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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九〸會計年度系所購置圖書情形 

   本校為落實各學科館藏均衡成長目標，於第二

一八三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自九十年度開始各學

系所每年應自所分配之圖書儀器設備費中至少提撥

新臺幣壹拾萬元，用以購置圖書資料，實施成效良

好。統計該年度提撥購書經費前十名系所名稱及購

置圖書資料金額如下：法律學系（3,811,749 元）、

外文系（2,846,608元）、數學系（2,471,180元）、中

文系（1,601,533元）、社會學系（1,506,696元）、哲

學系（1,295,112元）、政治系（1,258,810元）、物理

學系（1,066,838元）、化學系（1,040,283元）、經濟

系（942,059元）。 

（採訪組組長  張素娟） 

 

醫圖電子資源檢索區調整開放時間 

與電腦列印計費方式 
 

醫圖電子資源檢索區（位於三樓參考室）自 91年

4月 1日起調整開放時間與電腦列印計費方式，詳情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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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整後之開放時間如下表： 

學期期間 寒暑假期間 

週一至週四 

AM9:00—

PM8:00 

(中午無休)
週一至週五 

AM9:00—

PM8:00 

(中午無休) 
週五 

AM9:00—

PM4:50 

(中午無休)

週六、週日  週六、週日 不開放 

 
2. 電腦列印計費方式調整為與一般影

印費用相同，即： 

 
身分別 紙張大小 收費標準

A4 
B4 

1.3 元/張
‧校內讀者 

‧外校讀者 
‧具教職之校友 
‧捐贈之個人或廠商

A3 2.6 元/張

A4 
B4 

2.6 元/張‧不具教職之校友 
‧一般校外人士 

A3 5.2 元/張

 
（醫學院圖書分館） 

 
醫圖光碟資料庫認證方式變更說明 

 

自民國 91 年 5 月 1 日起，使用醫圖光

碟資料庫不需要輸入個人帳號、密碼了，

本館光碟資料庫系統改採 IP 認證方式，只

要您是在具有校區內有效 IP 之電腦（IP

為 140.112 者）查詢光碟資料庫（如：

Medline、Micromedex、CINAHL 等），都

不必再輸入帳號密碼，僅需點選您所屬之

單位系所，以及身分之後，即可進入查

詢。茲將使用步驟說明如下： 

 

一、 連線至醫圖首頁 

（ http://ntuml.mc.ntu.edu.tw），點選

「資料庫檢索」，再選擇所需之資料庫（以

Medline 為例）後，將出現以下畫面： 

 

二、 請分別選擇您所屬之單位及身分別

後，再按「確定」鈕即可進入。 

三、 注意事項 

1. 如欲使用 telnet 方式（vt100）檢

索，仍需申請帳號密碼，請依「國

立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光碟

遠端檢索資料庫服務辦法」辦理

申請。 

2. 如欲於非校區有效 IP 之電腦進

行遠端連線檢索時，亦需申請帳

號密碼，但僅限醫學校區教職員

工生申請。 

3. 已申請醫圖光碟遠端檢索帳號

之醫學校區教職員工生請保留

原帳號密碼，可以其使用上述 1
及 2 項服務。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醫圖電子資源

檢索區服務櫃臺洽詢，聯絡電話：（02）
2312-3456 轉 2208 或（02）2356-2208。 

（醫學院圖書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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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與戲劇系合辦 

「劇場」推廣活動 

為促進臺大師生對表演藝術的認識

與欣賞，以及推廣讀者對圖書館相關視聽

館藏的利用，訂於本學年期末（五、六月

間）校內系所與社團舉行畢業公演的時

節，圖書館將與戲劇系合辦推出有關「劇

場」之系列活動。活動計有：劇場相關之

視聽館藏整理、戲劇系歷年成果展、專題

演講、表演藝術館藏播放、戲劇系年度大

戲「馬克白」於圖書館演出重要片段等

等，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密切注意圖書館網

站最新消息中相關活動訊息發布。 

（視聽服務組編審張安明、 

組員兼股長黃靖斐） 

 

資料庫檢索最新消息 

 

一、新增試用資料庫 

1. Web of Science (1980年-present)：試

用至 2002年 9月 30日   

2. World Markets Research Centre 

(WMRC)：試用至 2002年 5月 26日 

3. 中文工程學刊：試用至 2002年 5月 

31日 

二、試用資料庫延長試用期限 

1.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BSCO)：延

長試用至 2002年 6月 30日  

2. 萬方數據資源系統：延長試用至 2002

年 12月 31日 

3. 電子時報：延長試用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  

    以上試用資料庫，請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之「資料庫檢

索」進入，點選「試用資料庫」後再選擇

您欲利用之資料庫即可。限於臺大校園網

域內試用（IP 為 140.112.*.*），可設自動

組態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但

請勿設定代理伺服器（proxy）。如有任何

問題與建議，請洽推廣服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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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館際合作複印服務即日開始 

 

圖書館自即日起與香港中文大學圖

書館合作，提供館際複印服務，透過網路

傳輸，可快速獲取資料。本服務限本校專

任教師及研究生申請，目前採互惠原則，

一律不收費；申請範圍限於期刊或專著文

獻，且為該地區之出版品為主。 

欲申請者可透過館際合作線上申請

系統（自圖書館首頁依序點選「館際合

作」，「線上申請館際合作服務」），填寫「國

外館際合作申請單」並請於備註欄註明

「向香港中文大學申請」；處理時間約需

五個工作天，歡迎多加利用。倘若有疑問

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連絡電話校內分

機 2268；連絡人：林秋薰 

（推廣服務組組員  林秋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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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圖書互借增加合作單位 

 

即日起，本館與暨南大學、文藻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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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透過館合系統線上

申請借書，由圖書館代借代還。 

另原與中山大學交換 20 張館際合作

借書證，自 5 月 1 日起增加為 40 張借書

證、館際複印服務以 Ariel 方式傳送，三

個工作日內處理完畢。 

目前已有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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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讀者需

向其他大學院校圖書館借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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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其他問題與建

議，請洽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電話 23630231 轉 2268， e-mail: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館務報導】 

還書箱服務說明 

 

一、還書箱設置緣由： 

圖書館為方便無法於開館時間內歸

還所借圖書之讀者，故提供還書箱服務供

讀者歸還圖書。 

二、還書箱設置地點： 

總圖書館、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

館、醫學院圖書分館均設置還書口或還書

箱，於非借還書服務期間供讀者還書之

用。 

三、還書箱之使用說明： 

總圖書館、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

館、醫學院圖書分館可代還全校各分館

（系圖書室）之借書，因此讀者在任一分

館（系圖書室）所借之書如未能在其開館

時間還至櫃台，均能就近擲入總圖書館、

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或醫學院圖

書分館之還書箱中。 

四、還書日期之計算： 

因還書箱係於閉館後使用，館員將在

各館次一開館日刷還上架，因此讀者擲入

還書箱之書，其歸還日期以「次一開館日」

認定。若讀者因而產生逾期情形，敬請提

早歸還。目前系統預設三日緩衝期，在緩

衝期限內歸還並不停借，逾期圖書停借之

計算以冊數計，每冊逾期二日，凍結其借

書權利一日，即十冊書各逾期二日則凍結

其借書權利十日，依此類推。 

五、還書箱使用注意事項： 

1. 透過館際合作向政治大學或師

範大學圖書館所借書籍，雖可透

過本校圖書館代還，但仍請還至

櫃台當場點收確認為宜，勿逕自

投入還書箱。 

2. 磁片、光碟片等視聽資料請勿以

還書箱方式歸還，以減少資料撞

擊受損。 

3. 請留意勿將個人書籍或非本館



 5

之圖書投入還書箱。 

4. 醫圖休閒書刊以「人工方式」借

出者，請直接歸還至醫圖流通服

務台以利當場確認。 

5. 還書箱乃為便利讀者在閉館期

間還書而設置，當讀者將圖書擲

入還書箱時，還書手續其實尚未

完成，因此請透過還書箱還書之

讀者，於次一工作日連上本館網

頁查詢個人借閱紀錄，或電洽擲

入還書箱所在地之圖書分館查

詢，以確認還書手續是否完成。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特藏組長期展出 

臺靜農教授書畫精品   

─《臺靜農三絕冊》─ 

 

本校故中文系系主任臺教授靜農，於

臺大任職二十七年後退休，獲名譽教授榮

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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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九十）年十一月廿三日為臺靜農

教授百歲冥誕，圖書館與中文系為紀念臺

教授生前研究教學及作育英才無數等諸

多貢獻，特選定自該日起至該年十二月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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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聞遐邇之書畫作品及捐贈本館之手稿

信札等資料，以窺知其豐碩的一生。 

    在展出之書畫作品中，以借自臺教授

生前得意女弟子、本校中文研究所畢業之

校友，任職淡江大學中文系之施淑教授所

收藏《臺靜農三絕冊》書畫長卷為精品中

之精品。施教授為使該珍貴文物得以永久

提供臺大師生賞閱，於該展覽完畢後慨然

捐贈圖書館收藏。圖書館亦配合訂製精美

展示櫃擺置於五樓閱覽區，自即日起歡迎

全校師生觀覽。茲將施淑教授親自撰寫該

珍品之簡介資料列述於后： 

此一冊頁作於一九八四年，全長九百

零三公分、寬三十一公分，為臺靜農先生

遺墨中之少見者，從中可一窺先生詩、

書、畫、篆刻之精湛與平生襟懷之所寄。

全帙有詩二十八首、畫九幅。詩多為抗戰

時先生寓居四川白沙感時抒懷之作。畫頁

有先生偏愛及精擅之梅花四幅，餘為葫

蘆、蘭花、水仙、蒼松、菊花各一，雖屬

一時遣興之作，而高格逸響盡在其中。先

生論古今書畫，嘗云：”書以功深能跋扈，

畫為興到見紛披。”觀此冊頁，其是之謂

歟。 
（特藏組主任  夏麗月） 

 
 

 
【圖書館利用】 

查詢新聞時事的好幫手（2）-- 

聯合知識庫 

 

一、 簡介 

聯合知識庫收錄聯合報系所發行的

聯合報、民生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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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報等五大報的新聞資料。收錄年限如

下： 

聯合報：1988 /1 /1 - 迄今 

經濟日報、民生報、聯合晚報、星報：1999 

/9 /1 - 迄今，並逐步向前收錄。 

二、 連線 

查 詢 時 由 圖 書 館 首 頁

(http://www.lib.ntu.edu.tw)下點選「資料庫

檢索」 「聯合知識庫」。限於校園網域

使用(即 IP 為 140.112.＊.＊)。可設自動組

態(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改善

連線速度，但勿設代理伺服器(proxy)。進

入聯合知識庫後，請在會員登入欄中鍵入

帳號與密碼(公佈在網頁上)即可使用。 

三、 檢索功能 

1. 立即查詢：在字串搜尋區鍵入所欲查詢

字串，選擇日期範圍與資料來源後，按下

立即查詢即可。 

2. 智慧查詢：智慧查詢提供進階查詢、相

關詞、相關分類、相關專卷等功能讓使用

者縮小或擴大檢索範圍。至於查詢資料的

日期範圍、資料來源、呈現形式、每頁筆

數及排序方式仍承襲字串搜尋區所設定

的條件。詳細說明如下： 

進階查詢：可使用一個或數個檢索字串

對所有欄位或特定欄位(標題、作者、版名)

查詢，並可加上 and、or、not 等布林運算

元來鎖定查詢的範圍。 

相關詞：相關詞是採用美國亞歷桑那大

學人工智慧語言實驗室的最新技術發展

出的全新功能，使用者輸入檢索字串後，

系統會自動分析出至多 200個曾與A同時

出現的詞彙，透過這些相關詞的點選可以

提高查詢資料的準確性及提供您不同的

切入點。 

相關分類：可以將輸入的搜尋字串自動

分析出許多細項或相關的群組，方便使用

者縮小查詢的範圍。 

相關專卷：在您鍵入「搜尋字串」或點

選相關詞時，系統便會以全文檢索的方式

對專卷名稱進行比對，凡有符合搜尋字串

的卷名便會被搜尋出來，如果其中正好有

您所需的資訊，您便可直接點閱專卷，以

節省您尋找資料的時間。 

四、 其他功能 

聯合知識庫除了提供全文檢索之

外，還提供「專卷查詢」的功能。使用者

可直接瀏覽查詢系統整理好的專卷。「我

的剪報」，則是讓使用者將查詢到的文章

儲存在剪報夾之下以方便使用。 

五、 顯示與輸出 

查詢結果顯示有三種：詳目式加導言

式、詳目式、簡目式，點選書目即可看到

全文。列印請利用瀏覽器的列印功能。另

外，本資料庫未提供存檔功能，但您可將

資料轉寄回個人 email 信箱，或善用剪報

功能將資料儲存起來方便日後使用。使用

剪報功能時請注意，由於全體使用者皆有

權可以增刪資料庫內的所有剪報資料

夾，所以重要資料還是建議您另存備份，

以防萬一。 
 

（推廣服務組組員  劉慧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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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臺大圖書館電子資源 

校外連線服務專輯（上） 

Q：哪些資料庫可從校外連線使用？ 

A：獲得資料庫與電子期刊廠商授權同意

使用之資料庫及電子期刊；凡於資料

庫檢索網頁中註明「可校外連線」，或

電子期刊網頁中標記 者均為可校

外連線。 

Q：如何設定校外連線服務的自動組態？ 

A：敬請使用 MS IE 5.0 以上瀏覽器版本，

並請依您所使用的上網方式，區分為： 

一、 使用區域網路或 CABLE MODEM寬

頻上網 

1. 開啟 IE 瀏覽器。 進入路徑請點

選  [工具] →[網際網路選項] →[連

線 ]，於對話框中點選 [區域網路設

定]，勾選[使用自動組態指令碼]，填 

入網址：

http://140.112.192.1:8080/proxy.pac，

按〔確定〕，即完成設定。 

 

二、 使用數據機撥接上網（撥接或 ADSL

用戶） 

1. 開啟 IE 瀏覽器。 進入路徑請點

選  [工具] →[網際網路選項] →[連

線]。點選[撥號及虛擬私人網路設定值]

的連線圖示，或是直接點選[設定值]。 

 

2.  勾選 [使用自動組態指令碼]，填入網

址：

http://140.112.192.1:8080/proxy.pac，

按〔確定〕，即完成設定。  

 

如果您使用 Netscape 4.5 以上版

本，敬請期待下期館訊報導，或由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news/wam.htm

擷取相關資訊。 

∼∼（下集待續）∼∼ 

（系統資訊組組員 藍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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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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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主題：表演藝術—理論篇 II  主題：表演藝術—人文篇 II 

6/3~6/9 
看劇場（一）：劇場的基本要素 

舞台美術 
Y世代的人生嘲諷—陳以文 
爆炸的廣告慾念—符昌鋒 

6/10~6/16 
看劇場（二）：編導 

演員 
Y世代的人生嘲諷—陳國富 
強韌的庶民精神—王童 

6/17~6/23 
作劇場（一）：老劇場 

實驗劇場 
濃郁的色彩揮灑—何平 
寂寞的未知探索—易智言 

6/24~6/30 
作劇場（二）：百花齊放的劇場 

邁向國際 
熱情的生命輻射—王小棣 
人物誌—侯孝賢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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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主題：波希亞國民樂派巨人-德弗札克  主題：深情的浪漫-蕭泰然音樂世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藝術工作者的故事 
6/3~6/9 千山萬水：追索者的故事（蘇秋） 
6/10~6/16 琉璃與世界：安歇在創作的山谷中（張毅） 
6/17~6/23 影舞者：訴說一個電影工作者的夢（王童） 
6/24~6/30 月光少年的背後：一個年輕導演的悲喜（余為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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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