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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由於可及時提供使用者研究之所

需，讀者可不必親赴圖書館即可獲得全文資

料，且超越紙本優勢的跨學科檢索方式，更可

讓研究者兼顧主題深度與廣度的探討。2001年
起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原為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為協助國內

各學術研究機構，順利引進國外最新電子資

源，並獲得更佳之產品及服務，特邀集相關單

位，共同組成「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

盟」，英文全名為 "CONsortium on Core Elec-
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 稱 "CON-
CERT"。本館為服務全校師生，2006年持續加
入該聯盟共訂購 19種系統 43種電子資源，現
以學科類別分敘如下，以供查詢特定主題文獻

之參考。

人文藝術類

1. Art Full Text（SilverPlatter 系統）

網址：http://erl.sinica.edu.tw:8595

製作公司：Ovid Technologies, Inc., USA

收錄年限：索 引（1984- ）；摘 要（1994-

）；全文（1997-）
資料內容：收錄約 108種期刊的全文資料，

主要涵蓋英語文期刊、年報以及

博物館館刊等。

主題範疇：與藝術有關之學科，新近將重點

置於收錄加拿大、拉丁美洲、亞

洲、非西方藝術、新崛起藝術

家、展覽評論、女性主義者評論

等主題文獻。

2. 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 Text

（SilverPlatter 系統）

網址：http://erl.sinica.edu.tw:8595

製作公司：Ovid Technologies, Inc., USA

收錄年限：索引（1984- ）；摘要及全文
（1994-）

資料內容：收錄約 500 種期刊，其中約 160

種期刊提供全文資料。

主題範疇：人類學、藝術、大眾傳播、戲

劇、電影、民俗學、歷史、人文

學、語言學、文學、音樂、哲

學、攝影及宗教。

3.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CSA Illumina 系統）

網址：http://www.csa.com.tw/htbin/dbrng.
cgi? username=stic49&access=stic4949

製作公司：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USA

收錄年限：1973-

資料內容：收錄 1,500 餘種期刊、圖書和論
文等文獻資料，為一般通才和語

言學專家之重要參考工具。

本館2006年加入CONCERT聯盟

引進電子資源概述

許嫚婷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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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範疇：語言學、語法學和語義學等。

4.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EBSCOhost 系統）

網址：http://search.epnet.com/login.asp

製作公司：EBSCO Publishing, USA

收錄年限：1963-

資料內容：收錄超過 150萬筆的參考書目及
引用文獻，資料來源包括 4,400

餘種期刊以及 1,000 個出版商所
擁有之索引及摘要資料，亦收錄

會議論文集、專書及博士論文

等。MLA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的資料也包含於內。

主題範疇：涵蓋多元化之語言學術研究領

域，包括：語言學、文學、民俗

學、文藝評論、戲劇藝術等。

自然科學類

1. Biological Sciences Database

（CSA Illumina 系統）

網址：http://www.csa.com.tw/htbin/dbrng.
cgi? username=stic49&access=stic4949

製作公司：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USA

收錄年限：1982-

資料內容：包含 31個子資料庫，收錄 6,000

餘種主要期刊以及專利、報紙、

會議論文、書籍、報告等資料。

主題範疇：廣泛涵蓋生命科學領域主題，包

括生物化學、微生物學、遺傳

學、免疫學、毒物學以及最新之

生物工程學、化學接受器研究、

基因療法和免疫毒理學等。

2. Nature Online

網址：http://www.nature.com/nature/

製作公司：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收錄年限：1997-
資料內容：收錄已有 130 餘年出版歷史的

Nature紙本期刊資料。
主題範疇：涵蓋臨床研究、生物、化學、地

球科學、生態學、地質學、材料

學、神經科學、醫學、物理、藥

學等。

3. Nature Materials Online

網址：http://www.nature.com/nmat/

製作公司：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收錄年限：2002-
資料內容：收錄第一手研究論文，以及新

聞、評論與第二手資料。

主題範疇：材料科學及相關學科。

4. Science Online

網址：http://www.sciencemag.org/

製作公司：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收錄年限：索摘（1995-）；全文（1996-）
資料內容：收錄 Science 期刊的電子版，內

容包括：科學政策及研究動態等

相關新聞報導、來自世界各地科

學家所撰寫的科學論文及研究報

告、以及針對熱門的研究領域，

例如：奈米科技、生物技術等深

入的專題報告。

主題範疇：生命科學、自然科學、以及部份

其它科學，如：社會學、科學

史、經濟學等。

應用科學類

1. Computer Information Database

（CSA Illumina 系統）

網址：http://www.csa.com.tw/htbin/db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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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 username=stic49&access=stic4949

製作公司：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USA

收錄年限：1981-

資料內容：包含 4個子資料庫：Computer &
Information Systems Abstracts,
Electronics & Communications
Abstracts, Solid State / Supercon-
ductivity Abstracts和 IT Full Text
Case Study，收錄 500 餘種主要
期刊以及產經貿易文獻、專利、

報紙、會議論文、書籍、報告等

資料。

主題範疇：電腦科學領域之研究、新興技

術、應用以及公司資訊。

2.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

網址：http://www.ieee.org/ieeexplore/

製作公司：IEEE, USA

收錄年限：1988-（少數期刊回溯至 1950

年）

資料內容：收錄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IEEE），與英國電機工程師學
會（IEE）所出版之期刊、會議
論文集、及 IEEE 工業標準電子
全文資料。

主題範疇：電子、電機、電腦與資訊科學。

3.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網址：http://isiknowledge.com/wos

製作公司：Thomson Scientific, USA

收錄年限：1990-

資料內容：隸屬於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
下，收錄共計 6,000 多種之科學
技術類期刊論文引用文獻索引及

摘要。

主題範疇：涵蓋理、工、醫、農等學科。

專．題．報．導

4. SpringerLink

網址：http://www.springerlink.com
製作公司：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Me-

dia BV, The Netherlands

收錄年限：1994-

資料內容：收錄 Springer 及原荷蘭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KAP) 集團
出版約 1,250 種電子期刊、電子
書、電子叢書、專家系統等。

主題範疇：工程、化學、天文學、生命科

學、生物醫學、地球科學、法

律、物理、社會科學、統計、經

濟、電腦、數學、環境科學、醫

學、藝術等 16種學科。

社會科學類

1. ABI/INFORM Complete（ProQuest 系統）

網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eq
Type=301&UserId=IPAuto&passwd=
IPauto

製作公司：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USA

收錄年限：索摘（1971-）；全文（1987-）
資料內容：包括 ABI/INFORM Global, ABI/

INFORM Archive Complete, ABI/
INFORM Dateline,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 Accounting &
Tax, Banking Information Source,
EIU ViewsWire, Hoover's Com-
pany Records, ProQuest Asian
Business, ProQuest European
Business等 10個資料庫。

主題範疇：涵蓋企管、商學方面的主題，包

括公司產品、商情、發展趨勢、

團體策略、管理技術及商業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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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科知識。

2. Education Journals（ProQuest 系統）

網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eq
Type=301&UserId=IPAuto&passwd=
IPauto

製作公司：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USA

收錄年限：索摘（1994-）；全文（1996-）
資料內容：收錄 740餘種期刊索摘，及其中

近 580餘種期刊之全文，囊括的
重要期刊有：Childhood Educa-
tion, College Teach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Journal of
Athletic Training, Educational
Theory, Urban Education等。

主題範疇：教育方面，包括學前教育、初等

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

3. Emerald

網址：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製作公司：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
ted, UK

收錄年限：索摘（1989-）；全文（1994-）
資料內容：收錄 160餘種由 Emerald公司所

出版之刊物，其中知名期刊有：

Management Decision,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 TQM
Magazine,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Library Management

等。

主題範疇：主要為商學領域，包括管理學、

經濟學、會計、行銷學、人力資

源管理、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

育、電子與電機工程等 22 類主
題。

4.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CSA Illumina 系統）

網址：http://www.csa.com.tw/htbin/dbrng.
cgi? username=stic49&access=stic4949

製作公司：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USA

收錄年限：1969-

資料內容：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之國際性

索摘工具，共收錄 20 種語言 68

國之 440種相關期刊。
主題範疇：涵蓋人工智慧、資訊科學、知識

管理、檔案管理、圖書館管理

學、圖書館科技技術、線上資訊

檢索、圖書出版、書目管理、網

際網路等。

5.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Full Text

（SilverPlatter 系統）

網址：http://erl.sinica.edu.tw:8595

製作公司：Ovid Technologies, Inc., USA

收錄年限：索引（1983- ）；摘要及全文
（1994-）

資料內容：收錄 518種社會科學類期刊，其
中 160餘種期刊提供全文資料。

主題範疇：人類學、犯罪學、法律、醫學、

政治學、心理學、公共行政及社

會學等。

6.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網址：http://isiknowledge.com/wos

製作公司：Thomson Scientific, USA

收錄年限：1990-

資料內容：隸屬於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
下，收錄共計 1,800 餘種之社會
科學類期刊論文引用文獻索引及

摘要。

主題範疇：涵蓋人類學、歷史、法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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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心理、政治及社會等學科。

7. Sociology/Education Combination

（CSA Illumina 系統）

網址：http://www.csa.com.tw/htbin/dbrng.
cgi? username=stic49&access=stic4949

製作公司：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USA

收錄年限：1963-

資料內容：收錄 3,000 餘種主要期刊、研討
會論文及圖書出版品等資料，包

括 Sociological Abstracts, Social
Services Database和ERIC等 3種
資料庫。

主題範疇：社會科學及教育學相關主題。

綜合學科類

1.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BSCOhost 系統）

網址：http://search.epnet.com/login.asp

製作公司：EBSCO Publishing, USA

收錄年限：1975-

資料內容：收錄近 8,200 種索摘期刊，及約
4,681種全文期刊。

主題範疇：涵蓋多元化之學術研究領域，包

括社會科學、教育、法律、醫

學、語言學、人文、工程技術、

工商經濟、資訊科技、生物科

學、公共管理、歷史學、電腦、

傳播學、軍事、文化、神學、藝

術、心理學、哲學、婦女研究、

各國文學等。

2. Blackwell-Synergy

網址：http://www.blackwell-synergy.com/

製作公司：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UK

收錄年限：1997-

資料內容：收 錄 HSS（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人文社會）Collec-
tion 及 STM（Science, Technol-
ogy & Medicine，科技 醫學）
Collection約 750種期刊。

主題範疇：心理學、文學、語言、歷史、考

古、哲學、地理、藝術、社會、

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工

程、電腦、技術、生態學、環境

科學、生命科學、醫學、護理、

健康科學及農業等。

3. OCLC FirstSearch

網址：http://newfirstsearch.oclc.org/FSIP

製作公司：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USA

收錄年限：1990-

資料內容：包含 4 種資料庫：ArticleFirst
(1990- )，ECO (A&I) (1995- )，
PapersFirst (1993- )，及 Proceed-
ingsFirst (1993- )。

主題範疇：涵蓋理、工、醫、農、社會、人

文等各類學科。

4.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WilsonWeb 系統）

網址：http://vnweb.hwwilsonweb.com/hww/
jumpstart.jhtml

製作公司：The H. W. Wilson Company, USA

收錄年限：1994-

資料內容：收錄下列 11種資料庫 1,700餘種
期刊之索摘及全文：Applied Sci-
ence & Technology Full Text, Art
Full Text, Biological & Agricul-
tural Index Plus, Education Full
Text, General Science Full Text,
Humanities Full Text, Index to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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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Periodicals Full Text, Li-
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
ence Full Text, Readers' Guide Full
Text, Social Sciences Full Text,及
Wilson Business Full Text。

主題範疇：涵蓋商業、人文、一般科學、教

育、社會科學、藝術、應用科

學、圖書資訊科學等。

5. PQDT--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ProQuest 系統）

網址：http://wwwlib.umi.com/dissertations/

製作公司：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USA

收錄年限：1861-

資料內容：原名為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
tions，提供美加地區 170萬篇博
碩士論文索摘，其中可免費瀏覽

1997年後已數位化之論文的前24

頁。

主題範疇：涵蓋理、工、醫、農、社會、人

文等各類學科。

6. ScienceDirect OnSite (SDOS)／

ScienceDirect Online (SDOL)

網址：http://sdos.ejournal.ascc.net (SDOS)
http://sciencedirect.com (SDOL)

製作公司：Elsevier Science, The Netherlands

收錄年限：1995-

資料內容：收錄 Elsevier 所出版之 2,000餘
種電子期刊，其中 SDOS平台為
科技政策中心與中央研究院合作

所建置之Local Site；SDOL則為
Elsevier Science所建置提供。

主題範疇：涵蓋理、工、醫、農、社會、人

文等各類學科。

7.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網址：http://cnki.csis.com.tw/
製作公司：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

收錄年限：1994-

資料內容：分為九大專輯，本校訂購「文史

哲」及「教育與社科綜合」兩大

專輯。

主題範疇：涵蓋文、史、哲、教育、社會科

學等學科。

其它類

1. Grolier Online

網址：http://ea.grolier.com (EAOL)
http://gme.grolier.com (GMEOL)

製作公司：Grolier Educational, USA

收錄年限：最新版

資料內容：包含 2種百科全書線上版：Ency-
clopedia Americana Online
(EAOL)及 Grolier Multimedia En-
cyclopedia Online (GMEOL)。

主題範疇：多元化學術領域。

2.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網址：http://isiknowledge.com/jcr

製作公司：Thomson Scientific, USA

收錄年限：起訂年前一年度-

資料內容：為一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系

統，收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及 Social Sciences Cita-
tion Index兩大引文索引資料庫所
包含 6,000 餘種學術期刊。提供
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立
即索引（Immediacy Index）、被
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
及 引 用 半 衰 期（Citing Half-
Life） 等數據，可引導使用者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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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某一期刊在某一主題、年度、

或國家之整體學術表現。

3. RefWorks

網址：http://www.refworks.com.tw/refworks

製作公司：RefWorks, USA

資料內容：為網路版之書目管理軟體，可以

匯入純文字檔或電子資料庫之索

摘書目，以便建立個人之參考文

獻管理系統。在撰寫學術論文

時，能自動編輯參考文獻格式，

除可在個人的書目資料庫中進行

瀏覽和查詢參考文獻外，亦可以

不同的格式輸出使用者的論文。

（本文作者為本館期刊組編審）

參考書目

1.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http://www.
stpi.org.tw/fdb/index.html

2.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中心服務推廣組
CONCERT小組編。民國 94年。《九十五年

度CONCERT引進資料庫系統基本資料與價
格表》。台北：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中

心服務推廣組 CONCERT小組。
3. Ovid：Products and Services http://www.ovid.
com/site/products/index.jsp? top=2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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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Web of Science資料庫

Web of Science連線網址為 http://isiknowldege.com。請由Web of Knowledge進入Web of Science

你可以勾選一個或多個欲查詢的資料庫。之後可以選擇查詢最近一週、兩週、四週的資料，

或選擇某一個特定年代，或選擇某一個年代到某一個年代的資料。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簡介

劉廉蓉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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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查詢 Quick Search

在 Quick Search快速查詢中輸入檢索詞查詢相關主題的資料。

一般查詢 General Search

1. Topic：輸入一個或多個查詢詞，查詢文章Title、Keywords、Abstracts。如果只要查詢Title請勾
選"Title only"可將檢索詞範圍限制在篇名內。

2. Author：輸入作者姓名字縮寫（OBRIANC*）或是利用 author index瀏覽的方式瀏覽 a-z字母順
序，或是直接輸入作者姓名去查詢，選取所欲查詢的作者，點選 ok，即可加入至General Search

的查詢畫面。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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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oupAuthor：團體作者是一個組織或機構以著作者的身份發表文章，您可以直接輸入查詢或利
用 Group author index瀏覽的方式瀏覽 a-z字母順序，或是直接輸入團體作者姓名去查詢，選取
所欲查詢的團體作者，點選 ok，即可加入至 General Search的查詢畫面。

4. Source Title：直接輸入期刊名稱查詢，或點選 full source title list 利用瀏覽方式瀏覽 a-z 字母順
序，或是直接輸入期刊名稱去查詢，選取所欲查詢的期刊名稱點選ok，即可加入至General Search

的查詢畫面。

5. Address：輸入欲查詢的作者服務機構。注意，作者服務機構的輸入，機構名稱的部分，有些要
用縮寫表示。請點選 abbreviations help瀏覽作者服務機構縮寫說明。

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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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方式（Sort By）：可選擇查詢結果的排列方式，依照出版日期、相關性、被引用次數、第
一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期刊名稱字母順序等。

●勾選記錄（Mark）
Selected records：勾選記錄前小方框，為已選取的記錄
All records on this page：取此頁中所有的記錄
Record x~x：選取檢索結果中第幾筆到第幾筆的記錄（上限 500筆）
●分析檢索結果（Analyze Results）：
可選擇以作者、文件類型、機構名稱、語言、出版年、期刊名稱、主題分類作各種分析。可選

擇前 500 筆或上限 2000 筆同時分析。同時您可以選擇分析結果呈現方式，選擇要呈現幾筆結
果，和最少記錄數量的門檻要幾筆。排序方式要選擇記錄數量或選擇的分析欄位。

以主題分析為例，當分析完成後會呈現各主題資料筆數、百分比、直條圖。可勾選欲瀏覽主題

資料，點選 View Record即可得到資料。當分析完畢後，點選 可以將分

析結果儲存為純文字檔案。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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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後的分析結果可以輸入至 Microsoft Excel中使用，並且透過 Microsoft Excel來編製圖表，
下面的例子便是透過 EXCEL來編制一個圓餅圖和條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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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記錄 Full Record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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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Cited Reference）

被引用文獻（Time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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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引用記錄（Related Record）

點選 Related Records，不用輸入任何的關鍵詞，就可取得相關的研究資料

Citation Alert

點選 ，需註冊個人帳號密碼後才能使用。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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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Citation Alert後，系統會在當有新的文章引用此文章後，用 E-mail的方式通知使用者。
（本文作者為本館推廣服務組編審）

本文節錄WOS 7.2使用手冊 http://www.lib.ntnu.edu.tw/Database/readme/wos72c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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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Works 書目管理軟體，可以匯入純文字檔或電子資料庫之索摘書目來建立個人之參考文獻
管理系統，在撰寫學術論文時，能自動編輯參考文獻格式。是您作研究撰寫論文的好幫手， Ref-
Works提供查詢工具可以在個人的書目資料庫中進行瀏覽和查詢參考文獻，系統亦容許以不同的格
式輸出使用者的論文。 除了可以從 CSA、EBSCOhost、OCLC FirstSearch、 SilverPlatter、Ovid、
Web of Science等多種西文資料庫匯入索摘書目，亦支援部份中文資料庫之匯入，例如全國博碩士
論文摘要檢索系統、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中國期刊網等，各資料庫書目匯入方法請

參閱RefWorks線上指引「書目匯入步驟」，茲從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匯入索摘書目來說明
RefWorks用法。

（一）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書目資料匯入 RefWorks步驟

RefWorks 網路版書目管理軟體簡介

吳英仁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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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RefWorks資料庫：網址 http://www.refwork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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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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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參考書目（Write-N-Cite）

RefWorks提供查詢工具可以在個人的書目資料庫中進行瀏覽和查詢參考文獻，並可使用APA、
MLA 等不同的格式輸出您勾選的 RefWorks 書目資料編製論文參考書目，茲以先前匯入存於 Ref-
Works「數位典藏」文件夾的書目資料為例，製作論文的參考書目頁。

1.建立文稿步驟：



22

2.產生書目編製格式步驟：
開啟已儲存的Word文件
點選Write-N-Cite並連線登入
按「書目編製」（如下圖）

新視窗中的Word文稿將包含已編製的書目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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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本館推廣服務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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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掃描器提供讀者自助使用

為因應讀者需求之建議，本館已完成 A3

掃描器採購與安裝，自即日起置於總館三樓期

刊室原期刊諮詢台旁，供讀者自助使用。為利

讀者自行操作，本館已編製「自助掃描器使用

注意事項與簡易使用指引」與標示置於機器旁

供參閱，歡迎善加利用。

二、「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增購

專輯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為中國
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NKI 工程）所建置之資
料庫，共分為 9大專輯。本校原採購涵蓋文學
史及創作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等 19 個
專題的＜文史哲專輯＞，2006年起另增購涵蓋
社會科學理論及社會學、人口學與計劃生育、

人才學等 8 個專題的＜教育與社科綜合專輯
＞，敬請多加使用。

三、新增「台視新聞影音資料庫」

電子資源

圖書館新近增加「台視新聞影音資料

庫」，台視是國內最早成立的電視台，自民國

51年開播迄今已逾 43年，自開播後，台視新
聞即忠實地紀錄了過去台灣四、五十年來的社

會人文發展的歷程。為配合潮流建立公共資訊

制度，台視開始進行新聞數位典藏計畫，建置

「台視新聞影音資料庫」，典藏台視新聞資料

共 40 萬筆，資料將逐日累增，為目前蒐納、
記錄台灣社會發展最完整之影音資料。

四、午間音樂饗宴

˙鋼琴與長笛的對話—張庭瑄、巫怡人、黃

琦茹（94/12/2於總館）

˙情話綿綿—洪萃嶷／長笛；李立品／雙簧

管；邱詩群／雙簧管；陳瑞婕／低音管；陳

虹歧／鋼琴（94/12/9於總館）
˙冬韻心聲—陳亭儒／鋼琴、小提琴；郭盈

秀／鋼琴；吳欣樺／大提琴（94/12/16 於總
館）

˙浪漫弦樂之約—許 心教授指導；李軒宇

指揮（94/12/23於總館）

˙民族音樂研究所歲末音樂會（94/12/29於理
分館）

˙聲韻—陳怡如等演奏；林恩如解說

（94/12/30於總館）

五、藝文展覽系列活動

˙五中生有—陳德禧、張致中、林彥汝、施

盈聰、施怡妙五人創作聯展（94/12/2-14 於
總館）

服 務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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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皮屋藝術群油畫聯展（94/12/5-30 於理分
館）

˙綜合果汁—洪瑤真‧鄭伊璟創作聯展

（94/12/17-95/1/2於總館）

˙本校美術學系56屆系展（95/1/7-15於總館）
˙「心景」MINDSCAPE—鍾謦瑄、柯敏弘

二零零六年聯展（95/1/9-25於理分館）
˙呼吸—江宜臻等九人聯展（95/1/17-2/12於
總館）

˙寧靜的生命‧靜物繪畫 40 年—楊恩生水

彩畫展（95/2/14-27於總館）
楊恩生先生是台灣第一代的生態藝術家，

三十多歲即以水彩靜物畫成名，成為龍門畫廊

的經紀畫家。自 1988 年起，陸續接受了三家
企業的贊助，走訪世界各地，追尋鳥蹤及觀察

野生動物。1990-1995 年間為台灣設計規劃了
10套與自然有關的郵票，並曾出版 8本以上暢
銷的水彩教科書。1994年與金恆鑣博士、攝影
師陳加盛共同創立了台北市生態藝術協會，結

合科學家、攝影師與畫家一起為環保努力。

2000年，受中國科學院之邀為古鳥類及恐龍作
一系列水彩復原圖，使其創作領域由現生動物

延伸至已滅絕的古生物世界，由於遊蹤遍及中

國大陸各偏遠地區，因此水彩人物畫，亦有相

當的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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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務會議暨年終聚餐

94學年度第一學期館務會議於 1月 24日
上午在總館 8樓會議室舉行，由張國恩館長主
持，各組組長、主任除對該學期業務總結報告

外，並慰勉感謝同仁的努力與辛勞。會後同仁

前往深坑「舜德農莊休閒餐廳」進行尾牙餐

敘，黃生校長、前館長梁恆正教授、及多位師

長貴賓齊聚同歡，席間並進行摸彩活動，餐會

在融洽歡樂的氣氛中結束。

二、圖書館新進生力軍董珮琳小姐

自敘

一月中旬我甫自臺北市政府新聞處調進本

館服務，很高興能加入這個大家庭。從報到日

至三月底，都將在各組實習觀摩、熟悉館內運

作方式及多項業務，讓我對整個師大圖書館有

較完整的概念，進而了解各組間的聯繫關係與

互動。

非常感謝這段期間裏各位主任與同仁們，

在繁忙中撥冗教導、幫忙及鼓勵，希望日後能

繼續給我指正和建議，為業務順利推展共同努

力。謝謝大家！！

圖 書 館 花 絮

館務會議

年終聚餐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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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意見回覆

問：現有的OPAC若查到的書已經借出可以直
接線上預約，能否增加一個新功能，在查

到的書狀態是「編目處理中」時也能直接

線上登記，類似預約那樣輸入帳號密碼即

可，若編目處理完成就可以直接由系統通

知讀者前來借閱。目前作法是查到編目處

理中的書，還要到圖書館出納台填寫「待

編圖書資料優先處理申請單」，總覺得有

些麻煩。

答：目前本館系統接受讀者預約後，會在該讀

者個人紀錄上做註記，待該讀者預約書到

（回）館（完成刷還書的動作），系統才

會發「預約書到館通知單」給讀者。意即

編目館員無從得知那些書應先處理，而如

照一般作業程序處理，則可能無法滿足急

需使用讀者之需求，故目前採取填寫申請

單以優先處理之因應方式，情非得已敬請

理解，並感謝您的建議。（採編組）

問：如果碩博士班的學長姐們的論文通過考核

後，會隔多久（大約）才會上架？是等一

學期後整個才一次全部上架，還是他們通

過後馬上就會上架了？

答：紙本學位論文因需批次裝訂，通常約半年

時間方可上架陳列於總館四樓或理分館三

樓。依本校博碩士「研究生離校手續」應

辦事項有關圖書館（總館或理學院分館）

部份規定（http://www.lib.ntnu.edu.tw/rule/
gslsp.html），目前須先行登錄上傳電子版
論 文（http://sun2.lib.ntnu.edu.tw/gs/login.
htm）完成論文上傳作業。因此如需急用
建議查詢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http://
sun2.lib.ntnu.edu.tw/cgi-bin/gs/gsweb.cgi?

o=dntnucdr），或至該系所圖書室（http://
www.lib.ntnu.edu.tw/Time/dep-to.htm）洽
詢借閱紙本。（典閱組）

問：如果借原本有附 CD、光碟的書，那能不
能一起借到它附的光碟呢？

答：若書後蓋有“本書附光碟”字樣，表示本

館有收錄光碟，請於借完該書後於櫃臺辦

理借閱光碟手續，唯歸還方式與圖書不

同，詳情請洽總館一樓出納臺。（典閱

組）

問：已經完成 Shock Wave 的下載，但是每次
進入 SMILE 英語學習資源網的課程時，
總會出現 iexplore exe.錯誤的訊息，於是視
窗即關閉，這是為什麼呢？

答：本校師生若在校外使用，請先依使用說明

更改瀏覽器設定（http://www.lib.ntnu.edu.
tw/rpa/rpa_setting.htm），若仍有問題請於
上班時間（上午 8:30-12:00；下午 13:
30-17:00）來電反映（23939740轉 202或
602），並請清楚說明您的電腦狀況，以
利即時有效處理，謝謝。（推廣服務組）

問：本人為本校工業教育學系博士班五年級學

生（提供學號），目前撰寫畢業論文中，

亟需使用「校外連線」服務，煩請惠予協

助核發帳號與密碼，以利研究之使用，非

常感謝。

答：「校外連線」服務所需本校電子郵件帳

號，請向權責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申請。

（推廣服務組）

問：圖書館的四庫全書電子版，按圖書館資料

庫網頁各項說明安裝好了，但是卻會卡在

溝 通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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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音樂的部份無法再繼續使用。能否詳

細解說一下 XP 電腦該如何安裝四庫全
書、四部叢刊以及康熙字典電子版的各個

步驟呢？另外刪除似乎無法刪除乾淨，有

些檔案刪不掉（ttsinst 檔）。煩請解說，
感激不盡。

答：1.有關四庫全書無法正常執行（前題需安
裝 完 成），可 在 C:\WINDOWS\sys-
tem32\drivers\etc 目錄下之檔案 hosts，
加入下列資料即可。

140.122.127.252 skqs #pre
2. 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及康熙字典電子版
三種資料庫安裝方式須按網頁上所述執

行。

3. 另有關光碟資料庫連線（ttsinst），目
前僅支援至windows 2000，如安裝成功
者，會在C:\下產生一目錄 ttslink；至於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SP2）目前
則無法安裝。（系統資訊組）

問：請問圖書館購買電子期刊資料庫的標準為

何？電子期刊資料庫試用期滿後，館方如

何決定購買與否？是依照試用期間的線上

問卷嗎？如果是的話，請問線上問卷要有

多少人推薦才會購買？如果不是的話，是

如何取捨的呢？

答：由於圖書館採購資料庫的經費有限，原則

上仍是以續訂現有之資料庫為主，圖書館

會於一定期間內加以彙整「試用資料庫意

見調查表」，一旦經費如有餘裕，以調查

表人數推薦的多寡、試用期間使用人數的

統計、以及與學校學科相關性等因素加以

考量，以做為是否採購的標準。（期刊

組）

問：想借閱的書位於「第二書庫A區」，依照
網頁說明向二樓服務檯詢問後，得知其位

於教育學院，對於想借書的人有些微不

便，不知有無易行的替代方法？又，如果

沒有替代的方法的話，能否告知「第二書

庫」的位置？麻煩了，謝謝。

答：本館為因應圖書資料典藏空間之不足，將

罕用書刊（包含一般圖書及參考書、期刊

等限於館內閱覽資料）移置「第二書庫」

（位於教育學院大樓地下室）典藏，採閉

架式管理，為便利讀者閱覽特提供調閱服

務，歡迎至總館二樓服務台洽詢申請。現

行書刊調閱服務方式，力求儘量兼顧讀者

資訊需求與館藏空間之有效運用。如有更

為簡易辦法或是較佳構想，歡迎提出具體

可行之建議或討論，以供本館參考。謝

謝！（推廣服務組）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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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702.059 278

美術<拍賣年鑑> = Chinese arts auction records /美術拍

賣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輯.--臺北市：華藝文化, 1997[民
86]---冊：部份彩圖；24公分.--

這是一本反映紐

約、舊金山、倫敦、斯

圖加特、新加坡、香

港、北 京、上 海、廣

州、天 津、昆 明、廈

門、台北等城市，華人

美術市場的拍賣紀錄。

2004年鑑內容分五
大項，編輯概要說明如

下：

一、無款繪畫及碑帖

宋元無款繪畫及碑帖墨拓集合成一個單

元，方便讀者查閱。

二、重要宮廷書畫

回顧2003年中國書畫拍賣，宮廷（皇帝）
御筆書畫成為市場新寵，尤其清室皇族書

法，如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書法

已成新的市場指標，故增列「重要宮廷書

畫」為一單元。

三、華人西畫

本年鑑收集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地區

的華人油畫、水彩、壓克力、雕塑及綜合

媒介等拍賣成交資料，依藝術家人名筆劃

排列，配合重要圖片參考。

四、中國書畫

為便於了解中國書畫 2003 年在拍賣市場
上的行情，本年鑑依藝術家人名筆劃排

列，從古代到近代年輕輩藝術家的中國書

畫市場行情，本年鑑都可清楚查詢到。除

此，還有藝術家 2003 年所拍出重要作品

圖片參考。

五、古籍善本

自中國大陸拍賣業興起，古籍善本已成為

中國藝術品拍賣重要項目之一。

R 784.04 690

舞蹈辭典 / 舞蹈辭典編審委員會編著.-- 初版.-- 臺北

市：編譯館出版：鼎文總經銷, 2004[民 93].-- 2 冊

（3218面）；26公分.--ISBN 9570183470（全套：平

裝） ：NT$2800

一、本辭典的撰述辭目

以民國八十五年國

立編輯館出版之

《舞蹈名詞》為藍

本，酌以增、刪後

共近七千則。

二、本辭典內容包含世

界舞蹈、民族舞

蹈、組織機構名

稱、芭蕾、現代舞、舞蹈與科學、舞蹈與

人文。

三、各名詞係按英文順序編排，其中文以音譯

為主，必要時亦從意譯，間或採用目前已

習用的俗名。

四、民族舞蹈名詞的英譯係採羅馬拼音。

五、釋文中非常見的人名、地名，直接引述原

文。

六、標點符號的使用：

《》用於舞名、書名、雜誌名。

〈〉用於術語、文章或舞劇中之一段。

﹝﹞用於釋文中﹝見×××﹞，或譯文末

﹝參考《×××》﹞。

「」用於歌謠、組織或特別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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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九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九十四年

十一月十六日

校運會，開館時間至下午 5時。

十一月十八日

「94年師範校院圖書資源整合研討會」，

於台中教育大學舉行，本館由張館長國恩暨郭

秘書美蘭、張主任海燕、陳組長敏珍、洪組長

世昌代表參加。

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五日

二樓多元學習區施工暨設備搬遷，停止部

分服務，公告週知，暫時不便，請讀者諒解並

請配合。

張館長國恩出席於北京舉行之「兩岸四地

圖書館高層領導論壇」，該論壇邀請對象包括

臺灣、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圖書館館長暨圖

資界學者專家。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4:00，假本館八樓會議室，巨匠公司

簡報虛擬導覽系統。

十二月一日

下午2:00，於第二會議室，辦理本校2006

年西文期刊開標作業。

十二月五日

上午 11: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重點包

●

●

●

●

●

●

含二樓休閒區新書展示、休閒雜誌陳列、暨管

理等事宜，由典閱組、期刊組、推廣服務組配

合辦理。

十二月八日

下午2:30，本校黃代理校長生、張館長國

恩前往教育部拜會周次長，說明本校有關數位

內容融入教學之計畫。

下午4:00，張館長國恩與推廣服務組全組

同仁座談，進行組務溝通，肯定同仁搬遷二樓

圖書至第二書庫的辛勞，並勉勵同仁在變動為

常態的社會環境中，必須要適應新的服務模

式，提供讀者更便捷的服務。

十二月九日

上午 11:00，於本館二樓，舉行「SMILE

多元學習區」啟用茶會，黃代理校長生、陳代

理副校長瓊花、張館長國恩共同剪綵，正式提

供舒適、多功能的學習共享空間。

十二月二十日

下午 2:20~3:00，浙江省進修教育交流訪

問團一行 12 人蒞臨參觀。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 2:30，廣州成教訪問團一行 10 人蒞

臨參觀。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午 12:00，於理分館二樓藝文空間，舉

行本學期理分館最後一場午間音樂饗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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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日

中午 12:00，於總館一樓大廳，舉行本學

期總館最後一場午間音樂饗宴。

九十五年

一月二日

下午2:50，「兩岸師範‧教育大學校長會

議」大陸參訪團一行 23 人蒞臨參觀。

一月三日

下午2:30，文化大學圖書館梁館長恆正率

●

●

●

該館同仁七人來訪，參觀二樓「SMILE多元學

習區」暨各樓層，並與本館進行業務交流座

談。

一月五日

上午 10: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召開新

網頁設計會議，張館長主持，討論確定新網頁

之功能與各組權責。

一月十二日

下午2: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與巨匠公

司人員討論本館虛擬導覽系統製作事宜，確認

腳本內容，提供館內舊有照片與錄影資料。

●

●

與文大圖書館同仁業務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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