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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圖書館網頁改版 

您用慣了圖書館舊版網頁嗎？為提供讀者更優

質、完整的網路服務，三月底本館網頁已經全面改版。

新網頁力求版面設計簡潔俐落、內容架構清楚扼要、

網站整體瀏覽與檢索機制流暢明確，以期有效提昇讀

者查詢資料的效率及便利。本館首頁網址為 http:// 
www.lib.ntu.edu.tw，如果您對首頁設計或網頁內容有
任何寶貴意見，懇請不吝賜教，讓我們有改進的機會。

校內分機 2269，e-mail:libsys@ms.cc.ntu.edu.tw。 
 （系統資訊組組員 藍素華） 

 

 

本校『性別平等季』系列活動 

男女有別到底是天生或是社會、文化所建構？或兩

者都是？這是性別議題中最重要也是根本的問題。您對

性別平等的觀念是什麼？您曾經從不同的性別角色來

看您自己或另一性？又，性別只有男女兩性嗎？由本校

兩性平等委員會主辦，婦女研究室、性別與空間研究

室、圖書館聯合承辦之「性別平等季」系列活動，將由

書展、電影、攝影展、廣告及兒童文學等多樣面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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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起來探討，並帶領您進入更寬廣的視野。 
一、書展： 

3月 18日至 5月 31日於總圖書館二樓展
出有關性別平等教育，婦女人身自主，反

對性騷擾、性侵害、性剝削，兒童文學與

性別建構等主題之重要及經典圖書，以及

兒童繪本及兒童文學作品。 
二、攝影展： 

3月 18日至 4月 29日於總圖書館四樓多
媒體服務中心展出女性專業攝影家陳月

霞女士的作品，由一位女性的角度及眼光

來觀看、紀錄和詮釋自然。 
三、專題演講（如下表）： 
包括愛情、性別、女性生命史及婦女人身

自主四大主題，報名網站：http://140.112. 
192.6/gender/in.asp，校內分機 2050，
e-mail: iodlib@ms.cc.ntu.edu.tw。若經演
講者同意，錄音資料將置於多媒體服務中

心。 

    
演 講 日 期 地  點 演講者 講    題 

91.3.22.（五） 
7:00 – 9:00 PM 

總圖書館地下樓 
國際會議廳 

孫中興 愛情是…… 

91.3.27.（三） 
3:00 – 5:0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陳月霞 兩性自然美 

91.4.12.（五） 
6:00 – 8:00 PM 

學生第一活動中心

禮堂 
法國在臺

協會提供

電影欣賞：「無法無家」（法國女導演安

妮絲‧華達作品） 

91.4.15.（一） 
9:10 – 12:00 AM 

視聽教育館視聽小

劇場 
吳珮慈

性別與電影：從女導演安妮絲‧華達的

作品「無法無家」談起 

91.4.19.（五） 
2:00 – 5:0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劉毓秀

肉身中的女性再現：談「鋼琴師和她的

情人」 

91.4.22.（一） 
9:10 – 12:00 AM 

學生第一活動中心

禮堂 
柯倩華 從兒童文學中重建性別意識 

91.4.26.（五） 
1:00 – 3:0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張錦華 廣告與女人：致命的說服力？ 

91.5.3.（五） 
2:00 – 4:0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徐  璐

破繭而出、春蝶再生：從身體自覺到自

我成長 

91.5.10.（五） 
12:30 – 2:3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林方晧 少女ㄚ的日記：一個被剝削的生命 

91.5.17.（五） 
12:30 – 2:3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黃淑玲 叫叛逆太沉重：臺灣少女色情市場 

91.5.24.（五） 
12:30 – 2:30 PM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 418教室 
胡淑雯 分手暴力 

 

（閱覽組、視聽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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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推出電子資源校外連線服務 

圖書館自即日起推出「臺大圖書館電子資

源校外連線服務」，部分電子資源不再限臺大

校園網域內使用，您只要設置校外連線服務之

專用自動組態，並通過讀者身份認證，即可於

校外任何地方連線使用本館所提供之部分中

西文資料庫，並下載電子期刊全文。 

一、有那些電子資源可校外連線查詢： 
本服務之電子資源須為 Web 版，並已獲
得廠商授權可校外連線，以資料庫檢索網

頁中註明「可校外連線」、電子期刊網頁

中標記    者為限。 
二、使用方式： 

1. 設置校外連線專用之自動組態：http:// 
140.112.192.1:8080/proxy.pac。 

2. 點選欲連線之電子期刊或資料庫，依畫
面要求輸入讀者證號及密碼。（此帳號及

密碼即為您查詢「個人借閱狀況」之帳

號密碼，無密碼者請至圖書館網頁之「個

人借閱狀況」中設定。） 
三、注意事項： 

1. 本服務僅限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及在學學
生。 

2. 每次連線查詢僅需通過一次身份認證，
即可使用不同電子資源；但停滯時間超

過 30分鐘者，需再次認證。 
3. 此專用自動組態適用於校外連線服務；
若於臺大校園網域使用者，可選擇設定

臺大之自動組態：http://proxy.ntu.edu. 
tw/pac/ntu.pac。 

4. 除本服務外，本校教師利用計中之 VPN
服務、具醫圖 ha 帳號讀者利用醫圖
proxy服務，亦可於校外連線使用本館所
提供之電子資源。 

「臺大圖書館電子資源校外連線服務」詳

細辦法與說明請見網頁：http://www.lib.ntu. 
edu.tw/news/wam.htm；如有任何問題與建
議，請洽推廣服務組，校內分機 2268，或
e-mail: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國外館際合作調漲收費 

大英圖書館將於四月份起調漲館際合作

收費，本館因應其調漲金額，自 4月 1日起國
外館際合作收費調整如下： 

一、期刊或圖書內文章： 
1. 英美地區：每篇新臺幣 375元（不論頁
數多寡）。（以 Ariel為傳遞方式者，每篇
新臺幣 510 元加版權費，版權費依期刊
而不同） 

2. 日本地區：十頁之內每篇為新臺幣 620
元，每增 5頁加計 100元。 

3. 其他地區：依國外單位定價收費。 
二、博碩士論文： 

1. 美加地區學校：每本新臺幣 2,200元。 
2. 英國地區學校：每本約新臺幣 2,000~ 

4,000元之間。  
三、圖書借閱：每冊為新臺幣 675 元加寄回

的航空掛號費。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推廣服務組，校內分

機 2268，e-mail: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林秋薰） 

館際圖書互借增加合作單位 

即日起，本館與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澎

湖技術學院、聯合技術學院圖書館開放圖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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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服務。目前已有 61所圖書館與本館合作，
詳細名單與相關辦法，請由本館首頁(http:// 
www.lib.ntu.edu.tw) 點選「館際合作」，再點
選「館際互借圖書服務」。校內分機 2268，
e-mail: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自習室設置臨時置物櫃 

為體恤讀者們攜帶圖書資料的不便，並

能有效紓解自習室佔用座位的情形，本館於 3
月 27日起在自習室內設置臨時置物櫃供讀者
利用，但本館不負任何保管責任，貴重物品敬

請隨身攜帶，並請參考本櫃之使用說明加以利

用。也籲請讀者們，不要再把圖書資料長時間

堆放在座位上，以免妨礙其他同學自習的權

利。此外，請讀者們特別留意，圖書館訂於每

月最後一個星期日清潔整理置物櫃，會將櫃內

的物品移除乾淨，所以讀者一定要在該日下午

五點前把櫃內的全部物品帶走。 

（行政組組長 高鵬） 

服務櫃檯設置 

服務人員中英文姓名標示牌 

提升服務品質是圖書館長久以來一直努

力的目標，目前館內每位服務人員於工作時，

皆佩戴識別證，希望能隨時提供讀者所需之協

助。自四月份起，為加強服務績效，本館已於

各樓層服務櫃檯設置服務人員中英文姓名標

示牌，希望藉此能拉近與讀者的距離，提供更

完善的服務。 
（館長室） 

 

 

【館務報導】 

敬請定期上線維護 

本校教職員著作目錄 

本館曾於校慶十週年、廿週年、卅週年、

卅五週年及四十週年校慶編纂「國立臺灣大學

教職員著作目錄」，提供各界參考。民國 84
年適逢本校五十週年校慶，一改往年編纂紙本

式目錄的前例，建立「教職員著作目錄‧第四

編」線上資料庫，置於校園網路，以提供讀者

更便捷的檢索。民國 86年，將第四編資料庫
轉換成 Web 檢索介面，並新增「個人著作目
錄維護」的功能，教職員可以帳號與密碼進入

系統以維護個人著作目錄資料檔案。 

本校「教職員著作目錄資料庫」系統的

設立，除了提供讀者檢索教職員著作目錄及展

現本校豐碩的研究成果之外，更是本校進行自

我評鑑時的重要參考依據。為維持資料庫內容

的新穎及正確，敬請教職員定期上網更新著作

目錄，請由本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 
tw)，點選「本校教職員目錄」，再點選「個人
著作目錄維護」，即可線上更新個人著作目

錄。如有帳號與密碼方面的疑問，敬請連絡特

藏組處理，校內分機 2275，e-mail: tulcg@ms. 
ntu.edu.tw。 

（特藏組組員 曾靖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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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查詢新聞時事的好幫手（１）— 

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WEB版 

一、資料庫簡介 

1. 報紙全文資料庫：部分資料（例如：社論）
因受限於著作權，僅提供書目資料。此類

資料在簡目前標示有**者。 
2. 收錄的報紙：臺灣、大陸及香港的報紙。 
註：對同一個主題的新聞，並非收錄各報

的報導，而是視情況收錄某幾種報紙的相

關報導。 
3. 收錄年代：民國 19年起之資料。 
註：民國 19-79年資料僅收錄部分，尚在
回溯建檔中。 

4. 更新速度：每週更新。 

二、進入資料庫 

由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ntu.edu 
.tw) 點選「資料庫檢索」，再點選「中央通
訊社剪報資料庫WEB版」進入。限臺大校
區使用（即 IP為 14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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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全文檢索 
1. 在查詢方框輸入字詞。 
2. 字詞間可用 AND、OR、NOT縮小或擴
大查詢結果。可選擇自行輸入或點選畫

面上的 AND、OR、NOT。若選擇自行

輸入，在運算元前後要加空格。 
(二) 限定欄位檢索 

1. 查詢主畫面左方提供限定欄位檢索功
能，可點選欄位名稱表中的任一欄位執

行特定欄位查詢，或點選「多欄位查詢」

執行跨欄位查詢。 
2. 若點選特定欄位查詢，除「標題」與「日
期」外，各欄位皆提供瀏覽清單及找詞

功能。 
(三) 集合運算：查詢的歷史記錄。此功能除

提供查閱先前的查詢結果外，主要是提

供使用者將先前的查詢策略，透過

AND、OR、NOT縮小或擴大查詢結果。 

四、顯示、儲存列印書目及全文 

1. 顯示書目資料：查詢結果會自動顯示簡
目，點選標題可以顯示完整的書目資料。 

2. 顯示全文影像：在簡目顯示時，點選 
    圖案看全文，或在查看完整書目資

料時，點選「顯示原文影像」。要看全文

需先安裝本資料庫特定的全文影像檢視

軟體，請點選查詢主畫面之「安裝顯示

影像程式」，依其指示安裝。 
3. 儲存及列印書目資料：在顯示簡目、完
整書目資料時，可利用瀏覽器的列印及

另存新檔進行列印及儲存。儲存時，存

檔類型需設為“Web網頁，完整”。 
4. 列印全文：  

(1) 單篇列印：在顯示全文影像時，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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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文顯示軟體的列印功能。 
(2) 批次列印：可批次列印已標記之簡目
或詳目文章。 

a. 標記需列印之文章，並於標記該頁
執行「儲存標記」。 

b. 可先點選「顯示(列印)標記文章」，
檢視已標記文章。 

c. 點選「批次列印標記文章」。 

（推廣服務組組長 邱婉容） 

預告：下期將介紹「查詢新聞時事的好幫手（２）——聯合知識庫」。

『性別研究』主要關鍵詞 

配合本校「性別平等季」系列活動，本期館訊在婦女研究室協助下，特刊載性別研

究之主要關鍵詞，供讀者查詢書目資料庫以及網頁時使用： 

性別(社會文化) gender 
性別(生理) sex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雌雄同體 androgyne 
婦女研究 women’s studies 
性別研究 gender studies 
性別差異 gender differences； 

sex(ual) differences 
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 

sexual identity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性別平等 gender equity 
性別歧視 sexual discrimination；

sexism 
性別角色 gender role 
性別角色 sex role 
兩性關係 gender relations 
性別勞動分工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女性主義 feminism 
女性主義者 feminist 

同性戀 homosexuality 
異性戀 heterosexuality 
雙性戀 bisexuality 
男同性戀 gay 
女同性戀 lesbian 
性教育 sex education 
性慾 sexuality 
性慾 sex desire 
妓權運動 prostitutes’ rights 

movement 
性犯罪 sex crime； 

sex offense 
性奴隸 sex(ual) slavery 
性虐待 sex(ual) abuse 
性暴力 sexual violence 
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 
強暴 rape 
約會強暴 date rape 
雛妓(不幸少女) child pro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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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請問試用資料庫如何成為正式資
料庫？ 

A：當有廠商來介紹各類型資料庫產品時，本
館都會要求提供試用的機會，一來可讓師

生們認識該資料庫，亦可測試其資料庫的

連線速度、檢索功能等，以進一步了解該

資料庫的優缺點。在資料庫試用期限結束

後，我們會依據上網利用的統計次數、師

生們在試用期間給圖書館的回饋，來評估

該資料庫是否值得採購；除此之外，價格、

館內是否已有其他同質性之資料庫、經費

等亦是考量因素。 

以 EBSCO 所出版的「Psychology & 
Behavioral Science Collection」為例，因
為上網試用的人次並不多，亦未接到師生

的推薦，而本校目前已另有心理學主題的

資料庫「PsycInfo」可利用，再加上圖書
館當年已無經費可購置新資料庫，所以不

考慮訂購該資料庫。 

（推廣服務組） 

Q：請問圖書館是否考慮設置文書處
理專用電腦區？ 

A：本館瞭解國內外某些大學圖書館允許讀者
在館內自由上網（甚至玩電腦遊戲）及使

用電腦進行文書處理，但多會限制在特定

區域及特定電腦使用。本館受經費限制，

目前配置於各樓層資料檢索區的個人電腦

數量，並不敷到館讀者使用，讀者常為了

查詢館藏目錄或資料庫而需要排隊等候，

圖書館亦為此多次向學校爭取更新及添購

個人電腦設備，但迄今仍無法做到提供較

多電腦設備，以滿足到館讀者檢索資料的

需求。再者，館內亦無空間可區劃提供讀

者處理文書作業。不過讀者可將檢索查到

之資料透過電子郵件、磁片存檔或利用網

路印表機加以列印或載錄。而在圖書館的

能力無法達成讀者希求之前，現階段本校

計資中心的電腦教室，是讀者另一個解決

處理個人文書需求的場所。 

（館長室） 

Q：請問圖書館為何會有複本？如何
薦購複本？ 

A：圖書館的書有些是採購而來，有些則是出
版者或讀者贈送得來的。之所以有複本，

可能因出版者一次贈送數本，也可能一本

是圖書館買的，其他則是讀者贈送的。 

如果一書圖書館有好幾本，且全部都是購

入的，那麼可能的原因是： 
1. 過去在舊總館時代，校內設有許多系所
圖書室，這些系所圖書室會採購相同的

書，併入新總館後，便成了複本。 
2. 圖書館與各系所在採購圖書之前，都會
先查複本，但查複本會有空窗期，偶而

還是會造成複本。 
3. 該書為系所以系所經費採購，該系所決
定購買複本。 

4. 過去 (許多年前) 國內的出版量並不
高，圖書館尚有經費可以採購複本。 

近年來全球出版量驟增，而圖書館經費有

限，因此原則上不採購複本，除非是高借

閱率（例如同時有許多讀者預約）才會考

慮。讀者可至本館首頁點選「推薦書刊」，

即可進行複本薦購。 

（閱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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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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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知識頻道】 【頻道39：臺大藝文頻道】 

五月  主題：表演藝術——理論篇（上）  主題：表演藝術——人文篇（上）

4/29~5/5 
劇團幕後—舞臺：設計與創作 
劇團幕後—演員：服飾與化粧 

Hollywood song and dance 
Lugosi 

5/6~5/12 
舞蹈與生活（一）：舞蹈與兒童 

舞蹈與青少年 
John Wayne 
Charlie Chaplin 

5/13~5/19 
舞蹈與生活（二）：舞蹈與成人 

舞蹈與老人 
邊緣底層的遊牧民族—徐小明 
被遺忘的社會邊緣—張作驥 

5/20~5/26 
舞蹈與精神（一）：大地之舞 

靈魂之舞 
成長的私語日記—林正盛 
執著的政治批判—萬仁 

5/27~6/2 
舞蹈與精神（二）：百花齊放的舞蹈 

舞蹈與劇場 
開心的頑皮家族—陳玉勳 
躍動的未來圖像—石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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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2 主題：爵士樂 主題：佛教音樂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心理學 
4/29~5/5 什麼是心理學（吳靜吉主講） 
5/6~5/12 心理學的領域及模式（黃德祥主講） 

5/13~5/19 心理學史與理論發展（丁興祥主講） 
5/20~5/26 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丁興祥主講） 
5/27~6/2 你也可以成為心理學家 （丁興祥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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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