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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5期  民國 90年 7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最新消息—新增資料庫 Wilson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text／館際圖書互借服務／部

份視聽資料即日起開放隔夜借閱／醫圖OVID資料庫中之 Local Holdings 功能已取消囉！／

加開 D 區自習室 館務報導—圖書館內外嚴禁推銷行為！／貴重財物請您隨身攜帶！ 特

載—電子資源面面談（下） 圖書館利用—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FAQ：何時可

辦理圖書續借呢？如果已辦過續借之圖書仍未看完，是否可再續借？／我是延畢生或休學

生，如何才能借書呢？／我想贈書給圖書館，請問要如何辦理？ 90年8月視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新增資料庫∼ 

Wilson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Text 
本館自七月一日起新增 Wilson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Text 資料庫，收錄 1984 年迄今
約 500種期刊的索摘資料，並提供其中 160種
期刊的全文，涵蓋語言、文學、哲學、宗教、

藝術、歷史、舞蹈、電影、音樂、建築、文化

比較等主題。原 Humanities Index停止提供。 
進入途徑：請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 

lib.ntu.edu.tw）之「資料庫檢索」項目進入，
點選「Wilson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Text」
即可，限於臺大校園網域內使用( 即 IP 為
140.112.x.x ) ， 請 勿 設 定 代 理 伺 服 器 
( proxy )，使用 IE瀏覽器者亦請勿勾選「使用
自動組態」。如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與本館

推廣服務組聯絡。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即日起，本館與和春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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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圖書館開放圖書互借服務，讀者可至總圖一

樓流通服務台洽借該館借書證，自行前往借

書，每張借書證可借5本書，借期3個星期，

不續借；亦可透過館合系統申請借書，由圖書

館代借代還。另外本館將陸續與其他各大學校

院圖書館簽訂館際圖書互借協議，若讀者需向

其他大學圖書館借書，請聯絡本館推廣服務

組，我們將盡快與該館聯繫館際圖書互借事

宜。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推廣服務組  提供) 

部份視聽資料即日起開放隔夜借閱 

凡教師指定閱聽之視聽資料並為複本

者，本校教職員工生均可在總圖一樓流通服務

台持本人之教職員工證、學生證或借書證以隔

夜方式（即讀者得於中午12:00後借出，並於

次一工作日上午9:00前歸還）借出館外使用。

每人限借二件，不得續借。詳細內容請參閱「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服務暨管

理辦法」(http://cv.lib.ntu.edu.tw/guide/intro/ cv_ 

services_rule.htm) 

（視聽服務組組員兼股長 黃靖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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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圖OVID資料庫中之Local Holdings功能已取消囉！ 

 
在醫圖OVID系列資料庫中，原提供限制

館藏期刊（Local Holdings）之檢索功能，在考

量該項功能並無法準確的比對至本校圖書館

館藏期刊之卷數與期數，且易對讀者在查詢全

文資料時產生誤引之狀況，因此取消此項功

能。 

往後當您在檢索醫圖 OVID 系列資料庫

時，建議您善用資料庫與臺大圖書館館藏系統

（TULIPS）連結查詢之功能，可進一步確認

臺大圖書館是否有您所需要之期刊資料；如該

期刊有線上版，亦可直接點選連結至期刊全

文。 

使用說明：您可在下列畫面中點選「臺大

圖書館館藏系統（TULIPS）」，即會開啟另一

視窗，顯示該筆記錄所在之期刊在臺大圖書館

是否有館藏且會一併顯示其館藏地點與館藏

卷期。當您所需之資料在臺大校內無法取得

時，請您別忘了點選一下「西文期刊聯合目錄」

以瞭解該期刊在臺灣地區的典藏情形，以便進

一步可利用館際合作系統取得全文。 

使用上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醫圖

參考室，電話：2356-2208 或院分機2208。 

(醫學院圖書分館組員   應家琪) 

 

加開D區自習室

為因應讀者暑假期間對自習室之利用需

求，圖書館自即日起週一至週六，加開地下一

樓 D區自習室以服務讀者，歡迎您多加利用！ 

 

 

※暑假期間地下自習室開放區域： 

A、D 區 

※暑假地下自習室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六 8:00 ~ 22:30 

（閱覽組流通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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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圖書館內外嚴禁推銷行為！ 

依本校校總區攤位設置管理辦法規定，任

何廠商皆不得任意在校園內推銷或發放傳

單。本館半年來已多次勸離在圖書館大門口外

之各種推銷員，其目的即是維護校園秩序，以

及阻止他們打擾讀者的行為。 

讀者若在圖書館門口外見推銷人員攔路

介紹產品或其他類似舉動，請勿停留交談，並

請立即告知駐警隊派員取締。 
(行政組組長   高鵬) 

 
 

貴重財物請您隨身攜帶！ 

讀者在公共場所內（如圖書館），請務必

將貴重財物隨身攜帶，不要讓竊賊有機會犯

案。而在考試期間，館內讀者眾多，大家更需

要提高警覺。館方將會加強館舍巡守，並請駐

警隊增加每日來館次數。此外，您如在館內發

現可疑的人物，亦請隨時向館員或駐警隊通

報。 
（行政組組長  高鵬） 

 

 

【特載】 

電子資源面面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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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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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期刊與電子資料庫對我們做研究助

益甚大： 

1. 電子資料庫可以減少我們查閱，搜尋文
獻的時間； 

2. 電子期刊可以大幅減少我們返圖書館的
交通時間，而做研究往往是與時間競賽； 

3. 電子期刊可以幫助我們在線上即可以很

快地過濾我們所需或不需的文獻； 

4. 電子文獻檔可以讓我們對文章內文做搜
尋，而以往用影印的文章無法很有效地

做搜尋； 

5. 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讓我們大幅減少影印
量，節省用紙量，拯救我們的自然環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楊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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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對於研究工作有相當重要的幫

助，以往要耗時許久的工作（比如一個下午，

耗在館內，只為找到1、2篇論文），利用電子

期刊可大幅節省時間。另外，圖書館閉館期間

（如下班時間），可繼續使用電子期刊，不必

等到圖書館開門，這一即時性亦是電子期刊其

重要性之一。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張國緯） 

電子期刊的最大好處在於其：(1)24 小時

的可用性；(2)節省影印資源；且(3)可以在我

的辦公室中獲取；(4)節省圖書館之人力。尤其

是第一項好處，更是作研究所必須的。教學研

究之本質與上班不同，常有在下班後或周末時

有想法須驗証的情形，若能即時查閱資料，在

效率與效果上有很大的幫助。 

（機械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傅增棣） 

期刊的目的即是在幫忙學生能夠接觸到

最新最專業的資訊，以往紙本的期刊到達台灣

時都比歐美慢了好幾個月，現在的電子期刊則

根本已和歐美同步了，何況電子期刊通常在編

輯好的時候即可出刊，省掉了後面的印刷.....

等等作業時間，對競爭激烈的資訊時代知識經

濟時代，電子期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對學生

而言上網查電子期刊，更是方便及更有吸引

力，24小時隨時都可以。 

對我而言CONCERT中的EI Village所收

錄的期刊 Polymer，更是高分子研究領域中屬

一屬二的期刊。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廖文彬) 

身為研究生，常常要查詢圖書館的各類期

刊，自從有了電子期刊的服務之後，頓時覺得

方便許多，不但時間節省了（不必跑進跑出圖

書館），查詢的速度也快了許多（需要的paper

很快能查到），（對圖書館而言，以後的空間當

會節省更多）。對於研究來說，電子期刊已經

成為我不可或缺的幫手，希望學校及有關當局

瞭解其重要性之後，能夠大力支持電子期刊之

存續。 

（土木所結構組研二生  周俊杰） 

正如現在沒有人會質疑「為什麼要用電腦

寫論文」，沒有人會質疑「為什麼要用電子期

刊」。只因為 e 世代的現在，多數的資訊和媒

體都已經電子化了。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也不

例外，紙本的期刊也不例外。正如現在不用電

腦就不能做某些事情，有些工程期刊已悄然電

子化了。現今的研究單位如果沒有電子期刊的

支援，從產業工程的角度看，研究單位或人才

的「研究產出」將遠遜於高度使用者。本所研

究師生仰賴 CONCERT 內的各式工程電子期

刊，已漸成為不可或缺的狀況。為能維續研究

單位的研究成果產出，以及提昇研究成果的品

質，懇請政府部門和校方應繼續支持並協助電

子資源的訂購。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  楊烽正） 

因遺傳學的領域非常廣且進步快速，因此

大部份知識還是來自期刊，尤其是現在的電子

期刊數量增多、且可以連接全文資料庫，使用

率也因之提高。其好處為：速度快、可以取代

紙本、圖片品質高，應加以推廣。 

（優生保健部助理教授  胡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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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術圖書館大都面臨教育與研究預

算被刪減，但是讀者卻要求圖書館能增加電子

資訊服務，而在電子資訊未趨完善前，圖書館

被迫要在預算刪減的情況下，還要同時維持紙

本與電子資源。 

讀者已經感受到電子期刊的便利，尤其不

受圖書館開館時間限制的優勢，所以也漸漸習

慣這一新媒體，有時他們也會給圖書館壓力，

希望所有期刊都可以提供電子版。 

（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賴明陽） 

我自己前一陣子到美國教書時用了

JSTOR，裡面有關社會學和東亞研究的電子全

文很豐富，台大一直到最近才有，對我們做研

究十分方便，要查的某些重要期刊的論文，可

以從上世紀末期的第一期查到最近的都有，只

要輸入關鍵字就可以發現很多相關的論文，還

都可以全文下載，真是方便又好用，希望社會

科學院或是學校能繼續添購。 

（社會學系教授  孫中興） 

我對於電子資料的需求及依賴— 

1.研究領域 

(1) 相當依賴 SwetsNet 之全文電子期刊資料

庫，因為其包含大部份國際重要昆蟲學期

刊的第一手資料，雖然對於研究工作比較

top 而言，此資料庫並非都能提供全文

download的功能（有的僅有標題），但是已

經相當方便了！因為研究上之需求，往昔

我就有翻閱新期刊的習慣（紙本時代），現

在有此資料庫，可以節省傳送時間，讓對

於資料需求更具效率！ 

(2) 現在許多學科都有整合的趨勢，例如分子

生物學等生命科學領域發展相當迅速，因

此有些許新的期刊出現，這些期刊的品質

相當高，投稿者眾多(競爭)，資料也更多

樣化，新穎！但是SwetsNet只能滿足時效

問題，如果要有第一手資料或是知道目前

世界上有哪些研究方向已經有專家在做

了，那麼Web of Science就更重要了！其提

供之功能為最近（甚至2周內）被發表在

SCI 上的報告。而且具備搜尋的功能更能 

提高參考的價值，可以同步找到目前世界

上專家學者的連絡方式，進而討論交流！ 

(3) 另外諸如 IDEAL 電子期刊具備研究領域

比較新穎的期刊，可以滿足目前學科整合

的需求！ 

(4) 對於資料蒐集更有效率，也可以很快入門

找到，比往昔用手查紙本的時代，相對可

以節省許多舟車往返及查閱列印的時間！

例如Agricola及Biological Abstract等電子

資料庫！這對於指導學生論文題目及針對

研究計畫方向的需求，提供入門極為有效

率的資料庫，應可說是不可或缺的！ 

2.教學領域 

電子期刊及資料庫中能用的資料可以

upgrade教材，由於其為數位化，馬上可以複

製貼上引用！教材更新穎及多樣化，學生的

求知態度也會比較積極！ 

（昆蟲學系講師  柯俊成） 

(推廣服務組組長  邱婉容、組員  李嫣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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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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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成五大類： 

   1、「新聞類」包括國際各大報紙、雜誌、

期刊、簡訊、新聞稿等新聞總覽；除

了美國新聞外，尚包括德、法、西、

義及荷蘭等當地報紙之當日新聞。 

   2、「商業類」包括報紙、期刊相關商業新

聞、公司財務狀況資料、行號資料、

美國證管會報告和貿易展覽資訊等。 

   3、「法律類」包括聯邦法庭判例、聯邦與

州的法律審理案件、各州高等法院和

上訴判決案例、聯邦法規、聯邦條例、

各州法規、歐盟法律、稅法、全球法

律公司介紹等。 

   4、「醫學類」包括醫藥保健新聞、保健期

刊的文章和Medline的摘要。 

   5、「參考類」包括傳記資料、民意調查資

料、政經名人的引用句、美國各州檔

案及統計數據、世界年鑑等。 

二、進入途徑 

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

之「資料庫檢索」項目進入，點選「Lexis-Nexis」

即可，本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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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檢索途徑 

1、選擇類別：Lexis-Nexis 含五大類資料，五

大類下又分別再細分數小類，請點選所需

類別以進行檢索工作。 

2、輸入檢索詞彙 

(1)「Basic」：在keyword檢索欄中輸入欲查

詢之主要詞彙，同時可利用 Narrow 

Search with additional terms欄位輸入其

他詞彙以縮小檢索範圍。每類別之檢索

限制均有不同，請依需要設限。 

(2)亦可選取「More Options」，以多欄位進

行查詢。 

3、檢視查詢結果：依時間後先順序排列，有

四種呈現格式可供選擇。 

(1)「document list」：註明來源刊物、出版

日期、文章長度等書目資訊，一頁可呈

現25筆資料。 

(2)「Expanded list」：除書目資訊外，並提

供關鍵字前後3-5個文字，一頁可呈現

25 筆資料，當查詢結果筆數較多時可

利用本格式勾選所需之文件，再連結至

全文格式。 

(3)「KWIC」：提供關鍵字約 15-25 字的上

下文，一頁只呈現一筆資料。 

(4)「Full」：提供書目資訊及全文，一頁亦

只呈現一筆資料，當查詢結果筆數較少

時可選擇本格式直接閱讀全文。 

4、取得全文資料：讀者可標記所需之文件，

選擇列印、儲存（純文字或HTML）、電子

郵件傳送等方式，取得全文資料。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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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Ｑ：何時可辦理圖書續借呢？如果

已辦過續借之圖書仍未看完，

是否可再續借？ 

Ａ：讀者續借圖書可在到期日前五天內(含到

期日當日)自行連上圖書館網頁或以電

話方式辦理續借，但需符合下列三個條

件︰ 

1.讀者目前所借圖書皆未逾期； 

2.未被凍結停借； 

3.所要續借的書未被其他人「預約」。 

此外，為維護每位讀者公平使用資料的

機會，圖書館系統設定每位讀者對同一

本書只有續借一次的權利，故已續借過

之圖書就無法再續借。若仍需繼續使

用，請將該書攜至櫃檯歸還，如當時無

人預約，即可重新再「借書」一次；如

有人預約，即無法再借出，必須歸還該

書。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兼股長 洪玉珠) 

Ｑ：我是延畢生或休學生，如何才

能借書呢？ 

Ａ：圖書館對應屆畢業生預設之借書期限至

當年 9月 15日，如在圖書館完成畢業離

校手續者即失去借書權利。延畢生須等

到新學期註冊後，持已加蓋新學期註冊

章之學生證或當期註冊繳費收據至圖書

館借書櫃臺辦理延長借書期限。休學生

復學後，亦須持已加蓋新學期註冊章學

生證或當期註冊繳費收據至圖書館借書

櫃臺辦理恢復借書權利。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兼股長  洪玉珠) 

 

 

 

 

Ｑ：我想贈書給圖書館，請問要如

何辦理？ 

Ａ：請於上班時間先與承辦單位本館採訪組

黃怡菁小姐聯絡（電話 2363-0231 轉

2271），且備置清單詳列書名、作者、出

版者、出版年，並需註明聯絡人及聯絡

方式。 

但下列情形之書刊得不予受理： 

1.內容已失時效性，不具學術及參考價

值者； 

2.盜版或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者； 

3.本館已有複本者； 

4.破損不堪者； 

5.內有註記、眉批、劃線者； 

6.殘缺不全之套書； 

7.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此外，贈送書刊之典藏單位及其陳

列、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得由本館決

定。 

(採訪組幹事  黃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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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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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主題：銀河系之旅II  主題：台灣礦業軌跡II 

7/30~8/05  黑洞—凝結之星  銅礦 

8/06~8/12  與E.T對話  大地之子 

8/13~8/19  壯觀的宇宙結構  重尋來時路 

8/20~8/26  上帝創世的印痕  礦工的一天 

8/27~9/02  時間的錘鍊  礦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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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9/02  主題：蕭邦  主題：台灣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 談環保 

7/30~8/05 環保生態主張（楊憲宏主講） 

8/06~8/12 自然的悲情之愛(簡又新主講) 

8/13~8/19 綠色新世界(陳定南主講) 

8/20~8/26 二十一世紀的綠色思潮（林俊義，胡茵夢主講） 

8/27~9/02 生之勇氣：二十世紀後期生態環境的反省（孟東籬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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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