政組聯絡：
peng@ms.cc.ntu.edu.tw。（行政組主任

高鵬）

請參考本館網頁http://140.112.192.2/servicenew/
teacher/teacher_f.htm。（採訪組主任 張素娟）

趨滅蚊蟲、大家一起來！

圖書館備良心傘
供讀者借用

梅雨季節來臨，導致蚊蟲大量滋生，嚴重

為確保圖書館的環境乾燥，請讀者勿將淋

影響個人健康。本館已於五月廿日下午僱請專

濕的雨具（如雨傘，雨衣等）帶入館內，可將

業廠商，進行館舍四週環境消毒，並在自習室

雨傘放入大門口兩側之雨傘櫃，並利用本館提

內噴灑具有安全性的滅蚊藥劑。為持續達到滅

供的文具寫上記號或姓名，以減少他人拿錯雨

蚊的效果，本館洗手間附近皆有放置電子捕蚊

傘的機會。圖書館於六月起備有良心傘，讀者

燈，呼籲大家確實將垃圾紙屑放入垃垃筒或資

可在大門口依照指示使用，或至服務台洽借，

源回收筒，共同維持環境之清潔，以減少蚊蟲

使用完畢後請記得歸還，俾能方便下一位使用

繁殖的來源。
（行政組主任

者。
（行政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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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鵬）

高鵬）

【特載】

電子資源面面談(上)
大學圖書館在支援全校師生教學與研究上，除了提供傳統式的圖書與期刊外，目前
已購置多種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等電子資源，相較於傳統的紙本式圖書，電子資源有
節省時間、突破時空與人數限制、檢索簡易等長處。為爭取教育部繼續補助大學圖書館
購置電子資源經費，本館邀請本校師生撰文陳述電子資源之重要性及其使用經驗，鑑於
賜稿文章見解精闢，特節錄於本刊，以饗讀者，並誠摯歡迎讀者多加利用本館所提供之
電子資源。
電子資源（即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等）

資源對教育機構的供應，則在一切講究效率的

無疑的帶給學校裡的師生前所未有的極大幫

知識經濟時代競爭中，將使我們的知識精英逐

助，其最大好處主要是知識的取得快速方便與

漸喪失其擷取知識以供應創造成果的能力與

搜尋容易。

效率，則國家競爭力將無以提昇甚至將迅速瞠

舉例而言，電子期刊沒有以往借不到書的
情形，它可同時讓多人使用，也不會因為被借

乎人後，若此則「菲傭」後之「台傭」噩夢或
將不遠。

閱的次數多而損壞書本，電子期刊可縮短使用

21 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世界各國間的

者取得知識的時間並減少資源（如人力與物

競爭力但繫於誰能真正的「工欲善其事，必先

力）的浪費，電子資料庫可在彈指之間完成相

利其器」，若我們不積極的對知識經濟的供應

關文獻之完整蒐尋，並可進一步聯鎖蒐尋與再

源投資，甚或以經費不足為由來刪訂已有之電

聯結，所以只要坐在自己的辦公室（或研究室）

子資源，此將使我們真的會輸在起跑點上，相

裏，便可迅速將所需的資料下載，亦因此能快

信此對於以後的研究及教育絕對會是一大傷

速將這些資料加工萃取以成為講義或報告，此

害。而此亦決非負有提昇我們下一代競爭力使

種效率相較於過去必需要周旋於不同藏 書

命者所願見者。（應用力學研究所精微熱流控

處，不同書目櫃，不同書架，不同影印機，或

制實驗室研究生

薛家賢、副教授

王安邦）

不同館際合作的管道以等待所需的資料，是完
全不可相比。另外，有些電子資源也可利用多

本人非常喜歡利用電子期刊，因為有很多

媒體的功能將較重要且不易懂的觀念以動畫

優點，以下便是我使用時的幾點心得：

顯示，此對學生來講是一大學習的突破，亦確

1.利用 SCI、EI 索引找研究或教學所需之文章

實能增進學生的學習能力。

非常方便，記得兩年前我在上有限元素法這

電子資訊的時代裡，帶給所有使用者方

門課時，想讓學生了解有限元素法發展之歷

便，也因為資訊來源的方便，使得科技更能一

史，雖然書上都有帶過一筆，總覺不夠，最

日千里。但此亦使得在教育及研究上，要保持

後 利 用 簡 單 的 Keywords: history, finite,

基本的競爭力（且不說要有所突破），則必須

element 就找到很好的文章。

跟著時代的腳步一起向前走，將資訊與知識電

2.每年研究生剛進來我研究群時，我都會利用

子化！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積極的投資電子

Notebook 電腦接單槍直接操作，讓他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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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使用電子期刊及資料庫檢索等資源。我

5.使用電子資料庫為未來主流，為師生在教學

常說，要好好利用，以前我唸書時，可沒這

研究上的必備工具。（昆蟲學系教授暨系主

麼幸福，要作一個文獻回顧，常常是把 20

任

吳文哲）

年以來相關期刊找出來，一期一期的找。
3.去年暑假，到美國開國際會議，結束後特地

電子期刊是大部分研究生在研讀其相關

回到母校康乃爾大學看指導教授，老師就問

之研究領域時，最常使用到的研究資料查詢及

最近發表什麼文章？我大概說了一些重

取得所需之研究資料的方式。

點，他很感興趣，但我又沒有帶在身上，他

電子期刊包含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期刊與

就說，大部分的期刊大都有電子期刊，於時

論文報告的文獻資料，在工業工程之研究領域

很快利用他辦公室的電腦上網就找到了我

中 如 欲 查 詢 製 造 工 程 （ Manufacturing

的文章，真是高效率。（土木工程學系副教

Engineering ） 相 關 之 期 刊 資 料 ， 就 可 以 在

授

「IEL」、
「EI Village」等電子期刊資料庫中查

呂良正）

詢到相關的研究資料，並取得所需之電子期
電子資料庫對於研究與教學上所能發揮

刊，如此可以迅速取得研究資料，節省了時間

的功效和所需要的時間成本，具有傳統紙本式

及旅途往返的成本。（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研究

的資料遠遠不能及的優勢：不但省下來回圖書

生

童國峰）

館、上下穿梭各書架間搜尋一本特定期刊、找
到以後排隊影印該文章等過程所耗費的大量

電子期刊是目前，也是未來資訊往來的最

時間，也不再會有好不容易找到期刊所在位

佳方式。圖書館應該具備此項參考資訊，對教

置，卻發現該期不在書架上，或是該篇文章損

學研究才有助益。（昆蟲學系教授

李後晶）

毀等情形。就使用的時間成本效益而言，我個
人的經驗是：同樣找一篇期刊論文，尋找傳統

電子期刊對研究生的助益在於提供即時

紙本資料的時間耗費，至少是透過電子資料庫

的線上服務，研究生可以從網路上找到研究領

搜尋的數十倍以上。要停訂電子資料庫無異於

域內近五年來最新的研究論文，提供研究方

要研究者放棄電腦打字，改用手寫方式寫作一

向、方法。且電子期刊具有保存的功用，傳統

樣，對於研究品質和效率的影響是極為重大

期刊必須使用紙張影印保存，一來佔空間；二

的。
（新聞所副教授暨代所長

來不能長時間保存；三來又不環保。而電子期

林鶴玲）

刊能克服這些缺點。（土木所結構組博士班研
使用電子資料庫有以下優點：

究生

黃仲偉）

1.可減少師生往返圖書館查閱所需的時間，特
別是校區遼闊分散各地的學校；
2.快速：書本式期刊大多以海運郵寄，往往比
電子期刊後到；
3.全天候 24 小時服務，不受圖書館開館時間及

期刊自出版寄達台灣然後上架約需三個
月至半年，而電子期刊出版後立即可以瀏覽或
下載，對研究者獲得最新研究資訊非常重要。
（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洪宏基）

假期之限制；
4.減少重複訂購，及非必要性影印文獻等資源
浪費，甚至可減少蒐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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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服務組主任

邱婉容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整理）

【館務報導】

總館指定閱讀圖書區簡介
指定閱讀圖書區成立緣起…

未開放時間內，採「指定閱讀圖書調閱」

為配合各系所教師開設課程教學需要及

方式，讀者可憑上述有效證件，至圖書館一樓

學生參閱利用教師指定之圖書資料，因此，自

借書櫃檯處，向館員申請借調指定圖書資料。

七十一學年度起，總圖書館即已提供「教師指
定閱讀圖書服務」，協助教學研究之需求。民

如何找尋指定閱讀圖書資料？

國 87 年新館落成啟用後，並設立「教師指定

指定閱讀圖書區資料放置均按其專屬之

閱讀圖書專區」, 以更優質的閱覽環境集中管

編號排列，和其他可流通圖書依索書號排列不

理教師所開列推薦之指定閱讀圖書資料。

同，該區電腦查詢台上備有教師開課課程一覽
表，詳列各課程編號，以方便讀者找尋所需資

教授如何指定圖書資料供同學研閱？
總館指定閱讀圖書作業由流通股承辦，於
每一學年度結束前之 1 月及 5 月中旬擬發書函

料之編號。當然，透過電腦還是較為即時有效
的查詢方式，讀者可依「課程名稱」或「教師
姓名」進行資料檢索。

至各系所辦公室，並請各系辦公告或通知開課

資料檢索所得的書目結果呈現說明如下：

老師填寫「教師指定閱讀圖書推薦單」。並於

書名/作者：C 理論:易經管理哲學 /

推薦單填妥之後，直接交付推薦單上所註明的
學 科 館 員 或 利 用 本 館 傳 真 電 話 （ FAX ：
23629860）傳真擲回。開課教師若於學期中欲
新增指定閱讀書目或課程，流通股亦隨時受
理。
本館指閱負責人或各學科館員收到回傳
之推薦單後，統整開課教師羅列之指定閱讀書
目，進行尋書、催還、訂購、建檔、上架等後
續作業處理，並將指定資料置於總館 1F 指定
閱讀圖書區，供讀者研閱。

成中英著
出 版 項：臺北市：東大發行：三民
總經銷, 民 84[1995]
版 本 項：初版
館藏地
索書號
條碼
總圖 1F 指 國文領域 2031093
定閱讀圖 （AC-2）
書區

狀態
限館內閱
覽

上例「C 理論：易經管理哲學」顯示結果
即表示此圖書資料為教師指定閱讀圖書，置放
於總圖 1F 教師指定閱讀圖書區，並限定館內
閱覽。「國文領域」為教師開課課程名稱，讀

指定閱讀圖書區的閱覽方式
本館教師指定閱讀圖書區於開放時間
內，均採「開架閱覽」並「限館內閱覽」方式，
讀者可憑學生證、教職員工證、校友證及臨時
閱覽證等可茲識別之有效證件，刷卡進入使用
該區圖書資料。

者可依索書號（AC-2）至該室書架上取書。

指定閱讀圖書區尚無法提供紙本以外的資
料類型
目前，本館指定閱讀圖書服務均只接受圖
書資料或講義等紙本資料之指定，其他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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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磁片、錄影帶、影碟、幻燈片、投影片等

堂之，指定閱讀圖書區究竟位於何處呢？

非書資料因本區無相關視聽設備之設置，故尚

相信您都有至還書櫃台還書的經驗吧？

無法提供此類型的資料，為未來本服務努力的

沒錯！走進位於還書櫃台旁的入口，便可以發

目標之一。

現別有天地的指定閱讀圖書區了。不過，指定
閱讀圖書區與 1F 參考書區功能相當類似，可

教師指定閱讀圖書區的所在位置

千萬別走錯地方了喔！
（閱覽組組員 周澍來）

現在，可能您有一個疑問--總圖書館大而

【館務報導】

本校準研究生辦理借書證相關事項說明
本校準研究生，於新學期尚未註冊前，如暑假期間因協助教師進行研究而有借閱圖書需求
時，可至圖書館索取借書證申請表，辦理準研究生借書證。

一、辦證注意事項

二、借書證使用辦法

1.申請表需經指導教授（或研究所所長）及研

1.限本人使用。

究所辦公室簽章方可辦理準研究生借書證。
2.本人攜帶上述申請表、身份證正本（或駕
照）、一寸脫帽近照一張（醫學院

公衛學

院二張）至圖書館辦理。
3.受理辦證時間：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止；
周一至周五上午 8:20-11:45。
4.醫學院

2.可憑證至本校總圖書館及各圖書分館（室）
借閱圖書。
3.借閱冊數：總數以十冊為限；借閱期限：一
個月。
4.逾有效期限後，本證自動作廢。
5.其他未規定者依圖書館各項相關規定辦理。

公衛學院準研究生請至醫學院圖

書分館申辦。

（閱覽組股長

洪玉珠）

本校林鼎盛同學捐贈珍貴文物，獲頒文馨獎！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的

整理保管，將所搶救霧峰林家頂厝珍藏手稿文

第四屆文馨獎，於九十年六月九日舉行表揚大

物乙批，捐贈本校圖書館保存。經整理後，圖

會，本校圖書館推薦人類學研究所林鼎盛同

書館於去（八十九）年六月舉行「霧峰林家頂

學，獲頒『金獎』，並經評選委員遴選為『特

厝捐贈手稿文物特展」，此搶救珍貴文化資產

別獎』。

之舉，在九二一災後文化重建工作上，極具深

林同學為霧峰林家後代，於九二一大地震
之後，為使其祖先所留珍貴文物能得到妥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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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意義。
（館長室組員

張慈玲）

本校圖書館開放國內館際互借圖書措施說明
近來本校圖書館基於平等互惠、資源共享、互通有無的理念下，陸續與國內多所校院圖書
館簽訂館際互借圖書協定，為本校讀者拓展圖書資源。惟或有疑義，謹作說明如下—
圖書館間圖書互借在國外行之有年，國內

資源共享、圖書互借為圖書館追求之目

亦有不少大學，如成大、交大、政大、清大等

標，圖書館界亦不斷努力達成國際間圖書館之

開放與他校圖書互借。本校為國內「中華圖書

互借。本校與英美大型圖書館並無圖書互借協

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之成員，因未開放他校借

定，但只要本校提出要求，對方亦會借予，而

書，多年來在該協會集會時備感壓力。

不論本校之規模為何。準此，本館之與國內他

本校一直以藏書豐富自傲，但事實上，近

校圖書互借，尚符合圖書館界之作法。唯在執

年來因圖書經費不足，且大部份經費用於購買

行上如何避免影響本校師生權益，當為圖書館

期刊，每年新購圖書數量與國內其他大學相較

所必需重視者。

已有遜色，雖不斷向學校反映，但因圖書經費
是由各系自所獲分配之圖書儀器設備費 支
出，許多系所，每年購書經費明顯不足，且有
下降之趨勢。因此，本校師生依賴他校圖書館
館藏之情形將越來越普遍，多年前臺大一館獨
大之情形將不存在。
此外，三年前本館與其他數所大學圖書
館館長共同向教育部爭取，由教育部補助大學
校院購買國外之電子期刊及電子參考資 料
庫，臺大所獲補助較高。但有一共識，獲補助
單位均需與他館進行資源共享，資料互相流
通，此為未來補助與否考評項目之一。
目前國內大學圖書館與他校進行圖書互
借大都無數量限制。本館在考量不影響本校師
生權益之原則，係採依照對方館藏數量計算圖
書互借冊數作法，亦即與大館互借量較多，但
不超過一百冊，與小館互借數量少，不超過廿
五冊，借期較短，亦不能續借。就這幾個月的
觀察統計，事實上與各校借閱情形並未如想像
之頻繁。館際互借係基於互惠原則，未來若發
覺有學校完全無臺大借閱記錄者，當可停止此
項互借服務。另外，如有需要，未來我們可以

目前已與本校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
定之圖書館有：
文化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中正大
學、中原大學、台北大學、台北科技大學、
台南藝術學院、台灣科技大學、台灣師範
大學、世新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大學、清華大學、
淡江大學、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防大學
(包含中正理工學院、國防管理學院、國防
醫學院)、勤益技術學院、銘傳大學、靜宜
大學。
未來將與本校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
協定之圖書館有：
和春技術學院、元智大學、逢甲大學、海
洋大學、育達技術學院、朝陽科技大學、
高苑技術學院、彰化師範大學、長榮管理
學院、雲林科技大學、大葉大學、長庚大
學、東華大學、東吳大學、陸軍軍官學校。

考慮一年內新書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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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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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
7/2~7/8
7/9~7/15
7/16~7/22
7/23~7/29

主題：銀河系之旅 I
宇宙的序幕—星空巡禮（一）
宇宙的序幕—星空巡禮（二）
太陽系—我們的家園
超新星—消逝與新生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播放日期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7/2~29

主題：鋼琴大師魯賓斯坦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台灣礦業軌跡 I
綿延的礦山
流金歲月
煤礦（上）（下）
煤礦（上）（下）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朝鮮族的音樂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 生涯規劃
如何規劃自己的事業前程（林幸台主講）
7/2~8
如何做好個人生涯規劃（王慧君主講）
7/9~15
7/16~22 如何做好生涯規劃（林海崙主講）
7/23~29 命理生涯規劃：生涯 DIY（丘仲安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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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lib.ntu.edu.tw/guide)。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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