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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法社分館電子資料庫異動
最新消息

1. 新增資料庫－OJ Online
本資料庫為歐洲共同體法令規章資料

法社分館電子資料庫異動 / 資料

庫, 網址為 http://www.ellispub.com，進

庫最新消息 /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

入 後 點 選 Subscribers → OJ Online →

索引系統調整服務

User ID：china2，Password：republic。

圖書館利用

因係線上一人版，使用完畢請即退

e 路逍遙遊－中文搜尋引擎簡介
(上)

主題館藏
「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
年」主題書展

FAQ

出，方便他人使用。
2.

試用資料庫－中國國家法規數據
庫
本資料庫內容為中國各級法規, 每週
更新, 可用繁體字查詢, 試用網址

請問暫時遺失的書，圖書館會自

http://lkserver.law.ntu.edu.tw/database.

動補購嗎？ / 期刊不能外借，

htm， 若有任何相關問題請洽法社分

我要怎樣才能複製其中的彩色圖

館參考室 Tel: 23519641-312。

片呢？ / 使用資料庫與電子期

（法社分館組員 何淑銘）

刊前，為什麼一定要選擇所屬學
院、系所、身份？

資料庫最新消息

91 年 2 月視 聽 節 目 表

一、 新購資料庫正式啟用
1.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
Ei Engineering Village 之新版，含原
有之 Compendex（1970-present）資
1

料庫，並可連結至 Elsevier Science

三、 試用資料庫延長試用

（SDOS 電子期刊）
、the Institute of

Wiley InterScience OnlineBooks 試用

Physics 、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至 2002/01/31

Physics 等合作機構出版的期刊全

John Wiley & Sons 所出版之電子

文。

書，主題涵蓋化學、電機與通訊、生

2.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命科學

與醫學等領域，目前有 300

筆電子書提供試用。

(ProQuest 系統)
提供 2540 餘種期刊論文索引，其中

以上資料庫之連結途徑：請由圖書館首

1680 種有全文資料，主題涵蓋藝

頁（http://www.lib.ntu.edu.tw）進入「資料

術、商學、人文、社會學及科學等

庫檢索」即可；若為試用資料庫，則需再

方面。

點選「試用資料庫」。限臺大校園網域內

3.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

使用（IP 為 140.112.*.*）
，可勾選自動組

(ProQuest 系統)

態，但請勿設代理伺服器（proxy）。若有

工商企業商情全文資料庫，收錄 704

問題與建議，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校

種期刊論文索引，其中 699 種提供

內 分 機

全文資料，內容涵蓋財務金融業、

tul@ccms.ntu.edu.tw。

2268 ， 或 電 子 郵 件

保險業、通訊業、電腦業、運輸業、
營造業與石化業等產業新聞及工商
資料。
4. JSTOR（Arts & Science II）過期期刊
全文資料庫
主題涵蓋亞洲研究、經濟、歷史、
拉丁美洲研究、人口學、政治學、
斯拉夫學及統計，目前收錄有 22 種
期刊全文，預計至 2002 年底將有 100
種期刊。
5. 中央通訊社剪報系統（WEB 版）
收錄臺灣 20 種、香港 5 種、大陸 10
種中文報紙全文，除保有 DOS 版查
詢系統之功能，另新增多欄位查詢
及全文檢索功能，且無 DOS 版僅可
瀏覽三年內全文之限制，原 DOS 版
將保留至 3 月底。
二、 新增試用資料庫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試用至 2002/02/28
提供約 18000 位人物之傳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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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調整
服務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原
訂自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起限圖書館網域
內才能列印全文（已公告於館訊新 20
期），但此規定影響甚鉅，經多所大學院
校與國家圖書館溝通協調，目前已有較彈
性之服務方式：
在總圖、醫圖、法社分館、法政研圖、
經研圖，以及數學、物理、化學、大氣、
海洋、生化、圖資等七個系所圖書室內使
用，凡「已掃描」之文獻，不僅可線上瀏
覽全文，並可限定欲列印頁數以取得全
文；在圖書館之外的台大校園網域內（IP
為 140.112.*.*）使用，讀者在輸入身份證
字號及姓名後，亦可列印已掃描文獻之全
文，但無法線上瀏覽全文，亦無法限定列
印頁數。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圖書館利用】

e 路 逍 遙 遊 —中 文 搜 尋 引 擎 簡 介 (上 )
網路資源的搜尋一直是資訊檢索者
所需獨自面對與克服的課題，尤其隨著網
路資源的增加，資訊搜尋的問題更令使用
者倍感困擾，因此不少搜尋引擎紛紛因運
而生。而近幾年，中文搜尋引擎發展快
速，使得使用者在尋找中文資源時，迅速

2.網頁目錄分類瀏覽：依照所收錄的網站
性質加以分類。目前共分為 14 個不同的
大類別，包括生活資訊、影視娛樂、休
閒旅遊、投資理財、社會文化、電腦網
路等。

且方便不少。以下僅介紹備受使用者稱譽

檢索功能

的幾個中文搜尋引擎，包含蕃薯藤、

目前系統所提供之檢索功能說明如下：

GAIS、Google 及 Openfind 等。

1.使用關鍵字查詢時，系統僅支援布林邏
輯中之 OR 功能，至於 AND 及 NOT 功

一、蕃薯藤（http://www.yam.com）

能則沒有提供，而 OR 功能是以空格來
表示。
2.提供「同音查詢」功能，可查詢同音字
彙。例如：當您輸入「四賤客」
，並勾選
同音查詢時，將可同時搜尋到「四劍客」
和「四賤客」的相關內容。
此外，蕃薯藤提供網站排序功能，亦即排
列在前面幾頁的結果就是最符合您需求
的資料。

圖一

蕃薯藤首頁（90.12.24）

二、GAIS（http://gais.cs.ccu.edu.tw）

蕃薯藤首頁如圖一所示。蕃薯藤係
使用 Google 之檢索機制，僅是查詢之介面
有所不同。目前蕃薯藤可以搜尋網站、網
頁、MP3、軟體、圖檔、中英文新聞、BBS
與討論區、全球網路資訊及其他搜尋（包
含期刊、碩士論文、網路活動及地圖查詢
等）
。
檢索方式
目前蕃薯藤共提供兩種檢索方式：
1.關鍵字查詢（簡易查詢）
：適用於已經非
常清楚要找的網站或資訊主題等。

圖二

GAIS 首頁（90.12.24）

GAIS 首頁如圖二所示。GAIS 是由中
正大學資工所吳昇教授於 1995 年所開發
出來，其提供 Internet 裡常用的一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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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諸如網頁搜尋（GAIS-WWW）、網

字，即以(green | blue ) & !red 來表示。

址 搜 尋 （ GAIS-URL ） 及 檔 案 搜 尋

2. 英文片語或是中文片語查詢：在 GAIS

（GAIS-FTP）等。

的定義裡，所謂的「片語」就是一串字

檢索方式

的中間夾雜著空白字元。諸如：apple pie

目前 GAIS 共提供三種檢索方式：

或是台大 圖書資訊學系等查詢字串。

1. 簡單關鍵字查詢：此方式表示你要查

3. 多項目查詢—使用「,」分隔號：諸如

的文章內必需含有這些關鍵字，這是

“delicious, apple, juice”表示使用者對

最簡單的查詢方式。諸如：福爾摩沙

這 3 個字有興趣，但並不要求比對到的

或是圖書館法這種簡單的查詢字串。

文章一定要含有全部的字 (如果要求全

2. 進階查詢，亦即選取欲比對的方式，

部要含有則需使用「布林運算式」, 例

有 2 種選擇方式：（1）Exact matching

如 “delicious & apple & juice ”)。當

精確比對方式：諸如，查詢字串「中

GAIS 做比對時，均含有這 3 個字的文

正資工所」
，可以幫你找到含有中正資

章所得到的分數會較高，並且會優先顯

工所的文章，但不會查到含有「中正

示，再來才會顯示含有 2 個字的文章，

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的文章。（2）

最後顯示僅含有 1 個字的文章。

Fuzzy matching 模糊比對方式：諸如，

4. 多項目查詢—使用「+、-」
：諸如“+green,

查詢字串「時報資訊」可以幫你查到

blue, -red”這個查詢字串，表示想找的

含有中國時報全球資訊網的文章。一

文章內應該要含有「green」這個字，但

般來說，由於 Fuzzy matching 可能會找

是不要有「red」字串，而有無「blue」 則

到比較不相干的文章，所以，除非在

沒有關係，然而含有 blue 字眼的文章會

Exact matching 模式下找不到，否則儘

有較高的分數。

量不要使用 Fuzzy matching。

5. 自然語言查詢：GAIS 允許你輸入任意的

3. 網頁目錄分類瀏覽：依照所收錄的網

查詢語句，並且幫你找出最適合的文

站性質加以分類。目前共分為 16 個不

章，輸出的文章將會以分數高低順序排

同的大類別，包括生活資訊、休閒資

列。比方說，你可以輸入下面這種口語

訊、人物團體、文化宗教、社會文化

化的問題：“Pentium 主機板的價格如

等。

何？”來當做查詢字串。這樣 GAIS 便

檢索功能
目前系統所提供之檢索功能說明如下：
1. 布林邏輯功能—AND、OR 及 NOT：在

可以幫你找到這類的相關文章。
6. 容錯搜尋或近似搜尋功能：諸如“關貿
總協”可搜尋到“關稅貿易總協”。

GIAS 中，AND 功能是以&表示；OR 功

7.提供中文同音檢索功能：諸如“背多

能是以 | 表示；NOT 功能是以 ! 表示。

分”可搜尋到“貝多芬”。
（閱覽組人社股組員 張嘉彬）

諸如：你想找含有 green 或 blue 的字
串，但是這些文章內不可以有 red 這個

下 期 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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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藏】

「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年」主題書展
展出地點：總圖書館二樓主題書展區
展覽圖錄
940.942 3462

法國繪畫三百年: 從普桑到塞尚 [展覽圖錄]
花樣年華: 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年 [導覽手冊]

館藏圖書選目
901 4431

從浪漫到新浪漫

902 0072 v.6 & v.7

羅浮宮美術館全集: 6.法國藝術之花，7.浪漫派的抬頭

902 1153 v.18 & v.25

名畫欣賞文庫: 18.庫爾培，25.馬奈

902.4 1032 v.1-3

奧塞美術館

904.4 4632 v.4

西洋藝術史: 4 現代藝術

909.4 4054
909.4 8244 v.6 & v.7

從古典到浪漫
劍橋藝術史: 6.十八世紀，7.十九世紀

909.908 7178

巨匠美術週刊

940.942 0072

法國繪畫史

940.98 4462 v.2, 3, 5, 21 世界名畫家全集: 柯洛，莫內，塞尚，竇加
十六至十九世紀西方繪畫中的風景畫: 羅浮宮博物館珍藏名
947.5 4001
畫特展
947.5 4462

世界名畫全集

947.5 9025

新編近代世界名畫全集
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

948.5 4487
949.4 1130

法蘭西學院派繪畫
新古典浪漫主義之旅

949.4 3232

新古典與浪漫主義美術

949.5 3232

印象主義繪畫

Ref N31 B644

The Book of art

N2030 A6779
N6847.5 R4 W44

Paintings in the Louvre
The Realist tradition：French painting and drawing, 1830-1900

N6853.B585 A4z

Eugene Boudin : paintings and drawings

N6853.G355 A4z

Gericault, 1791-1824

N6853.M52 A4

Jean-Francois Millet

N6853.M64 A4

Berthe Morisot, Impressionist

N6853.P57 P58

Camille Pissarro

NC246 R673 2000

From drawing to painting

ND186 L48 1977

Rococo to revolution

949 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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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546 G613

French eighteenth-century painters

ND547.5.I4 M64

Modernity and modernism

ND547.5.R6 B79

Tradition and desire : from David to Delacroix

ND550 C75 1985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ND553.B65 F4z

Bonnard

ND553.C8 H77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ND553.D25 N18

Jacques-Louis David

ND553.D33 P932

The world of Delacroix

ND553.L28 T4713z

Georges de La Tour

ND553.M3 C68

Edouard Manet

ND553.P8 F913

Nicolas Poussin; a new approach

ND553.R45 A4

Renoir

ND553.W3 Sch58

The world of Watteau, 1684-1721

ND653.G7 A4 1986

Van Gogh : a retrospective

NX600.S95 G52

Symbolism

「從普桑到塞尚－法國繪畫三百年」相關視聽資料
館藏地點：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館藏錄影帶選目
(VC) 909.4 1038 v.1
(VC) 909.908 4482
(VC) 940.99 4423 v.1, 5-7
(VC) 947.08 3467 v.1-2
(VC) N6415.B3 B37z
(VC) N6465.I4 I46z
(VC) N6847.5.I4 M6z
(VC) ND177 M84z
(VC) ND189 S57z

名畫的故事: 1.印象主義、野獸主義
梵谷傳
藝術家 VS 世界名畫： 1.莫內， 5.安格爾， 6.德拉克洛瓦，
7.梵谷
1.印象派的先驅：布丹
2.光的詩人：莫內

(VC) ND192.I4 I46z

Baroque in France & Italy
Impressionism
The French Impressionists: Modern art and manners 1860-1874
Multiplication of styles: 1700-1900
Sister Wendy's story of painting. Modernism
Impressionism and post-impressionism

(VC) ND390 R62z
(VC) ND553.C4 C43z
(VC) ND553.C8 C67z
(VC) ND553.D33 D45z
(VC) ND553.G45 G47z

The Road to modern art 1800-1900
Chardin and the female image
Corot
Delacroix
Gericault

(VC) ND553.M6 G877z
(VC) ND553.R45 R45z
(VC) ND553.W3 W37z

Gustave Moreau
Renoir
The melancholia of pleasure: Antoine Watteau
（閱覽組人社股組員 蔡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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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請問暫時遺失的書，圖書館
會自動補購嗎？
A：根據經驗，有不少暫時遺失的書，經

翻拍架：總館二樓 232 討論室設有翻

過一、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又會

若無其他人登記，則可繼續使用。開

突然出現在架上。因此是否補購，通

放使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 至

常取決於以下幾項因素：1.經過相當

20:30，週六 9:00 至 16:30。請您記得，

長的時間，我們已能確定該書確已遺

要自備相機，而且只能翻拍本館的館

失。2.圖書館有足夠的經費補購。3.

藏。
（本館網頁「各項服務」下之「翻

該書常有讀者詢問或有讀者推薦購

拍架借用服務」另有詳細的說明）

買。4.該書仍可購得，尚未絕版。

在這裡要特別提醒您，要遵守著作權

您若發現有暫時遺失的書需要補購，

法的相關規定，亦即，複製的資料僅

歡迎透過圖書館網頁「各項服務」下

供個人研究使用，不得移作商業用

的「推薦書刊」提出需求。請註明薦

途，並且須佔合理的比例。
（閱覽組人社股組員 蔡淑玲）

購的理由係因原書暫時遺失，我們即
會在經費許可的範圍內加以補購。
（閱覽組人社股組員 蔡淑玲）

Q：期刊不能外借，我要怎樣才
能複製其中的彩色圖片呢？
A：您可以利用總圖書館提供的以下設

拍架，您可至二樓參考諮詢台預約使
用的時段，每次以使用一小時為限，

Q：使用資料庫與電子期刊前，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所屬學
院、系所、身份？
A：1. 不論是資料庫或電子期刊，其價
格都相當高，因此圖書館需要使用

備，進行影印、掃瞄或者翻拍：

者所屬系所及身份的統計數字，以

彩色影印機：總館三樓左側的影印室

(1)分析使用量作為資料庫或電子

設有一台彩色影印機，只要用一般的

期刊續訂與否的參考；(2)分析各院

影印卡，即可自行操作影印，A4 為

系的使用量，作為其經費分攤的依

每張 25 元。

據。

掃瞄器：總館四樓參考諮詢台設有掃

2. 如僅以使用者上網 IP 來做使用統

描器一台，您可至四樓參考諮詢台登

計，則在宿舍、圖書館、電算中心

記使用，每次以使用 30 分鐘為限，

等地使用電子資源者皆無從判斷

若無其他人登記，則可繼續使用。請

其所屬系所及身份，而使統計分析

您記得，要自備全新的空白磁片存

不竟周全，故無法以使用者上網 IP

檔，而且只能掃描本館的館藏。（本

替代使用者所屬系所身份認證功

館網頁「各項服務」下之「掃描器借

能。

用服務」另有詳細的說明）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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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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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石膏素描

主題：愛滋病防護系列

石膏素描（上）

2/18~2/24 無人倖免
2/25~3/3

石膏素描（下）

認識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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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主題：華爾滋之王約翰史特勞士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中國音樂的前輩黃自先生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生活空間

2/4~10

生活環境的創意與省思（喻肇青主講）

2/18~24

理想的生活家邦－建築與社會（白錫旼,喻肇青主講）

2/25~3/3

都市與都市問題（夏鑄九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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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