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 8期  民國 89年 12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讓虛擬與實際相遇—期刊組介紹 全校圖書委員會決議摘錄—借閱相關規定 Ei Engineering 

Village簡介 FAQ：我要借「總圖 1F借書服務台」的《書》？ 真情浪漫—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  
最新消息 明年度新增資料庫 / 多了 A區，唸書更方便 / 教師服務專區—網頁服務 90年 1月視聽
節目表 

 
 
【館務報導】 

讓虛擬與實際相遇--期刊組介紹 

    您或許不知道期刊組是幹什麼的，但一
定天天接觸到我們的產品，您曾經到圖書館

閱讀當期的期刊雜誌嗎？或者到 3、4 樓找
期刊寫報告寫論文嗎？曾經到地下室閱讀

當天到館的國內外出版報紙嗎？假如懶得

上圖書館，我打賭您一定曾經上網閱讀我們

的全文電子期刊或資料庫吧！ 
    既然我們工作的結果與您有不可分離
的關係，那就讓我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的工

作吧！ 

採購國內外出版期刊及報紙    

    因為期刊是連續性的出版品，它可以登載
最新的研究，以及報導最新發生的消息，所以

期刊是大學或研究機構不可或缺的資料，為滿

足本校師生對此項資料的需求，圖書館每年自

學校分配到的書刊購置費中，花費其中百分之

九十以上用來採購期刊，其餘數百萬元才是用

來採購通識性及一般性圖書。 
    期刊組在每年的十月就向期刊代理商或
期刊出版社發出訂單，訂購下一年度出版的期

刊，因為期刊出版社是以接到的訂單數量為期

刊出版數量的基礎，圖書館若是太慢發訂，可

能就無法採購到次年所出版的前幾期期刊，這

會造成圖書館讀者極大的不便。這裡順便提醒

一下，若要向圖書館推薦訂購期刊，最好在每

年的十月之前推薦，讓圖書館能準時發出訂

單。 
    有一些不在期刊市場流通的連續性出版
品，例如政府出版品、學會出版品則通常不以

價購方式，而是以本校出版品去跟對方交換取

得。 
    本年度我們以上述兩種方式取得的紙本
現期報刊一○，七五五種，電子全文期刊四，

三二○種，期刊數量居國內各圖書館之冠。 

 

點收到館期刊                

    出版社逐期出版期刊並逐期寄出，圖書館
是依期刊收刊的先後次序一一點收於電腦系

統，期刊經過電腦點收以後，讀者可以即時的

在圖書館的電腦系統，查詢到館的期刊卷期及

其陳列處所。 
    期刊點收以後，在總圖書館陳列的部份，
在同一個工作天或次一個工作天即可上架陳

列；在外館陳列的部份則由校園運書車送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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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分館，目前是一星期送三次，再由該分館

工作人員上架。 

 

裝訂期刊                   
    為防止期刊散失及便於閱覽和典藏，各圖
書館都會將到館的期刊裝訂成冊；期刊在總館

的陳列方式是一樓陳列到館的最新期刊，期刊

裝訂完成後則轉送三、四樓陳列。期刊在送裝

訂的時候，期刊館員會在電腦系統該期刊卷期

標示「送裝訂」，以便讀者查詢；此外，期刊

館員也會在該期刊實際陳列處所，標示送裝的

卷期及預計裝訂回館的日期，以便習慣直接在

書架間瀏覽的讀者，亦能知道期刊送裝的訊

息。 
    期刊裝訂回館驗收完畢後，期刊學報送至
三、四樓陳列，報紙則送二樓密集書庫存放；

此時圖書館電腦目錄期刊「館藏」會更新至最

新的狀況，以容納裝訂回館的卷期。 
    期刊從下架準備送裝到裝訂完成送回圖
書館，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期刊外送裝訂

中而不能使用，會讓期刊使用者產生一些不

便，我們會儘量壓縮期刊在外裝訂的時間，以

及盡量在寒暑假多裝訂一些期刊，以減少學期

中因為期刊送裝給讀者帶來的不便。 

 

編輯電子期刊網頁       

    全文電子期刊是期刊出版的趨勢，因為相
對於紙本期刊，它出版更迅速，而且電子期刊

不需運送時間、也不需要點收及上架時間，它

更不會因為期刊送裝而不能使用；電子期刊的

另一優點是：使用者透過電腦網路連線，不必

進入圖書館，就能連接到存放全文的系統，閱

讀或下載期刊全文資料，讀者在閱讀一篇期刊

全文資料時，甚至可以利用該篇文章的超連結

（hyperlink）功能，很輕易的就可以使用其他
篇相關的文章或參考資料。由於電子期刊的發

展，讀者除了可以利用圖書館的實體館藏外，

還可以透過電腦網路，優遊於內容更浩瀚無邊

的虛擬圖書館。 
    為了讓讀者更方便的使用電子期刊，期刊
組和編目組花了很多的心力去編輯電子期刊

目錄。目前讀者可以在本館 Web 版館藏目錄
（Tulips webpac），查詢可供使用的電子期
刊，點選電子期刊的網址來使用期刊的全文；

讀者也可以在圖書館電子期刊網頁，找到電子

期刊的名稱，然後點選電子期刊的網址來使用

期刊的全文。 
    電子期刊雖然使用方便，但卻常常更改網
址，當您點選電子期刊卻又連接不上時，除了

網路故障的原因外，最可能發生的狀況就是電

子期刊改變存放的網址了，這時請通知櫃檯服

務的館員(總圖參考諮詢台 校內分機 2268 或
tul@ccms.ntu.edu.tw)查明原因，以便我們能儘
速更新連結排除障礙。 
    最後要提醒您使用電子期刊時要注意其
使 用 規 定 及 版 權 聲 明 （ 請 參 閱

http://www.lib.ntu.edu.tw/serial/law.htm），因為
不當使用會讓本校遭到出版社停權處分，使本

校的所有讀者都不能使用該出版社電子期

刊，當然，違規者亦會受到校規處罰。 
(期刊組主任  張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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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全校圖書委員會決議摘錄—借閱相關規定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全校圖書委員會於

89年 11月 2日召開，與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增
列二位學生代表與會，對於新生力軍的加入，

可以讓圖書館更能瞭解同學的需求，同學也多

了一個管道向圖書館表達意見及提出建議事

項。 
會中討論數項與讀者息息相關的借書問

題，摘錄報告如下： 
 
 

開放校友借書？ 

從新館開館迄今，就頻頻接獲要求開放校

友借書的建議。關於是否開放本校校友借書的

問題，目前本校校友可憑校友閱覽證（辦證工

本費新台幣 200元，終身有效。）自行刷卡入
館，並可於非學期考試期間使用地下一樓自習

室。雖然國內有多所大學已開放供其校友借

書，但考量圖書館現有藏書，提供師生使用已

嫌不足，會中決議：俟未來經費充裕、館藏更

加充實後將再做考慮。 

 
 
開放教職員眷屬借書？ 

目前本校教職員工之眷屬可以換證後進

館查閱資料，但不能借書。因考量圖書館之閱

覽自習空間、館藏數量、及讀者數量，對於眷

屬借書的要求，會中仍決議維持圖書館目前的

服務方式，暫不開放教職員眷屬使用自習室及

借書。 

 
 

預約書會縮短原讀者借期？ 

此外，本館圖書借期自遷館後延長，雖獲

一般讀者的好評，但不可避免亦減低了圖書流

通頻率，對於急需借閱圖書的讀者來說，實應

有另一套作業方式以兼顧需求。在本次會議中

即討論被預約圖書縮短借期的規定，決議如

下：若該圖書被 A 讀者借出後，才另有 B 讀
者預約，A 讀者的借期不變；若 C 讀者借書
時，已知有 D讀者預約，則將 C讀者應有的
借期折半。詳細規定將於圖書館工作會報中討

論後，另行公告。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 周澍來‧ 
推廣服務組股長 郭嘉文整理) 

 
 
 
 

 
八十九學年度全校圖書委員會委員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柯慶明教授 
理學院      化學系          梁文傑教授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彭錦鵬教授 
醫學院      病理學科        林欽塘教授 
工學院      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正芳教授 
農學院      園藝學系        徐源泰教授 
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學系    練乃華教授 
公衛學院    流行病學研究所  鄭玉娟教授 
電資學院    電機學系        彭隆瀚教授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謝銘洋教授 
學生代表    農業化學研究所  洪維鍊同學 
學生代表    法律學系        張復鈞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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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Ei Engineering Village簡介

Ei Engineering Village 為美國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簡
稱 Ei）建置之網際網路工程資訊

服務系統，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Ei Compendex 
Web外，亦整理提供各類工程主題相關資訊，
以下分為四大類介紹： 

 
一、技術資料庫及資源（Technical 

Databases and Resources） 
提供 Ei Compendex Web及相關資料庫
之查詢。 Ei Compendex Web 是 Ei 
Engineering Village最主要的資料庫，收
錄 1970 年至今工程類各主題之期刊文
獻、會議論文及技術報告等，涵蓋 175
種工程領域學科，目前提供 Traditional
及 Simplified兩種檢索介面。 

 
(1) Traditional提供多欄位（篇名、關鍵
詞、標題、作者…等）組合查詢，並
可用年代、學科領域或文件類型限制

檢索範圍。 
(2) Simplified 則 分 Basic Search 和

Advanced Search 兩種檢索模式；
Basic Search主要提供以自然語言方
式檢索，不需複雜的檢索技巧，並可

進行關聯性查詢，如輸入 manager，
可連帶查得 managers、managerial、
management等；Advanced Search則
是經由 AND、OR、NOT、NEAR、
W/n、ADJ等布林邏輯運算及截字查
詢，控制檢索條件，進而找到所需資

料 
(3) Traditional 及 Simplified 之 Basic 

Search 皆提供主題、作者、作者所

屬機構及叢書名等四種索引，可直接

進行瀏覽檢索。 
(4) 若欲列印或儲存檢索結果，需利用瀏
覽器提供的列印(print)或儲存(save 
as)功能；此外，建議使用 IE（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儲存，以免
儲存結果為亂碼。 

 
二、網站連結（The Map） 

Ei蒐集整理與工程相關的網站，共分 11
個主題，可連結一萬多個網站，並依其

內容、呈現方式、易於使用與否給予評

等。 

 
三、聯繫中心（Communications Center） 

提供聯繫之服務管道，可向工程專家及

圖書館員諮詢、連結網路論壇及討論

群、查詢專業人士名錄、提供顧客服務

等。 

 
四、網站主編（The Village Editor） 

主編及編輯群提供之相關資訊服務，包

括社論專欄、精選研究文獻、網站連結、

Ei訊息報導等。 

 
    Ei Engineering Village可由圖書館首頁之
「資料庫檢索」進入，欲查詢 Ei Compendex 
Web 可由該檢索系統之首頁左方點選「Ei 
Compendex Web」直接進入；查詢其他資訊及
服務則點選「Ei Village Mirror Site in Taiwan」
進入。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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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我要借「總圖1F借書服務台」的《書》？ 

Q：請問我在館藏目錄上查到館藏地在 1F 借書服務台的資料，能不能外借？要怎麼

借？ 

A：位於 1F借書服務台的資料，指的是電腦類相關圖書之附件（光碟片、磁片），可不要以
為是書喔！若想要借出該附件，請先在館藏目錄上查其書目資料並抄下條碼號，至 1F借
書服務台由館員協助借出。借期同一般圖書，但無法續借，須先行歸還若無人預約再行

借出。 

 

 
……………………………………………………………………………………………… 

 

 

圖書館小博士 

 

 

圖書館對於館藏資料及其附件採分別著錄的方式，亦即館

藏資料與其附件均有其書目資料及條碼號，不同的是附件在索

書號處加置 ac.1、ac.2 ...（accompany）代號；另資料型式為

媒體資料者不論館藏本身或附件在索書號前另加前置符號如

DVD（VV）、VCD（VD）、光碟片（DO）、磁片（DD）、錄音帶（AC）、

錄影帶（VC）、音樂 CD（AL）等。 

在館藏地上，則依其性質、使用條件分別置於 2F 或 4F 圖

書資料區、多媒體服務中心、1F 借書服務台等處。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 周澍來)

電
腦
圖
書 

附
件
：
光
碟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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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真情浪漫--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 

享譽台灣藝壇水彩畫三大巨擘之一的楊

啟東先生，繼去年本校校慶當日將其校景畫作

一幅及藏書贈予圖書館收藏之後，經由任教於

本校數學系之次子楊維哲教授同意，將啟東先

生七百餘幅畫作交由本校圖書館整理保管，俟

本校籌設美術館後將全數捐贈學校。楊教授並

且同意逐年將其中校景畫作一至二幅贈與臺

大校務發展基金之高額捐款者。目前所有畫作

已經悉心整理，而本館為使大眾得以一窺啟東

先生畢生畫作精髓，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贊助指導，本校藝術史研究所協辦，特舉辦「真

情浪漫—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及相關活
動，該展覽以編年方式，將其各具不同繪畫風

格時期作品，選出近百幅精彩代表作依時間序

展出，冀使觀賞者能由其中體會啟東先生對藝

術的熱忱、對臺灣鄉土文化的關懷，以及其真

正「繪畫即生命，藝術即生活」的精神所在，

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參觀。 
 
 

一、「真情浪漫—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 

開展時間：89年 12月 22日下午三時 
展期：89年 12月 22日至 90年 3月 31日 
展覽地點：臺大圖書館地下一樓展覽廳 

二、專題演講—「楊啟東繪畫美學與風格賞析」 

時  間：89年 12月 28日下午二時卅分 
地  點：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文化大學美術系吳大光教授 

三、館藏聯展 

展覽期間推出「臺灣畫壇」主題館藏推廣

活動，將有關臺灣畫界之視聽多媒體館藏推薦

讀者，並介紹其他類型相關館藏，以使展覽內

容豐富並更具深度。 

四、「臺灣本土老畫家─楊啟東」專題網站

（http://www.lib.ntu.edu.tw/paintings/yang） 
提供楊啟東先生生平介紹、繪畫風格、畫

作瀏覽及賞析文字，並讓研究者得以無遠弗屆

窺得堂奧之美。       (館長室組員 張慈玲)

【最新消息】 

教師服務專區—網頁服務 

為便利校內教師快速存取常用之網路服

務，善用本館各項服務與資源，特彙整本館網

頁中專屬教師之網路服務於本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左側，項目名稱為
「教師服務專區」，專區服務內容詳如下： 
‧學科館員 
‧期刊優先閱覽 
‧教師指定閱讀圖書推薦辦法 
‧隨選視訊系統（IOD）服務 
‧教師借書辦法 
‧大小團體室使用服務 
‧助理借書辦法 
‧視聽資料外借服務 

‧研究計劃用書借閱 
‧教職員著作目錄維護 
‧研究計劃經費購置圖書先行使用辦法 
‧科技網路（STICNET）帳號申請 
‧系所自行採購圖書送驗點收程序 
‧系所委購圖書 
‧圖書館利用講習課程 
 ‧贈書芳名錄 
目前網頁除「校內書刊代借代印」及「複

本書長期借閱」尚未啟用、「會議論文集」仍

在建構中外，其餘表列網路服務均已建構完

成，歡迎多加利用指教。 
(系統資訊組組員 藍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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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明年度新增資料庫 

為加強讀者服務，蒐集各學科研究資源，

下年度將新訂購六種資料庫，補充現有文、

史、哲、藝術、教育等主題資料庫不足的缺憾。

此外，過期期刊資料庫中亦有科學主題期刊全

文，為科學研究提供完整的回溯資料，不可錯

過。 

 
中國期刊網--文史哲專輯 

簡介：大陸期刊全文資料庫，收錄範圍橫跨中

外文學研究、歷史、哲學、藝術、音樂、

舞蹈、戲劇、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

宗教、心理、美學、旅遊、體育等，共

收錄約 300種全文期刊；資料以繁體中
文顯示，並可直接以繁體字查詢。 

收錄年限：1994年迄今。 

 

Education Complete 
簡介：教育期刊全文資料庫；提供 420餘種期

刊論文索摘資料，及其中 360餘種期刊
之全文。 

收錄年限：索摘 1981年迄今 ；全文 1988年
迄今 

 

GaleNet-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 
簡介：收錄約 50種最常查閱的 Gale傳記資料

庫，以及超過 250種的全文期刊資料，
可查詢古今中外各類學科主題名人傳

記資料。 
收錄年限：最新版 

 

JSTOR 
簡介：過期期刊全文資料庫；提供 Arts & 

Sciences Collection 和 General Science 
Collection兩種過期期刊電子資料庫。前
者收錄 15種人文社會學科主題，計 117

種期刊全文資料；後者收錄 7種一般科
學性之全文。 

收錄年限：每種期刊的收錄年限不同，視其起

迄卷期而定，最近 2至 5年間出版
之卷期不收錄。 

 

Wilson Art Abstracts (OVID) 
簡介：收錄 260 餘種全球藝術出版品中的文

章、文藝比賽通知、相關的藝術書目、

會議報告、期刊中的詩文、指南、展覽、

書評、影評等。古董、古物、建築、民

俗藝術、電影等都涵蓋在內。 
收錄年限：1983年迄今 

 

Wilson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 
Texts (SilverPlatter) 

簡介：收錄 500種期刊的索摘資料，並提供其

中 160 種期刊的全文，涵蓋語言、文
學、哲學、宗教、藝術、歷史、舞蹈、

電影、音樂、建築、文化比較等主題。 

收錄年限：1984年迄今 

(推廣服務組股長  郭嘉文整理) 

 
 
 

多了A區  唸書更方便 
    愛唸書的讀者有福了，
為響應眾多讀者對 24 小時
自習室的需求，圖書館自即

日起加開原 A 區自習室為
24小時自習室，總計 A區加

D區自習室共有410個座位供讀者使用喔！惟
為顧及自習室環境之整理維護，每月最後一週

之週日僅開放至下午 5時止，於次日上午 8時
再行開放。 

    有這麼好康的事，還不趕快相招到陣來讀
冊！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 周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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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90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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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日至 29日為春節假期，暫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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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合氣的神奇  主題：中國新年 

1/2 – 1/7  The Nature of Conflict  台灣民俗十二月令：大寒小寒迎臘月
1/8 - 1/14  Reaching Your Centered State  中國十二生肖 

1/15 - 1/21  The Power of Discovery  年 
1/30 – 2/4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台灣民俗十二月令：立春雨水迎瑞月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主題：葛利格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弘一大師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    題 主講人 
1/1~1/7 快樂的溝通高手 王時成 

1/8~1/14 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的溝通磁場 黃順成 
1/15~1/21 你會說話嗎？ 李適中 
1/30~2/4 現代上班族的說話藝術技巧 王時成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訊 新 8期 
 
 
發 行 人：吳明德 
編輯小組：王  禧 白朝琴 李中芳 李慈媛 

何淑銘 林秀鳳 杲景燕 周澍來 
洪翠錨 張慈玲 郭嘉文 詹蕙華 

本期主編：林秀鳳 杲景燕 周澍來 郭嘉文 
編輯行政：邱婉容 董小菁 
出版日期：民國 89年 12月 15日  
刊    期：月刊 (89年 11月 15日起) 
復刊日期：民國 88年 11月 15日  
創刊日期：民國 75年 1月 1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no.8 
 
發    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館    址：臺北市 10617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    話：23630231 ext.2268 
傳    真：2362-7383   
電子郵件：tul@ccms.ntu.edu.tw 
首    頁：http://www.lib.ntu.edu.tw/ 
承    印：演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郵政北臺字第 6886 號執照登記為
雜誌交寄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006358890704 
 

若有任何寶貴建議，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