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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8期  民國90年 10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最新消息：資料庫檢索新訊息/經研圖搬家了 館務報導：借還書作業相關通知服務/90 年度

本校博碩士論文使用說明 圖書館利用：輿圖資料何處尋？/Proquest 資料庫檢索系統/圖書館

公共安全-地震、水災、停水篇 FAQ：請問在圖書館利用筆記型電腦上網，為什麼有些接頭

無法連接 IP 上網？/我不小心把從圖書館借來的書遺失了，請問應該怎麼辦？ 90 年 11 月視

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資料庫檢索新訊息 

一、新增資料庫 

1. Web of Science增加查詢回溯年代 

包含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及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可查詢年代均自 1990年迄今。 

2.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 2000線上
版 

JCR 是您查詢期刊排名以及 Impact 
Factor 的 好 幫 手 。 線 上 版 包 含
Science Edition 及 Social Science 
Edition，除了更新查詢介面外，並可
呈現期刊近五年的 Impact Factor趨勢
圖是其最大特色。 

3. 「中國期刊網」新增『經濟政治與

法律專輯』 

中國期刊網是大陸期刊全文資料庫，

目前可查詢 1994 年迄今所有專輯(包

含各學科領域)之「題錄」，以及「文

史哲專輯」與「經濟政治與法律」兩

專輯之摘要與全文。其特色是可直接

以繁體字查詢，並以繁體中文顯示資

料內容。 

4. 聯合知識庫 

收錄聯合報系五種報紙之全文資料，

包含聯合報(1988/1/1 迄今)以及聯合
晚報、經濟日報、民生報、星報

(1999/1/1 迄今)；資料持續回溯增加
中。 

 

二、新增試用資料庫 

World History FullTEXT-WHF  試用
至 2001/12/31 
世界歷史全文資料庫，涵蓋亞、

非、歐、美及中東地區之藝術、文

化、政治、社會學、人類學、經濟

等範疇之期刊索摘資料(1984 年迄
今)，其中202 種期刊提供全文(1990
年迄今)。 

 

三、試用資料庫延長試用通知 

1.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試用至
2001/10/31 

主題涵蓋藝術、商學、人文、社會學

及科學各領域，提供約 2530 種期刊
之索摘資料 (1971 年迄今 )，其中
1670 種期刊提供全文 (1987 年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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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試用
至 2001/10/31 
應用科技資料庫，提供 470 種期刊論

文索摘資料(1971 年迄今)，其中 150
種期刊提供全文(1987年迄今)。 

以上資料庫之連結途徑：請自本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點選「資料庫
檢索」即可；若為試用資料庫，再點選

「試用資料庫」。使用限制：均限臺大

校區內使用(IP 為 140.112.x.x)，不可設定
代理伺服器(proxy)；若瀏覽器為 IE 者，
亦請勿勾選「使用自動組態」。若有問

題或建議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校內

分機 2268或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股長  郭嘉文) 

 

經研圖搬家了 

經研圖已遷移至原法一、法二教室，

館藏內容為博碩士論文及西文書刊。 

(經研圖  提供) 

 

【館務報導】 

借還書作業相關通知服務 

本館自八十九年三月一日起以電子郵

件方式傳遞以下借還書訊息： 
1.即將到期通知單：提醒您所借之書即將

到期。 
2.逾期通知單：通知您借書已逾應還日

期，請及早歸還。 
3.預約書到館通知單：通知您預約之書已

到，請來館借書。 
4.預約催還通知單：通知您所借之書，有

其他讀者預約。 

若您尚未在圖書館留下 E-mail 帳號，
請至圖書館借書櫃檯登記，以利提供即

時通知服務。 

如您不便到館，請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之「各項服
務」進入，選擇「借還書相關電子郵件

通知服務」，填寫線上申請表。 

(閱覽組  提供) 

90年度本校博碩士論文使用

說明 

本校今年度博碩士畢業論文，目前雖

然可以在國家圖書館網頁上查得書目記

錄，但本校研究生畢業人數多，繳交入

館的論文數相當龐大，在處理上有所耽

擱，因此並非所有論文皆已入藏上架。

為了因應眾多讀者需求，本館已將博碩

士論文列為優先編目處理之資料。 
在本館 Tulips 上查不到但已出現在國
家圖書館網頁上之論文，有以下兩種情

形：一、畢業生尚未繳交論文給圖書

館；二、論文已入館，但尚未登錄編

目。若是這兩種狀況，皆無法提供取

閱。 

若於 Tulips 上查得論文書目記錄，但
未顯示館藏地與索書號，即表示該論文

正在處理中，請利用線上預約，本館將

優先以急件處理該論文。不過，校外讀

者無法利用線上預約，請索取五樓櫃台

的資料調閱單，詳填論文題目、研究生

姓名以及個人的連絡資料，我們將會優

先處理，俟送達特藏組後通知您到館使

用。 

若有疑問請洽詢圖書館特藏組，校內

分機2275。 

(特藏組組員  何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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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輿圖資料何處尋？ 

 
  總圖四樓輿圖區 
 

 

資料範圍 

 
本區收集中、日、韓、西文輿圖資料，

依資料型式的不同，分成地圖集、捲軸及

單張地圖。較常用的資料有以下各項： 

中文地圖集：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

書；張其昀主編的「中華民國地圖

集」及「世界地圖集」；歷史地圖類的

有「中國歷史地圖集」、「歷代輿地沿

革險要圖」；國內旅遊用得到的有「中

（南）（北）臺灣公路地圖集」，戶外

生活出版的「那路灣地圖館」，其中有

「桃竹苗生活圈百科全圖」、「大嘉南

都會百科全圖」，及大台中、大高雄等

地圖，上河文化的「台灣高山全覽

圖」；此外，還有氣候、語言地圖等。 

西文地圖集： 
"The Book of the World， 1996"、
"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Tenth 
Comprehensive Edition，1999"。 

捲軸： 
此類地圖平時可以捲起來保存，教學

時則可以掛在牆上供多人同時閱讀。

例如「日本史掛圖」，其中依主題細

分，有佛教的傳來、幕藩體制的完成

等；「新編世界分國地形掛圖」，包含

各國地形圖；「新編中國歷史大掛

圖」，以朝代分。西文部分則有各國及

各地區的掛圖。 

中文單張地圖：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

地形圖」 (609.2/232 1242)有二百多
幅，本館共有三套，有三種不同的排

列方式，請參考圖櫃前面的標示尋

找；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攝影的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

(609.2/232 4039-1)有 198 幅，並不齊
全；還有新購的聯勤總部測量署主編

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

形圖」(673.235 4034-1)。 

西文單張地圖： 
數量比較多的是由 United States Dept. 
of the Interior Geological Survey所出版
的各地區地形圖，按各地區的地名順

序排列，由於沒有索書號，此部份請

見輿圖區的圖櫃清單，按地名字順找

到所需地區的圖櫃號碼。 

   
 查詢方式 

透過本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可以

查到本區收藏哪些資料。 

例一：查詢「雲林」的地圖 

步驟 1：先選"關鍵字"，鍵入"雲林"，結
果有 349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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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選擇 "縮小查詢範圍"，在"資料
類型" 一欄中，選擇 "印刷地圖
資料"。(圖一) 

步驟 3：按"以上述條件縮小查詢範圍"。 
步驟 4：瀏覽書名，找到館藏地是「總圖

4F輿圖區」的資料(圖二)。 
步驟 5：記下索書號(圖三)，並注意其型

式再到輿圖區找。 

 

 
(圖一 ) 

 

(圖二 ) 

 

 
(圖三 ) 

例二：查詢「五萬分一」的地圖 

步驟 1：先選"關鍵字"，鍵入"五萬分一"。 
步驟 2：查詢結果會包含「二十五萬分 

一」及「二萬五千分一」的地

圖，若覺得筆數太多，可仿例一

的方式，選擇"縮小查詢範圍"，
以減少查詢筆數。 

   
排列方式 

為了方便所有來館者都能使用相同的

方式尋找資料，本區資料的排列比照圖

書，按索書號排列。因此，不是按照比

例尺的大小，例如二萬五千分之一、或

五萬分之一，也不是按照地質圖、地形

圖等地圖類型排列。 
此外，由於本區資料有地圖集、捲軸

及單張地圖之分，這三大類資料都依索

書號，中、西文分開排列於不同櫃子。

單張地圖又依圖幅的大小分別存放於大

張及小張的圖櫃裏。所以在查詢館藏目

錄時請注意其型式，才不會找錯櫃子

喔！ 

(閱覽組科技股組員  吳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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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Proquest資料庫檢索系統 

 
 

一、各資料庫之學科範圍： 

(一)ABI/INFORM企管商學全文資料庫 
涵蓋 1985 年至今北美地區各類商業

資訊，包括廣告、經濟、人力資源、

財政、市場行銷、電腦等，以及

6,000 多家公司資料。目前收錄 1,200

多種期刊，其中約 680 種提供全文影

像。 

(二)Social Science Plus社會科學全文資料
庫 

提供自 1989 年起之社會科學全文文

獻，主題涵蓋人類學、社區健康及醫

療、經濟、人種學、地理學、國際關

係、法律犯罪學、少數民族、公共行

政、警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

工作及公共福利、社會學、都市計畫

等。 

(三)ProQuest Education Complete教育期
刊全文資料庫 

主題包括學前教育、初等教育、高等

教育、成人教育等；提供 550種期刊
論文索引摘要 (1986- )，及其中 360 
餘種期刊之全文 (1987- )。 

二、連線方式 

自 圖 書 館 首 頁

（ http://www.lib.ntu.edu.tw ） 點 選
「資料庫檢索」→「電子期刊全文

資料庫」。限在台大校區內使用（IP  

 
Address 為 140.112.*.*），且勿設定
代理伺服器（proxy）。 

三、關鍵字檢索 (Search by Word) 

在檢索方框中鍵入所要查詢的字

詞，再點選右方之「Search」。 
 

檢索小技巧 

檢索方框下提供您勾選特定年代、出

版類型、搜尋欄位及全文文獻，找到

更精確的查詢結果。 

可以利用「Subject List」找到合適的字
詞，並列出相關詞、狹義字及廣義字

協助擴大或縮小查詢的結果。 

除「Basic 檢索」，也可利用「Guided
檢索」做多欄位的交集、聯集查詢；

或「Natural Language 檢索」進行自然
語言檢索。 

四、刊名檢索(Search for Publication) 

輸入刊名關鍵字，系統會自動列出

相關的期刊清單；或輸入期刊名，

可以看到各期刊收錄之卷期，再選

擇所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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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顯示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前方的標記，代表文章提

供的資料類型： 

1.  只有書目及摘要； 

2.  全文； 

3.  文字及圖表； 

4. 全文影像。（需下載 Adobe 
Acrobat Reader程式，系統會自動
指引下載檔案之連結網頁） 

每筆資料前的小方框可供註記，可再瀏

覽「Marketed List」；亦可輸出。 

六、輸出方式 

列印、儲存請直接利用瀏覽器的列

印及儲存功能；點選文章左方之

「E-mail」可寄送全文（全文影像
不提供 E-mail）。 

七、詳細之使用說明 

置於圖書館首頁之「資料庫檢

索」，可瀏覽下載中文使用手冊。 

(推廣服務組組員  陳逸蓓) 

 

【圖書館利用】 

圖書館公共安全－地震、水災、停水篇 

為了提供一個安心的使用環境，             繼上期介紹過停電的應變守則， 
維護圖書館建築安全是館方的責任。         本期提供您其他在館安全的小常識。 

 
地震篇  
本館建築的耐震標準均符合相關規範

的要求，當有感地震發生時，請不要驚

慌，並注意以下事項： 
1. 不要搭乘電梯。 
2. 立刻離開書架區：書架結構雖設有防
震連桿，為了避免部份書籍震落時所

造成的傷害，請儘速離開書架區。在

密集書庫時則請離開書庫。 
3. 注意本館廣播，如有閉館必要，請配
合相關指示，迅速疏散。 

 

水災篇  
圖書館地下層與兩側的廣場底部設有

數部抽水機，平時有浮球感測裝置，一

旦降雨水位達到感應位置後即自動抽

水。此外，另備有機動式手提緊急抽水

機待命，豪雨警報或陸上颱風警報發佈

時，本館即架設妥當。固定式抽水設施

均有日常巡邏維護，以保持排水之正

常。萬一大水開始流入地下室迴廊，本

館將立即採取防堵措施，同時配合廣播

請在自習室的讀者緊急疏散。 

 

停水篇  
本館除了水塔定期之清洗檢修，會事

先公告停水以外，若您發現停水的狀

況，請立即通知館員，館方會立刻檢

修，以查明原因。閱覽區後方洗手間分

左、右兩側，均有獨立的水塔供應，若

其中一處水塔發生停水情況，本館會以

廣播說明，並派員於該側洗手間張貼停

用公告，此時請使用另一側的洗手間，

並請節約用水共同度過停水期間的不

便。    (行政組辦事員  詹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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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Ｑ：請問在圖書館利用筆記

型電腦上網，為什麼有

些接頭無法連接 IP 上

網？ 

Ａ：因本館網路設備擴充不易，無法全 

面開放所有資訊網路出口，供讀

者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入館上

網，目前僅有一至五樓各區之部

份閱覽桌下及各樓層之研究小間

設有資訊網路出口共126個，可供

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入館上網。 
凡是各樓層閱覽區座位上貼有 IP
位址(140.112. x. x)，才可上網。欲
上網時，請參考桌上所提示之

「筆記型電腦入館上網須知」，做

好正確的設定後即可上網，並請

注意勿將同一個 IP 於不同的網路
出口使用，以免造成 IP 位址相衝
而導致無法上網。若仍有疑問，

請洽詢各樓層櫃台服務人員。 
此外，因受 8 月份紅色警戒
(CodeRed)病毒影響，國內許多主
機不當發出大量封包，影響正常

網路傳輸。為此，教育部電算中

心已對國內外的網路頻寬加以管

制，目前除了使用國外電子期

刊、資料庫及本館光碟資料庫

外，瀏覽其他網站時讀者必須於

瀏覽器上設定本校 proxy，以利快
速上網。 

(系統資訊組技士  林秀鳳) 

 

 

Ｑ：我不小心把從圖書館借

來的書遺失了，請問應

該怎麼辦？ 

A：所借的圖書資料若有遺失或污損 
時，原則上需賠償原圖書資料，

若有新版，可以新版取代。如果

無法買到原圖書資料時，需以與

現金等值（依物價指數計算）之

圖書資料賠償。 
如果遺失的是某本書的附件，應

以該本原書價格計算應賠金額；

如果遺失的是全套書中的一冊，

而無法單獨購得時，需以該套書

全套之價格計價。請洽該圖書資

料之典藏單位的服務臺，館員會

依該類館藏的特性，為您說明詳

細的賠償方式，以物價指數換算

應賠多少金額的圖書資料，或提

供讀者賠償圖書資料的參考清

單。 
在此要籲請所有讀者珍惜所借的

圖書資料，因為它們大都是全校

系所老師或圖書館選購而來，一

旦遺失了，不一定還能在目前的

出版市場中補購得到，若確定無

法補齊館藏時，那就是全校師生

的損失了！ 

（閱覽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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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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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主題：二次大戰的真相I  主題：藝術的生活 

11/5~11/11   戰前情事   視覺藝術篇 
11/12~11/18   德國的開戰   舞蹈創作篇 
11/19~11/25   分化與征服   音樂．戲劇創作篇 
11/26~12/2   英國戰事   藝術與社會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音樂同時於網路播放，歡迎至 http://cv.lib.ntu.edu.tw/guide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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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2/2  主題：中國交響世紀 主題：現代主義匈牙利音樂哲人巴爾托克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有關廣告 
11/5~11 什麼是廣告（羅文坤主講） 

11/12~18 廣告心理學（冉龍華主講） 
11/19~25 進入廣告世界（羅文坤主講） 

11/26~12/2 廣告企畫原理（羅文坤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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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