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 19期  民國 90年 11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最新消息－「臺灣大學圖書館校內書刊代借代印收費服務」於 11月 15日推出／資料庫檢索最新消息
／本館電子期刊書目建檔完成／續修四庫全書新到館／館際圖書互借增加新合作單位／化學系圖書室

延長開放時間／維持圖書館四週停車秩序，不定期密集拖吊違停單車 活動報導－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

紀念系列活動／CONCERT 創意查詢題目徵選活動熱鬧登場 圖書館利用－EBSCOhost 全文資料庫／
臺大圖書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複印服務／置物櫃使用須知 館務報導－館內資源回收作業

90年 12月視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臺灣大學圖書館校內書刊代借

代印收費服務」於11月15日推出 

本館為提供教師迅捷取得研究資料，於

11月15日起推出「圖書館校內書刊代借代印

收費服務」，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皆可於

臺大圖書館網頁（http://www.lib.ntu.edu.tw/ 

servicenew/teacher/teacher_f.htm）提出書刊借閱

申請，我們將於申請日起1至2個工作天處理

完畢，送達教師之系所辦公室或所在圖書館，

提供更快捷及便利之資訊服務。 

為辦理此項業務，舉凡至各書架區找尋資

料、複印、歸架、整理、記錄、帳務、遞送等

作業，均需額外人力處理。每件服務申請案件

酌收處理及影印等工本費，圖書代借每冊 10

元，期刊代印每頁3元，傳真或Email每頁加

收2元。每位教師首次利用圖書館代借代印服

務前，請先從圖書館網頁取得圖書館館際合作

系統帳號認證，再至圖書館承辦單位開戶繳

費，日後申請案件費用均由該帳戶扣除。 

（閱覽組組員 宋志華） 

 

 

資料庫檢索最新消息 

一、新增資料庫 

康熙字典電子版 

本套電子版康熙字典乃依據同文書局出

版的石印版《康熙字典》為底本製作而

成，並附王引之的「字典考證」於後，

含四萬七千餘漢字，使用者可透過輸入

單字、讀音、部首與字順等四種方法快

速查詢漢字之形、音、義，亦可透過「瀏

覽原書」的功能，直接翻閱《康熙字典》

的原文圖像。此外，多數的單字還具備

「發音」的功能呢！ 

二、新增試用資料庫 

1. Web of Knowledge 試用至 2001/12/09 
ISI特將旗下六個資料庫開放試用： 
‧ 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學資料庫，收
錄期刊文獻及會議資料等，並涵括

Biological Abstracts/RRM 中之國際性

會議、評論文章、書籍） 
‧ Current Contents Connect：綜合性索摘
資 料 庫 ， 收 錄 同 儕 專 業 認 可

（peer-reviewed）的期刊、書籍及會議
記錄的書目資訊、目次及摘要，並提供

相關學科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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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專利資料
庫，提供來自 40 個專利機構，約一千
萬筆基礎發明、三百萬筆專利之書目資

料，並可取得專利的參考專利，及引用

它的所有專利。 
‧ Web of Science：引用文獻資料庫，可
在 8500 多種學術期刊中做跨學科查
詢，並可透過單一文獻的引用關係，查

詢某主題的前人研究、最新發展，亦可

掌握不同學科間的交叉引用。 
‧ ISI Proceedings：收錄全球多數重要的
會議、研討會、座談會、學術討論會、

研習會中發表的文獻。 
‧ ISI Chemistry：化學資料庫，提供化學
期刊和國際專利之書目資料及摘要，特

殊之繪圖軟體提供亞結構及反應檢

索，亦可圖解顯示每個化學反應 
    透過 ISI Web of Knowledge 資源整
合平台，以上六個試用資料庫之資料可互

相連結，交叉查詢，擴大檢索之範圍，提

高檢索之效率。 

2.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BSCO) 試用至

2001/12/31 

    Academic Search Premier為EBSCO所出版

的綜合性資料庫，收錄逾 4160 種學術性

期刊，其中 3170 種提供全文，主題涵蓋

社會科學、人文、教育、電腦科學、機械、

語言、藝術、音樂及醫學等領域。 

3. Psychology Behavioral Science Collection 試

用至2001/12/31 

Psychology & Behavioral Science Collection

是 EBSCO 新推出的心理學及行為科學全

文資料庫，內含466種全文期刊，主題涵

蓋情緒及行為特質、精神學與心理學、心

智發展過程、人類學、觀察與實證等領

域。 

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試用至

2001/12/31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為國際間具有學

術聲望之英語字典，OED Online為其線上

版，不僅可線上查閱英語字彙，並可做全

文檢索，網路超連結之功能更可直接連結

相關字彙，增加查檢之效率。 

三、試用資料庫延長試用通知 

CSA Biological & Medical Sciences 試用至

2001/12/31 

為 CSA 出版之生物與醫學類資料庫，含

Biological Science 、 Biology Digest 、

Conference Papers Index、MEDLINE、Plant 

Science、TOXLINE。 

以上資料庫之連結途徑：請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點選「資料庫檢索」

即可；若為試用資料庫，則需再點選「試用資

料庫」。限臺大校園網域使用（IP 為

140.112.*.*），請勿設代理伺服器（proxy），瀏

覽器為IE者亦請勿勾選「使用自動組態」。若

有問題與建議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校內分

機2268，或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續修四庫全書」新到館 

「續修四庫全書」的內容，包括「四庫

全書」以外的現存中國古籍，即補輯乾隆以前

有價值而「四庫全書」未收的著述，此外也系

統蒐集乾隆以後至民國元年（1912）前各類有

代表性的著作。細分其收錄範圍包括：（一）

「四庫全書」失收而確有學術價值者；（二）

「四庫全書」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者；

（三）「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

可替代者；（四）「四庫全書」未及收入的乾嘉

以來重要之著述；（五）「四庫全書」所不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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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小說，取其有重要文學價值者；（六）

新從域外訪回之漢籍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

者；（七）新出土的簡帛類古籍而卷帙成編者。

其中第四項為此書重點。 

此套書共收書五千餘種，約為「四庫全

書」的一倍半，是針對近二百年間學術文化發

展進行一次新的歸納與總結。選書首重學術價

值，其次取版本價值，體例大抵仿照「四庫全

書」，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編錄。每一

書均撰寫提要，提要將另行彙集出版。「續修

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配套，將構築一座

基本古籍的大型書庫，中國古代（即 1912 年

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齊備。 

「續修四庫全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5年陸續出版，目前已有「經、史、子」三

部，集部仍在編纂中，尚未出版。此套書置於

總圖書館一樓中文參考書「四庫全書區」，分

類號為 082.1/2426，歡迎大家多多來使用這套

中華文化的精粹。 

（推廣服務組組員 董小菁） 

本館電子期刊書目建檔完成 

為便利讀者使用及檢索，本館已將六千餘

種電子期刊建檔完成並納入本館館藏目錄，內

容包括SDOS、IEL、EBSCOhost、ABI/Inform、

IDEAL等資料庫之全文電子期刊，您可利用刊

名、ISSN等檢索點查詢館藏目錄（TULIPS），

經由各刊之書目記錄連線使用。 

（編目組組員 梁君卿） 

館際圖書互借增加新合作單位 

即日起，本館與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明新

技術學院、南華大學、屏東科技大學、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陽明大學、義守大學、德明技術

學院、環球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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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期三週，不續借(陽明大學借期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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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推廣服務組，

我們將盡快與該館聯繫館際圖書互借事宜。校

內分機2268，或電子郵件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化學系圖書室延長開放時間 

化學系圖書室為能提供更多的服務予讀

者，自十月二日起延長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21:50（借還圖書服
務 08:30--16:50） 

星期六：09:00--16:50（無借還圖書服務） 
星期日、國定及校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化學系圖書室組員 姜民） 

 

 

維持圖書館四週停車秩序 

不定期密集拖吊違停腳車 

  許多車主為圖自己方便而隨意停放腳踏

車，造成圖書館周圍交通不便，來往師生抱怨

迭起。根據調查，圖書館、活動中心和農藝館

間的腳踏車停車架利用率僅達七成，仍有許多

空位，敬請多加利用。為有效遏止違停情形，

本組參考讀者建議，除持續宣導遵守停車秩序

外，也將與事務組協力拖吊違停車輛至女九

舍。敬請  諒察。 

                    （行政組組長 高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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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系列紀念活動 

本校故中文系系主任臺教授靜農，安徽霍

邱人，晚號靜者。生於清光緒二十八（1902）

年十月二十四日（國曆十一月二十三日），先

生幼承庭訓，讀經史、習書法。早年研習新文

學，曾蒐集並整理家鄉歌謠二千首，亦從事文

學創作及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卓然成家。民國

三十五年四月，渡海來臺，任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教授，兩年後掌理系務，持續二十年間，

中文系之規模聲名，為之宏著。計臺大任職二

十七年後退休，獲名譽教授榮銜。先生任教大

學五十餘年，一生治學，文學、藝術、經史，

卓然成一代大師，七十四年獲頒行政院「文化

獎」；其學術論文集《靜農論文集》亦獲頒七

十八年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文藝創作獎」。

先生精書法、善畫梅花，又擅篆刻，其書藝積

一生精力，變化創新，終成一大家。 

 

    今年十一月廿三日適逢臺教授百歲冥

誕，圖書館與中文系為紀念臺教授生前研究教

學之諸多貢獻及作育英才無數外，其書法造詣

亦名聞遐邇，特選定自該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合辦「臺靜農教授手稿書畫展──臺大近

代名家手稿系列展之三」，展示其書畫及捐贈

本館之手稿信札等資料；其他系列活動：1.開

展當日上午舉行紀念座談會；2.當日下午及次

（廿四）日全天舉辦紀念學術研討會；3.廿五

日全天舉辦大陸與會學人參訪活動。十一月份

正值本校校慶，謹以此紀念系列活動配合校慶

慶祝活動，深具無比意義。 

 

（特藏組主任 夏麗月） 

「CONCERT 資料庫創意查詢題目」甄選活動熱鬧登場！ 

一、主辦單位：國科會科資中心 
二、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11月 30日止。 
三、活動對象：本校教職員生，每人參賽題數

不限。 
四、活動辦法： 

就 CONCERT 目前所引進的資料庫（系
統），發掘饒富創意的查詢題目，註明學

校、系所、姓名與聯絡方式（電話或電子

郵件），將題目、查詢方法及具代表性之

查 詢 結 果 以 電 子 郵 件

（tul@ccms.ntu.edu.tw）、傳真(23627383)
或書面交至總圖一樓參考服務臺。參選題

目由本館彙整後，再轉交科資中心與其他

院校參選題目一同「比試」。 
五、 勵方式：12 月底公佈得獎名單，優勝者

將獲贈精美獎品。 

六、CONCERT資料庫總覽： 
    EBSCOhost、Ei Village、FirstSearch、

GaleNet 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 、
Grolier Online、 IDEAL、 IEL、 JCR、
JSTOR、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EconLit、Wilson Art Abstracts、PQDD、
ABI/Inform、Education Complete、SDOS、
MLA 、 Wilson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Tex 、 Wilson Library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cience FullText、 Springer 
LINK、SwetsNet、WOS。 

七、詳情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李嫣紅小姐，

校 內 分 機 2268 ， 或 電 子 郵 件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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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EBSCOhost全文資料庫 

一、資料庫簡介                                                      

EBSCOhost 是一全文資料庫，包含

Academic Search Elite（綜合性）、ERIC（教

育類）、EBSCO Online Citations(綜合性)、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ection(教育

類)、Newspaper Source（報紙）等五種資

料庫。 

 

二、進入資料庫 

查 詢 時 由 圖 書 館 首 頁

（http://www.lib.ntu.edu.tw）點選「資料庫

檢索」→「EBSCOhost」，或由首頁之「電

子期刊」或「館藏目錄」以特定期刊連

結。EBSCOhost限於臺大校區內使用（即

IP Address為140.112.＊.＊），請勿設定代

理伺服器（proxy），使用 IE 瀏覽器者亦

請取消自動組態設定。 

 

三、檢索方式（可一次勾選全部的資料庫查

詢）：提供下列三種方式 

1.Search 

（1）Basic search（基本檢索）：所有欄

位的關鍵字查詢。 

（2）Guided search（引導式檢索）：提

供的選項較多，可進行多欄位查

詢，不同欄位間亦可進行布林邏

輯（And、Or、Not）運算。 

（3）Expert search（專家檢索）：具備

檢索歷史清單（Search History）的

功能，可保存過去五筆檢索條件

及結果，以便隨時回溯查詢。 

2.Subject search（主題檢索）：可直接在檢

索欄位鍵入欲查詢的檢索辭，會提供

此檢索辭的廣義字、狹義字與相關詞

彙，或者可利用資料庫提供的分類來

查詢。 

3. Journal Search（期刊檢索）：可利用瀏

覽或檢索指定的期刊。 

 

四、顯示、輸出檢索結果 

可依據您的需求，將資料列印、E-mail

或是儲存。此外，無法提供全文者，亦

可直接查詢本館館藏目錄、全國西文期

刊聯合目錄及 CONCERT 電子期刊聯合

目錄。 

 

五、顯示全文 

EBSCOhost 提供三種全文格式：「Full 

Text」、「Full Page Image」、「XML Full 

Text」。「Full Text」、「XML Full Text」可

直接在線上瀏覽，亦可將文章複製或剪

貼於Word等文書軟體；若點選「Full Page 

Image」，需具備Adobe Acrobate Reader5.0

版以上，下載方式請參閱台大圖書館首

頁(http://www.lib.ntu.edu.tw)下之「電子期

刊」，點選【下載閱讀軟體】。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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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複印服務 

為方便讀者快速取得大陸地區研究資料以及加強兩岸學術交流，本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

合作，進行館際複印服務，透過網路傳輸，可快速且即時獲取資料，歡迎多加利用。 

 

 服務對象：限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生。 
 申請範圍：期刊或專著文獻；以該館館藏，
且為該地區之出版品為主。(線裝古籍及1949

年以前的舊報刊不包括在內) 

 申請頁數：每人每月可申請五篇資料(兩校每
六個月以提供對方150篇為上限)，並應遵守

著作權法之規定。 

 處理時間：五個工作天以內。 
 收費標準：採互惠原則，不收費。 
 申請方式：請於圖書館首頁依次點選「館際
合作」→「線上申請館際合作服務」→「向

國外申請文獻複印」，並於備註欄註明「向

北大申請」。 

 備註： 
1.建議先查詢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ww.lib.pku.edu.cn)，確認該館是否收

藏所需的館藏。 

2.可利用 word 2000 做簡繁體字間的轉換，以

查詢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若有問題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2363-0231 Ext. 2268 

E-Mail：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林秋薰） 

置物櫃使用需知 

投幣式置物櫃的設置是方便校外人士入

館，將所帶的背包或是其他貴重物品有暫時寄

放的空間。本館在地下室兩側主樓梯間設有供

校外人士優先使用的投幣式置物區，四樓多媒

體服務中心及五樓特藏資料區外有投幣及非

投幣兩種款式的置物櫃選擇。校內讀者如有必

要使用置物櫃時，請務必遵守使用規則，所寄

放的物品不要隔夜使用或長期佔用，本館負責

同仁在巡視館舍狀況時，基於安全考量必需注

意閉館後未當日取回的櫃子，並會同相關人員

處理，在此提醒所有使用者能遵守規定，以方

便其他的使用者利用置物櫃。 

茲將置物櫃使用注意事項提示如下，請共同

協力配合： 

一、本櫃係供每日進館讀者寄放物品用，其餘

用途一律禁止，24 小時自習室讀者請勿

使用。 

二、 本櫃係計次使用，每次投幣十元後，僅

能開關一次。 

三、 現金與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其餘物品

置放後務必確認鎖好，並妥善保存鑰匙；

本館恕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四、 鑰匙若遺失，須賠償鑰匙製作費200元。 

五、 寄放者應於每日閉館前取走櫃內物品，

若有不遵守本項規定者，館方逕於開館前

的例行檢查中取出處理，並照相存證，違

規者不得異議。 

六、任何使用上的問題，請洽一樓借書服務台

或行政組曾振浴先生。 

（行政組股長  鄭銘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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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館內資源回收作業 

圖書館配合學校推行資源回收，自本年四

月一日起於各樓層的洗手間門廳擺設學校統

一製發的資源回收筒，實施以來多蒙讀者協助

配合，回收成效堪稱良好，但仍發現有少數讀

者將非回收垃圾隨意投入，或是可回收的容器

未清洗即丟入回收筒內，容易造成惡臭與滋生

蚊蠅，徒增分類工作人員的困擾。 

 

為了共同維護館舍環境，圖書館呼籲共同

做好正確的資源回收。本館所放置的分類回收

筒主要有四大類：廢紙、鐵鋁罐、鋁箔包、塑

膠類等，提醒所有人做回收之前務必將回收品

做好基本清潔或是基本處理，各類應注意事項

如下： 

原則上未沾油污、水漬的紙

類可投入廢紙回收筒，紙箱、紙盒投入前若沒

有拆開壓平學校是拒收的！未完成的情書、考

試小抄、撕下來的筆記紙張⋯⋯.都歡迎投入

廢紙回收筒。不過請千萬別將吃完沒有洗乾淨

的紙盒食品容器、擦手濕透的衛生紙、或是喝

完水的紙袋杯投到回收筒內。 

 

 
飲料、食品等鐵鋁製成的容器可以投入標示

「鐵鋁罐類」回收筒，投入前請踩扁飲料罐，

但請務必先『沖洗』後再丟入筒內，否則螞蟻

雄兵就會出動囉！ 

 

 

鋁箔包飲料容器請先壓平，將吸管抽出丟入一

般垃圾筒，再將鋁箔包放到回收筒；紙盒裝飲

料包裝也可投入此類回收，但一定要記得清洗

喔，以免產生酸臭味。 

 

 
本類回收筒以寶特瓶、塑膠瓶之回收為主，其

他塑膠容器亦可投入，但是類似已裝過食品的

便當容器，或是上述飲料容器，沒有完成清洗

動作前是禁止投入的；曾經發現有未做基本清

洗處理的回收實例，腐臭味道則是不敢領教。 

 

本館會督促負責清潔的人員加強整理資

源回收筒的彙集作業，以維持該區環境整潔，

另外呼籲來館讀者能多多配合，除了舉手之勞

做回收，也請先做好投入前的基本處理，簡單

的程序、正確的分類回收，會讓環保更落實，

也會增加本館處理回收作業的效率！謝謝各

位的支持。 

（行政組股長 鄭銘彰） 

 
 

 

廢紙類： 

鐵鋁罐：

鋁箔包類： 

塑膠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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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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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主題：二次大戰的真相II  主題：小提琴大師—海飛茲 

12/3~12/9   蘇聯戰爭（上）   海飛茲大師（一） 
12/10~12/16   蘇聯戰爭（下）   海飛茲大師（二） 
12/17~12/23   中國戰事   海飛茲大師（三） 
12/24~12/30   美國參戰   海飛茲大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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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0 
 主題：中世紀教會音樂與古典樂   

       派韓德爾的作品 
 主題：中國交響世紀（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再談廣告 
12/3~9 什麼是廣告（羅文坤主講） 

12/10~16 廣告與行銷企畫（曾立志主講） 
12/17~23 意識形態廣告企畫（鄭松茂主講） 
12/24~30 廣告與店頭行銷管理（黃惠煐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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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