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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春之饗宴∼圖書館資料庫春季講習 

邀請您一同來探索資料庫的奧秘 
春暖花開的三月天，走在杜鵑花盛開的椰林大道

上，不妨順道來圖書館參加我們精心為您安排的資料

庫饗宴吧！3月18日∼3月22日圖書館共設計了十三

場常用電子資料庫的講習課程，從各學科主題文獻的

查詢、期刊與報紙資料庫的介紹，到尋找期刊排名或

文獻引用情形均涵蓋在內，讓您在探險的過程中，練

就一身資料查找的好功夫。 

課程內容及線上報名，詳見http://140.112.192.4/ 

formapply/online.htm如果您剛好很忙，無法在指定的時

間內前來上課，沒關係，圖書館歡迎您自行約集5名

同好，另約講習時間。課程亦可依照需要量身訂做！

聯絡電話：校內分機2268。研究的路上，圖書館永遠

伴你行！ 

 （推廣服務組組員 劉慧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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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3/15、4/18、5/8 圖書館線上公共目錄、解放

軍報光盤、檔案文獻光盤 

3/18、4/19、5/9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

華博碩士論文、臺灣省政府

公報光碟 

3/19、4/22、5/10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中

央通訊社剪報資料  

3/20、4/23、5/13 法源、植根法律資料庫、中

國國家法規數據庫 

3/21、4/24、5/14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九

十年代合訂本光碟 

3/22、4/25、5/15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JCR on Web 

3/25、4/26、5/16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光碟版 

3/26、4/29、5/17 Econlit、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3/27、4/30、5/20 圖書館之旅（法社學院三圖

書館（室）服務及資源介紹

與利用） 

時間：每日上午10:10－11:00 

地點：在法社分館借還書櫃檯前集合 

注意事項： 

1. 各電子資料庫簡介張貼於期刊室入口右方
桌上。 

2. 請準時到達，經候十分鐘而無人到達則取
消該天之講習。 

3. 校外人士以旁聽為宜，恕不單獨講習授
課。 

（法社分館提供） 

館際合作三校巡迴車新服務 

自九十一年三月一日起，本館與政大圖書

館、師大圖書館以巡迴車代送館際合作文件服

務將擴展至醫分館、法社分館。 

1. 透過全國館際合作系統申請之圖書代借代
還與文獻複印部份： 

(1) 減少郵遞時間，將可更快收到申請
件！ 

(2) 圖書代借代還部份：每冊收費一百
元，不另收郵資費。 

2. 持三校互換借書證借書者： 
(1) 圖書不需歸還至原圖書館，可歸還至
總圖一樓借書櫃檯、醫圖一樓流通櫃

檯、法社分館一樓流通櫃檯，由圖書

館代還，不另收費。 

(2) 惟請注意圖書到期日，如有逾期罰
款，仍需自行前往該校圖書館繳交逾

期罰款。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總圖推廣服務組，校

內分機2268或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館際圖書互借增加合作單位 

即日起，本館與中興大學、臺北護理學

院、臺東師範學院、明志技術學院、花蓮師範

學院、東海大學、政治作戰學校、新竹師範學

院、嘉義大學、輔仁大學圖書館開放圖書互借

服務，讀者可至總圖一樓流通服務檯洽借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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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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透過館合系統線

上申請借書，由圖書館代借代還；若讀者需向

其他大專院校圖書館借書，請聯絡推廣服務

組，我們將儘快與該館聯繫館際圖書互借協定

簽訂事宜。 

目前已有57所圖書館與本館合作，詳細

名單請見本館網頁(http://www.lib.ntu.edu.tw)點

選「館際合作」→「館際互借圖書服務」。 

電話23630231轉2268，e-mail：tul@ccms.ntu.edu. 

tw。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兩性平等季」即將推出！ 

由兩性平等委員會主辦，臺大圖書館、婦

女研究室、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承辦的「兩性平

等季」將於三、四、五月熱鬧展開。透過書展、

攝影展、影展等不同媒體的呈現、精彩的課程

講演，以及午間的小組座談，將帶給您更豐富

的知識、更寬廣的思考空間。活動期間將邀請

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探討兩性平等教育、性騷

擾、性侵害等相關議題，這些議題皆與我們的

生活密切相關，身為臺大一份子的您千萬不可

錯過！ 

※講演者包括國內外知名學者：Linda 

Nochlin、王正華、陳月霞、吳珮慈、葉德

蘭、劉毓秀、柯倩華、張錦華、陳若璋、

黃淑玲等，還有其他精彩活動內容，將於

圖書館網頁中公佈，敬請期待！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調整 

多媒體服務中心自推出「有線電視頻道選

播服務」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及迴響，非

常感謝大家的熱烈支持！由於受到有線電視

業者頻道重整的影響，自三月份起，多媒體服

務中心的有線電視選播服務將進行若干調

整：新增「知識類」的Knowledge Channel以

及「電影類」的東森洋片；原「體育類」Star 

Sports改為緯來體育，歡迎舊雨新知多加利

用！ 

※新頻道表調整如下： 

 
館內頻道 頻道名稱 類型 主要內容 

23 CNN 全球新聞 

24 TVBS-N 國內新聞 

25 中天新聞 

新聞類 

亞太新聞 

26 Discovery 國外製播各類知識影片 

27 國家地理雜誌 國外製播各類知識影片 

* 28 Knowledge Channel 

知識類 

國內外各類知識影片 

29 HBO 國外頻道商選輯電影 

30 Star Movies 國外頻道商選輯電影 

31 CINEMAX 國外頻道商選輯電影；HBO第二台 

* 32 東森洋片 

電影類 

國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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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SPN 世界、美國與亞太體育 

* 34 緯來體育 
體育類 

國內本土體育活動 

35 MTV 音樂類 各類音樂 

36 公共電視 綜合節目 

37 NHK 
綜合類 

綜合節目 

38 台大知識頻道 每月選播館內知識類視聽館藏 

39 台大藝文頻道 
（自播頻道）

每月選播館內藝文類視聽館藏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 

法社分館開始提供掃描器服務 

  法社分館為順應讀者需求，即日起在流通

櫃檯前提供一台掃描器，供讀者掃描本館館

藏；每次每人使用以30分鐘為限，請讀者自

備磁片或掃描至自己的電子郵件裡，全新機

種，速度快、效果佳，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11:30及下午13:30∼16:30，請讀者

善加利用。 

（法社分館提供） 

 

 

 

【館務報導】 

公共場所要小心 貴重財物不離身 

圖書館是公共場所之一，所以在圖書館內

應將個人貴重財物隨身攜帶，千萬不要離開自

己的視線。本館閱覽區內皆有攝影設備錄影存

證，請讀者確實遵守各項閱覽規則，若有需要

或發生意外，亦可請各櫃檯服務人員通知本

組，保存必要之錄影畫面以協助調查或指證。 

（行政組組長 高鵬） 

 

環保清潔最重要 大家共同來維持 

本館各樓層的茶水間皆有設置各類資源 

回收袋，敬請配合環保措拖，確實把各種資源

放入回收袋。保持圖書館環境整潔， 是本組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除了例行的打掃工作外，

我們要求清潔人員每日至少刷洗拖拭洗手間

四次（白天兩次，晚上兩次），也請讀者體諒

他們的辛勞，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例如不要

亂丟垃圾紙屑、用完洗手間後應記得沖水等

等。 

（行政組組長 高鵬） 

 

圖書館四周禁止各種團體活動 

謹依據本校第2113次行政會議有關圖書

館四周廣場（含走廊）列為禁止活動區之決

議，本組將加強巡視與勸導請各系所、社團等

勿在本館四周辦理任何文康或慶生活動。 

另依據本校校總區攤位設置管理辦法，銷

售人員不得在校園內招攬或發放傳單，經駐警

隊與本組合作，上學期在本館四周已取締相關

違規情形約十餘件，本學期將持續嚴格取締。

讀者若在館外廣場遇推銷人員，請勿逗留或回

應，並通知駐警隊或本館服務人員前往處理。 

（行政組組長 高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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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查詢人物傳記資料的好幫手—     

Galenet-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

一、資料庫簡介 

 「Galenet-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

收錄古今中外185,000位名人，約250,000

筆傳記資料，同時包含約250種期刊上相

關之名人資料全文，及報載之名人最新消

息，是以傳記資料見長的美國Gale出版社

所出版之線上名人傳記資料庫。 

 

二、進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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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net-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即

可，Galenet限於臺大校園網路內使用（即

IP為140.112.x.x），可設自動組態（http:// 

proxy.ntu.edu.tw/pac/ntu.pac），但請勿勾選

代理伺服器（proxy）。 

 

三、檢索方式 

1、Name Search 

選擇 Name Contains 或 Start of Last 

Name，來限定檢索詞彙查詢的模式：

前者可輸入人物全名或姓名中任意一

字，後者則會查出以檢索詞彙為姓氏

開頭者。 

2、Custom Search 

備有多重檢索欄位，可以職業、國籍、

種族、生卒年、生卒地、性別等限制

條件進行查詢。 

3、Full Text Search 

查詢傳記資料中之任一詞彙。 

四、查詢結果 

除了人物圖片之外，可取得以下資

訊： 
(1) 最新消息。 

(2) 簡短人物傳記：多為條列式之生卒

年、生卒地、家庭背景、學經歷、主

要事蹟或作品等基本資料。 

(3) 詳細人物傳記：多為文章式，除基本

資料外，詳述人物生平事蹟及其影響。 

(4) 該人物所撰或描述該人物之雜誌或新

聞文章全文。 

(5) 參考文獻。 

(6) 精選網站連結 

 

五、輸出檢索結果 

1、 儲存 與列 印： 點選 「Format for 

Printing」，利用瀏覽器之另存新檔及列

印功能，即可取得全文資料。 

2、 電子郵件傳送：點選「E-mail Data 
Home」，即可將全文資料傳送至個人

之電子信箱。 

若有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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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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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 

一、資料庫簡介 

提供Academic Press公司出版之193

種電子期刊之索引摘要（1993年迄今）及

全文（1996年迄今），總計約有七萬多篇

論文，涵蓋生醫科學、財經法商、工程與

材料科學、生命科學、數學與電腦科學、

物理與環境科學、心理學、社會科學等主

題。 

 

二、進入資料庫 

1. 從本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
依次點選「資料庫檢索」→「IDEAL」

即可；或由本館首頁點選「館藏目錄」

或「電子期刊」網頁，可依特定期刊

名稱連結。 

2. 限臺大校區內使用（IP為140.112.x 
.x），可設自動組態（http://proxy.ntu. 

edu.tw/pac/ntu.pac），但不可設代理伺服

器（proxy）。 

 

三、檢索方式 

1. Search檢索： 
首先選擇檢索欄位、輸入檢索字彙，

二個查詢辭彙以上可用布林邏輯

（and、or、but not）；並可限定主題範

圍、或限定某期刊。 

2. Browse瀏覽： 
若要查詢特定期刊，可用瀏覽功能循

序找出該期刊刊名、卷期，以迄全文；

亦可依主題與出版社瀏覽該主題／出

版社之所有期刊。 

3. Link in連結： 

以文章之期刊名稱、年代、卷期、頁

碼、第一作者姓氏，或是DOI（電子

文件編號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直接

連結該文章。 

 

四、檢索結果 

1. 於檢索結果清單上，選擇Abstract可顯

示詳細書目資料與摘要；若選擇

Article PDF則可顯示全文影像。 

※注意事項： 

僅能使用1996年後之全文，1995年之

前仍會顯示Article PDF字樣，但點選

後會出現： 

 A subscription or license is required to  

 access the requested article 

 No contract (license) was found in your  

 profile that allows access to the requested  

 article 

即表示無法使用全文，可查詢本館是

否另有收藏紙本；或利用館際合作方

式取得全文。 

2. 若需儲存或列印書目資料，請用瀏覽

器之儲存或列印功能。 

如有相關問題與建議，歡迎洽詢圖書

館推廣服務組，校內分機 2268或 tul@ 

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編審 郭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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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請問若已辦過校友閱覽證，
申請借書權利之相關手續該

如何辦理？ 

A：若您持有的是終身有效之校友閱覽證
（八十八年五月一日以後申辦者），

請攜該證至總圖書館一樓還書服務檯

填寫申請表辦理，並繳交保證金三千

元及第一年年費八百元（原繳交終身

有效校友閱覽證之二百元工本費納入

年費，第二年起年費仍為一千元），

即可憑原證借書。 

但若您持有的是八十八年五月一日

前所辦理有效期限為三年之校友閱

覽證，請攜該證（如該證遺失，請帶

畢業證書）、身份證正本、脫帽近照

一張、並繳交保證金三千元及年費一

千元，在櫃檯填寫申請書辦理。 

如無法親自申辦，請備齊以上所需證

件資料及費用，填寫委託書委託他人

代辦。 

受理辦證時間： 

學期中 週一至週五 8：20—16：45 

寒暑假 週一至週五  8：20—11：45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Q：查詢館藏目錄時，若某書狀
態顯示為「傳遞中」，請問是

什麼意思？ 

A：某書狀態顯示為「傳遞中」，表示該

書不是歸還至原館藏地，例如：讀者

在醫圖借的書，而在總圖歸還，系統

即自動產生「傳遞中」之訊息，待書

確實回到醫圖處理後，傳遞中之狀態

才會消失，傳遞時間約需二個工作

日。因總圖書館、法社分館、醫學院

圖書分館三館已提供圖書代還服務，

全校任一分館圖書室所借圖書均可就

近歸還至上述三館，為確實掌握代還

後傳送情形，系統皆以「傳遞中」顯

示。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Q：請問急用的書還在編目中怎
麼辦？ 

A：由於讀者預約書均為優先處理，您只
要上館藏目錄系統（TULIPS）預約該

書，圖書館收到訊息後，會於三個工

作天內將書編妥，並以email通知您

來館辦理借閱手續。 在預約時亦請確

認您已在本館留下正確的email帳號，

以便及時通知，如需更新email帳號，

可親洽流通服務櫃檯或至以下網址提

出線上申請http://140.112.192.4/formapply 

/e-mailtbl.htm。 

（編目組編審 梁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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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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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主題：女人的故事  主題：台灣女作家暨人文工作者

4/1~4/7   身體政治；身兼雙職 陳月霞（上）（下） 

4/8~4/14   性別探戈；不可不知 邱貴芬、蔡秀菊 

4/15~4/21   權力遊戲；來自未來的明信片 盧千惠、楊翠 

4/22~4/28   兩性戰爭；台灣婦女 利格拉樂．阿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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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主題：芙蕾妮的技巧與神話  主題：查某儂的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兩性關係 

4/1~7 九十年代的兩性關係（曾昭旭主講） 

4/8~14 兩性的互動與戰爭（曾昭旭主講） 

4/15~21 兩性解析：談工業社會的婚姻（邱彰主講） 

4/22~28 三生石上：從感情到婚姻（曾昭旭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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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