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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圖書館自動化的「推手」~~系統資訊組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校長兼校工」  

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就是俗稱的

TULIPS，相信您一定不陌生，每當您一進到
圖書館，想要找尋某一本書或是期刊，卻不知

它身在何處，您就會用到 TULIPS，借還書時，
也需要用到它，而本組就是這套系統的「最高

管理者」。大至系統的功能管理，小至清理系

統內的「垃圾」，都是我們的責任。而管理的

「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要負責讓它正常、正

確的運作，除此之外熟悉各項系統功能與運

作，以為本館其他各單位同仁的系統功能諮詢

對象，也是我們的任務之一。 

 

圖書館網站的「造型設計師」  

許多明星藝人，出道之前都不怎樣，一

旦進入演藝圈，可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

變，無論是變漂亮或是有氣質，可得歸功於幕

後的功臣－造型設計師。好的造型師不僅可以

使原有的個人特質得以發揮，甚至更有加分的

效果。本館網站內的各項服務內容，可不是隨

隨便便安排的，網站的造型設計師，更不是一

個人，而是「一拖拉庫」的人，那就是由本組

主導的「網頁設計小組」。在每個網頁設計的

過程中，小到一個圖(icon)的位置，或是該用
那一種字體，都是經過網頁小組成員再三討論

所得出的結論。集合各方面有獨到見解的人甚

至邀請讀者參與，無論是網頁設計的專業，或

是圖書館提供服務，甚至是讀者使用者等，從

各個不同的角度，為圖書館的網頁注入不同的

氣象。 

 

圖書館電腦與網路的「保健中心」  

回想一下，中小學的保健中心功能是什

麼，不外乎是打預防、量身高、體重、宣導衛

生保健常識，或是一些外傷包紮，小病小痛的

簡單處理。我們的功能和保健中心很接近，只

是我們的服務對象還「真不是個人」，而是那

個冷冰冰、硬梆梆的「電腦」。以及經常讓您

「幾乎忘了它的存在」，卻又「爬」滿全館的

「網路」；一旦「彆扭」起來，也是會讓全館

癱瘓、怠慢不得的「狠角色」。您可能不知道

在圖書館的某一個地方有個開刀房(機房)及
手術台，每當這些「傢伙」身（硬體）心（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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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小病不斷，或是嚴重到需要開膛剖腹（機

殼拆卸），器官移植（零件更換、維修）時，

那兒就是「動手」的地方。時間比較緊急時，

我們也會機動性「出診」，讀者如果有時在館

內看到帶者服務証的館員，站在電腦前面操作

一些很專業的動作或是「開」著一台載著電腦

主機、螢幕的救護車(推車)在館內「喔咿∼喔
咿」穿梭時，記得要「禮讓先行」，那準是我

們沒錯。電腦是高科技產物，但是因為太普

遍，以致使用者的使用行為卻是很不愛惜，希

望各位讀者把圖書館的電腦設備當成是自己

的電腦，好好加以愛惜，否則以後進到圖書

館，會發現查詢用的電腦愈來愈少，因為不是

「掛了」，就是「住院」（進廠維修）去了。 

 

光碟資料庫的「管理師」  

光碟資料庫，簡言之，就是以光碟片做

為儲存媒體來存放資料。早幾年讀者大都必須

親自到圖書館來使用這些光碟資料庫。今日資

訊科技的進步，已經可以將這些光碟片上的資

料全部轉錄到硬碟上去。今後，您不需要大老

遠的跑到圖書館來，一樣可以在校園中透過網

路，使用「剪報資料庫」，輕鬆的找尋報紙資

料，列印原文；也不用在一、二百片的四庫全

書光碟片中不斷的抽換光碟片，只為找尋其中

一篇文章。目前己經有 26 個資料庫完全轉錄
到硬碟中，這樣的便利，簡直就像是在做夢一

樣，您在讚歎資訊科技發達的同時，可知道讓

這個夢想實現幕後的推手是誰呢∼就是「系統

資訊組」。 

 

館員電腦素養的「培養師」  

俗話說:「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如果您
以為在圖書館工作的館員，只要懂得圖書館領

域的專長即可，那您就錯了。要想在這個資訊

化、電腦化的工作環境中生存，不僅電腦的相

關常識要有，業務上所需的電腦相關知識也要

有，而這個「春風化雨」的重責大任，理所當

然就落在本組的頭上。 

 
其他LiLi CoCo 

當然，本組的工作範圍，並不只限於上

述幾項，例如每逢考試時負責管控地下自習室

的「座位管理系統」，電子期刊等 LiLiCoCo（雜
項）。由於本組工作任務屬於技術支援，因此

舉凡問題中含有關鍵字:「電腦」、「系統」、「資
訊」、「網路」者，皆和本組直接或間接相關，

或許您不會直接與我們面對，因為我們是隱身

幕後的「推手」啊！但是如果您有上述業務相

關問題，仍然可以透過許多讀者服務部門或各

樓層的服務台人員及 e-mail方式我們聯絡喔。 
TEL：2363-0231轉 2269 

E-mail：libsys@ccms.ntu.edu.tw 
(系統資訊組技士 林秀鳳) 

 
 

說到光碟資料庫，可別忘記咱們

倆，咱們可是為您的電腦和遠端的

光碟資料庫搭起一條通道的重要橋

樑喔! 

FLYlink TTS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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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王文興教授手稿資料展--臺大近代名家手稿系列展之一

本校外文系王文興教授被譽為「當代文學
的苦行僧」、「在時光中錘鍊文字的魔術師」，
其著作《家變》、《背海的人》、《十五篇小說》
等書，自出版以來，由於其文字上的創新及文
體的獨特性，廣受海內外學術界的注目。日前
王教授慨然將其大作《家變》、《背海的人》手
稿及私人部分信函影本，捐圖書館永久典藏，
以支持並落實本校圖書館蒐集「臺大近代名家
手稿」計畫，其為第一人。為感謝王教授愛校
之美意，圖書館特於今年校慶期間，舉辦「王
文興教授手稿資料展--臺大近代名家手稿系
列展之一」、專題演講及座談會等活動如下： 
 
一、 展覽 

展覽主題：【王文興教授手稿資料展—臺大近
代名家手稿系列展之一】 

開幕：89年 11月 15日下午 3：00 
展期：89年 11月 15日至 89年 12月 31日 

特藏資料區開放時間 
地點：臺大圖書館五樓特藏資料展覽區 

 
二、 座談會 

主題：【與王文興教授談文學與寫作】 

時間：89年 11月 17日上午 10：00 
地點：臺大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座談者：王文興教授(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梅家玲教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康來新教授(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廖炳惠教授(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三、 專題演講 

1.臺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 
談《十五篇小說》  89/11/30下午 2：30 

2.臺大中文系梅家玲教授 
談《家變》        89/12/07下午 2：30 

3.臺大外文系鄭恆雄教授 
談《背海的人》    89/12/14下午 2：30 

地點：臺大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四、 影片播放 

1.【推巨石的人─王文興】 
2.【人生採訪 當代作家映象  王文興】 
時間：89年 11月 15日至 89年 12月 31日 

多媒體服務中心開放時間 
地點：臺大圖書館 4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特藏組提供)

浴火的藝術--陶器的製作與欣賞 

為使臺大教職員生與附近社區民眾更進

一步了解臺灣陶藝的創作與賞析，本館特於

11 月起推出以陶藝為主的推廣活動。活動期
間除介紹本館相關圖書與視聽資料館藏外，特

邀南投水里蛇窯第三代負責人林國隆先生蒞

臨演講，主講「浴火的藝術—陶器的製作與欣
賞」。演講將於 11月 24 日週五下午三點，於
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大團體使用室舉

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此外，本館亦邀請陶藝家來館舉辦陶藝

展，並配合該主題舉辦各種相關活動，不僅讓

各位讀者有機會親自體驗臺灣陶藝之美，更藉

此充實相關知識，兼顧知性與美學的發展！一

連串系列活動精彩豐富，還可以拿神祕禮物和

獎品，您千萬不可錯過喔！ 
詳細活動內容與時間請密切注意本館首

頁之「最新消息看板」！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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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智慧之泉II -- 侯翠杏作品暨收藏展系列之二 

去年九月至十二月財團法人侯政廷文教

公益基金會贊助在本校圖書館舉辦「智慧之

泉—侯翠杏作品暨收藏展」，充分展現了侯教

授創作之美，及其以藝術關懷與熱愛教育的心

情。今年，侯翠杏教授仍一本其藝術關懷回饋

教育的執著，再度贊助舉辦「智慧之泉Ⅱ—侯

翠杏作品暨收藏展系列之二」，除展示其畫作

及收藏品外，並將《智慧之泉》畫作贈予本校，

讓踏入圖書館的讀者能欣賞到優質的藝術

品。此外，侯教授更是先後三度贈送其自世界

各地購得之珍貴藝術藏書共 1052 冊，以嘉惠
本校讀者。侯教授現為財團法人侯政廷文教公

益基金會執行長，對公益活動有著雖千萬人吾

往矣的熱情，其藝術關懷的愛心釋放在畫作

裡，散佈在工作裡，而臺大圖書館和讀者又是

何其有幸，能感受到侯教授如此滿懷浪漫的善

行！本校為感謝侯翠杏教授愛校厚意，特將於

今年校慶 11月 15日校友校慶募款餐會中向侯
教授致謝，並歡迎各位讀者前來圖書館同享藝

術之美。 

 
展期：89年 11月 15日至 90年 3月 15日 
地點：臺大圖書館 
                          (館長室提供)

 

【館務報導】 

圖書館採購新書的捷徑—閱選服務 

您可曾注意到：圖書館的新書展示架

上，除了與教學研究相關的專業圖書外，還陳

列著一般通識性的新書？您是否也注意到：這

些新書往往就是最近書店也正在展售的書

呢？自今年五月起，本館已新闢一條採購這類

新書的捷徑--閱選服務，由代理商依據本校通
識教育的目標及本館選書原則，每隔兩週將國

內出版的新書送至圖書館，再由選書顧問協助

選定適合收藏的書，如此一來，加速了購書效

率，也確保選書的品質。而為了讓這些新書能

很快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一但確定要採購的

書，我們會以急件方式進行登錄與分類編目，

因此很快就能陳列在圖書館二樓（人文及社會

科學資料區）及四樓（科技資料區）的新書展

示架，供大家翻閱。當您發現展示的某一本新

書讓您愛不釋手時，可以到一樓辦理借書手

續，就可馬上帶回家細細品味。目前循此捷徑

採購的書約有兩千冊，其中包含：得獎作品（例

如今年度金鼎獎）、報章書評推介的好書，以

及讀者薦購的新書等。 
另外，圖書館也正進行大陸地區文史哲

類新書的閱選，希望透過專業代理商的徵集，

以即時且有系統的蒐藏，來充實本館人文館

藏，並支援相關學科領域的教學研究。 
（採訪組主任 張素娟、 

閱覽組人文社會股股長 劉雅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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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IEL（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全文資料庫 

IEL資料庫包含 1988年 1月迄今 IEEE和
IEE所有出版品，其種數超過 12,000種，資料
類型涵蓋期刊、會議記錄，以及技術標準。因

此，IEL號稱是現今電機電子工程技術與電腦
科學類，收集最完整的全文資料庫，實不為

過。 
查詢時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下點選【資料庫檢
索】，即可看見【IEL工程資料庫】的選項。
另亦可從首頁「電子期刊」，或自「館藏目錄」

以特定期刊連接本資料庫。 

 
IEL工程全文資料庫提供兩種查詢功能： 
1.瀏覽功能（Tables of contents） 
此部份提供依期刊、會議、標準三類出版品

名稱查詢的功能。所有出版品均依照字母順

序排列，直接點選出版品的第一個英文字母

就能找到所要的資料。使用者可以瀏覽目

次，點選個別文章可查看摘要及全文。 

 
2.查詢功能（Search）有三種檢索方式: 

(1)By Author：依作者姓名檢索，作者部份
也提供瀏覽索引。 

(2)Basic Search：依輸入的字彙配合檢索欄
位尋找文件。 

(3)Advanced Search：為進階檢索，能執行較
專業的多功能檢索。另可使用輔助條件

來縮小檢索範圍。 
點選查詢的結果即可查看全文。 

 
列印及儲存的方式： 
1.檢索結果與摘要部份: 
當進入文件的摘要時，螢幕左下方有一[Print 
Format]功能，點選後會出現純摘要內容的畫
面，再使用瀏覽器的列印與儲存功能即可。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是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
會，I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是英國電機工程學會，兩者為世上電機

電子與資訊科技最權威、最先進的資訊

來源。其研究領域包括電機工程、電子、

通訊、電腦科學、資訊科技、應用物理、

核能及其他相關技術學科。 

 

 
2.PDF全文部份: 
可用瀏覽器或Adobe Acrobate Reader軟體中
的列印與儲存功能。 

 
IEL具有兩項特色： 
1.所有文件以 Full Page Image方式呈現，透過
其目錄查詢系統可找到需要的全文。近期的

文章同時提供 HTML全文，可做全文檢索。 
2.每星期更新資料。 

 
利用 IEL時須注意以下事項： 
1.除 HTML 全文外，查看及列印全文需具備

Adobe Acrobate Reader軟體。詳情請參閱臺
大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下
之【電子期刊】，點選【如何閱讀 PDF全文】。 

2.目前 IEL 的使用限制為同時僅能有 15 名使
用者上線。 

(推廣服務組組員  董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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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期刊何處尋？

 
Q：請問在總圖找期刊時，我怎麼知道哪些放
在現刊區，哪些在過刊區呢？ 

 
A：因為本館期刊數量龐大，現刊和過刊分別
放在不同樓層。為了方便讀者更快速地判

斷不同卷期的期刊放置的樓層，暑假期間

我們特別針對現刊區的期刊做了一次全面

性的盤存；並根據盤存的結果，在 TULIPS
系統中，以"點收卡片"和"館藏"欄來區別
不同卷期放置的位置。 

 
如果你查尋 TULIPS 上本館期刊館藏時，
請先查明陳列處所（如圖一），依其指示就

可找到你所要的期刊。若陳列處記載的是

現刊及過刊的陳列場所（如圖二）這時請

再注意"館藏"或"點收卡片"的記錄。記錄
在"館藏"欄下的卷期（如圖二），表示你可
以直接到過刊區（三樓或四樓）找；如果

仍在"點收卡片"內的卷期（請點"最近到館
刊期"，即可出現如圖三），表示該卷期放
在現刊區（一樓）。 

(期刊組組員 杲景燕) 

陳列處 

陳列處 

點收卡片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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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新的館訊‧心的服務 

    如果您還記得，本刊曾趁著新 4期的發行
進行館訊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讀者多

數反映希望館訊能每月發行，以增進圖書館消

息之流通；希望加強版面設計，以增加可讀

性；希望減少文字，以利大腦的消化吸收。所

以從本期開始，館訊每個月都會來喔！頁數減

為 8頁，而且多添了些顏色，保證輕薄短少，
但是一氣呵成決無冷場！新的館訊希望有您

的支持與建議：)。 
(推廣服務組股長  郭嘉文) 

 
 

北京大學館際合作複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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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自即日起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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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務限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生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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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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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北京大學館

藏，且為大陸地區之出版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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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大申請」；處

理時間約需五個工作天，歡迎多加利用。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文馨) 

 

 

總圖書館新設網路印表機 

    總圖書館三、四及五樓公用電腦檢索區
新設網路印表機，當您在網路上查得資料，可

直接透過網路印表機列印。其操作方式是：將

列印訊息由檢索電腦傳送至印表機的伺服

器，暫不列印，等到想印出來的時候，再到印

表機的伺服器處點選想要列印的文件，同時插

入影印卡，以便扣款支付列印費用。A4 每張
2元、B4每張 3元、A3每張 4元，歡迎多加
利用。 

(閱覽組組員  宋志華) 

 
 

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文電子版資料庫 

圖書館新訂購【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文電

子版資料庫】，此資料庫是以文淵閣四庫全書

為底本，用掃描方式將超過四百七十多萬頁的

原文真跡圖像數據化，同時也提供原文的全文

文字檔。此全文電子版與之前的影像檔版本比

較，除了能以四庫分類、書名、著者查詢外、

還有全文檢索的功能，只要輸入一個主題，即

可蒐尋整部四庫全書。 
本資料庫可透過網路查詢，第一次使用

需先安裝檢索軟體，請進入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於「資料庫檢索」
項目下之【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文電子版資料

庫】，點選「第一次使用請點選」，依照說明安

裝。 
安裝完成後，系統會在使用者端的電腦

建立連結使用的捷徑，下次使用時只要點選個

人電腦的「開始」，上方會出現【文淵閣四庫

全書電子版-全文版】，點選即可進入使用。 
此資料庫限校內使用，並有最多同時五人上線

的限制。歡迎大家多多使用！ 
(推廣服務組組員 董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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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12月份自播頻道節目預告，歡迎您前往觀
賞聆聽。以下節目詳細介紹或異動情形，請參見多媒體服務中心網頁

(http://140.112.195.87/guide)。 

一、有線電視播放服務 

【頻道 38：台大知性頻道】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 
日期 人體的奧祕 Let’s Dancing!! 
12/4 - 12/10 生命的誕生：受精、妊娠、分娩 The Power of Dance 
12/11 - 12/17 柔軟的幫浦：心臟、血管 Lord of the Dance 
12/18 - 12/24 消化吸收之妙：胃、腸 Sex and Social Dance 
12/25 - 12/31 生命的守護者：微小的戰士們 Dance at Court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主題：三大男高音的介紹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台灣民謠的推廣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 主講人 
11/27~12/3 養生.抗老 慢性疾病患者的飲食保健 謝瀛華 
12/4~12/10 認識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 楊茂勳 
12/11~12/17 糖尿病：常見的甲狀腺疾病 鄭啟源 
12/18~12/24 腦中風．脊椎神經疾病 林欣榮 
12/25~12/31 心肌梗塞．老人旅遊保健須知．骨質疏鬆．老人癡呆症 謝瀛華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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