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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力求轉型，臺師大校長郭義雄

十一月正式聘請資訊教育研究所教授、圖書館

館長張國恩擔任第二副校長，張副校長長年耕

耘數位教學、又和產業界交流密切，將為臺師

大開創新局。

已經身負教學和圖書館行政重任，之所以

再答應擔任副校長一職，張副校長笑著說，其

實原因很單純：「被校長感動了」。副校長解

釋，自從郭校長到校以後，看到校長天天心繫

師大，但學校今年大學分發招生分數還未達理

想，臉上顯現出那種傷心的樣子，讓他覺得於

心不忍，心想校長年紀已經這麼大，但還這麼

努力，自己應該趕快站出來幫助校長、幫助學

校，於是毅然接下副校長重任。

倚重張副校長過去豐富的行政經驗和溝通

長才，未來包括林口校區的發展、建築空間規

劃、師大校園的 e化、學術研究推動、系所學

院調整，以及產學合作拓展等，都是張副校長

負責的業務項目，其中林口校區和現在師大校

園的空間規劃調整，更是張副校長首要優先推

動重點。張副校長表示，他上任之後，已經請

總務處要趕緊提出學校三年內新設建築規劃計

畫，林口校區部分，也持續與各相關單位溝

通，期望很快能夠取得一致性的看法，他相

信，可能前面要花很多時間溝通，但只要達成

共識，很快就能執行。

校園硬體建設和空間規劃之外，對於各院

系所的課程調整以至學校轉型發展，也是張副

校長重要的責任。張副校長表示，林口校區國

際學院明年就要招生，各項課程規劃和宣導迫

在眉睫，電算中心推動的 e化校園也要加緊腳

步，此外校長相當重視的單一服務窗口、師大

過去很驕傲的藝術教育成果產業化、圖書館典

藏數位化，以及馬上要申請新的頂尖研究中心

等⋯⋯其實也都是短時間內必須要達成的目

標。這麼多的工作，怎麼樣能夠有效率完成，

可以說是張副校長最大的考驗，而「時間不

夠」也是張副校長上任以來發現最大的困難，

特別當中不少任務，不管是和產業或系所溝

通，都得要花很多時間，張副校長感嘆：多接

一個職位，但時間並沒有因此多一倍啊！

張副校長過往長期推動數位學習，現在也

是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召集人，談到校

園內的 e-learning 教學計畫，他的眼光不光只

是建幾間 e化教室，或者買幾台電腦而已，他

更希望能夠推動「教材數位化」進一步和全國

分享。張副校長強調，師大很多人文教育和藝

術課程內容相當豐富，不光只是能提供全校通

識教育使用，甚至也能和校外人士分享，因此

計畫推動通識數位化工程，也就是NTNU open

courseware，把這些好的課程內容放上網路，

讓全球有興趣民眾都能自由免費上網修課，藉

大膽接受挑戰、認真回饋服務：

新任副校長張國恩素描

本校公關室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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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拓展師大的影響力。他舉例：近來圖書館邀

請國文系林礽乾老師分享師大建築歷史故事，

就是很受歡迎的主題，圖書館已經錄製系列內

容，將待整理後開放全民閱讀。此外，也計畫

和教務處教學卓越計畫結合，推出更多精采課

程，最快下個學期就可以上路。

不同於多數校內行政主管，張副校長本身

並不是師大畢業校友，但執教以來，一直都在

師大任教，也讓他早就把自己視為師大人。回

憶從以前到現在，他感謝師大讓他這個原本研

究大型積體電路的人，有機會踏入數位學習領

域，也從中享受濃濃的人情味和樂趣。

也是因為重視人味兒，讓張副校長堅持無

論校內工作多忙，晚上和假日一定都是家庭時

間。張副校長說，他從以前就定下原則，每天

準時上下班，上班時間絕對很認真、高效率完

成每一件工作，到了晚上最多六、七點鐘一定

離開辦公室，週末假日除非學校舉辦很重要的

活動，否則連任何學術研討會都一律謝絕，家

庭第一。秉持同樣的原則，他也希望全校教職

員工都能認真上班、認真兼顧家庭。

面對新工作、新挑戰，張副校長不敢說自

己充滿信心，但期望全校師生都能「用心」來

協助他，因為有心就能付出關懷，就能建立師

大屬於大家的觀念、進而更加投入。他是一個

能夠接受師生踢館的副校長，同時也歡迎各界

提出意見，只要是合理的，一定會力求改進，

不合理的意見，也會列為參考。

本身理工背景出身的張副校長說，校長之

所以聘請他擔任副校長，可能是看在他比較大

膽、比較勇於突破的個性和做法，正值師大轉

型時期，也正好需要這樣的特質。在他來看，

行政工作就是服務，他不敢說他可以提供讓大

家都滿足的服務，但希望大家都能夠共同付

出，一起打造更讓大家都喜歡的師大。

＜張國恩副校長小檔案＞

‧學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系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碩士、博士

‧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講師、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電算中心主任、資訊教育

系主任

國科會複審委員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數位學習顧問

工研院產業學院數位學習顧問

故宮、衛生署、勞委會、人事行政局等數位

學習顧問

‧現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校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分項召集人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品質認證中心總召

集人

國科會科教處資訊教育學門召集人

（本文轉載自本校公關室電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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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國四十八至五十一年間，國立僑生大學

先修班曾附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等四所大學

之中；民國八十四年師大呂前校長任內積極著

手與僑大洽談合併事宜，並經師大校務研究發

展委員會通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大學

先修班合作計畫」，奈因其他主觀因素干擾而

中輟；民國九十一年台師大與台科大及僑大先

修班整併之計畫，亦未竟全功；九十四年五月

二十日由教育部長主持之簡報會議中決議全力

推動兩校整合；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兩校整

合發展計畫書業終獲行政院核准定案。四月二

十二日舉行揭牌典禮，成立「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林口校區」，籌設「國際僑教學院」和「僑

生先修部」。這是繼嘉義大學後之第二所大學

整併成功案例，兩校合併後學生總數將達一萬

兩千人，校地面積約四十三公頃。僑大成為臺

師大的一份子，除了能保有師生既有的權利，

將可充分運用兩校的豐沛資源，其格局、定位

將獲得突破，將有更大的空間，未來會有更好

的發展。而師大這次加入二十三公頃大的林口

校區，不僅讓大學未來的發展前景無限，在國

際化、學術性與僑教性上，更是如虎添翼。誠

如教育部部長杜正勝所言，此次僑大先修班併

入台灣師範大學，「不是為了整併而整併，而

是要畫出遠景，讓一加一等於、甚至大於

二」，才算整合成功。

擁有五十年歷史的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宣

告終止，正式走入歷史。讓我們來回顧並介紹

本校新夥伴：林口校區。

二、林口校區簡介

校區沿革：國立僑大先修班是國內唯一辦

理僑生大學先修教育的學府，創於民國四十三

年，四十四年十月正式開班，初期與國立華僑

實驗中學校合設，並由其校長兼班主任。四十

八年至五十一年，附設於台大、政大、師大及

成大。五十一年於臺北縣蘆洲國立道南中學原

址，獨立設校，正式命名為「國立僑生大學先

修班」。其後因蘆洲連年水患，師生安全堪

虞，乃於七十三年八月遷校至林口鄉新址（蘆

洲原址，則移撥空大使用）。九十五年三月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整併，成立「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林口校區」。

校地校舍：林口校地面積有 23.56 公頃。

校舍建築總面積共 66,543.14 平方公尺（合

20,129.3 建坪），主要建築有行政大樓、大禮

堂、科學館、圖書館、體育館、活動中心、大

型餐廳等各一幢，文理科教室六幢、學生宿舍

七幢，其他如游泳池、運動場、籃球場、排球

場等設備齊全相當完善。另蘆洲舊校區尚有校

地，建築面積 2,190 平方公尺。林口校區廣

闊，地勢高亢，環境優美，建築宏偉；校園湖

光山色，綠意盎然，靜謐脫俗，遠離塵囂。

地理位置：位於台北市之西南側，離台北

學校的新夥伴：林口校區、林口分館簡介

蔡金燕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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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約 17 公里。林口臺地舊稱平頂臺地，海拔

二百五十公尺，校區位於林口臺地東緣，以高

度差二百餘公尺的陡崖，緊臨橫窠雅溪谷，俯

瞰臺北盆地。

校區天氣：林口地區年雨量約為二千公

釐，春、夏二季是主要降雨季節。夏季平均氣

溫為攝氏二十六度，由於地勢高亢且距海不

遠，易受海風調劑，故此地不像臺北市區之溽

熱；冬季平均氣溫為攝氏十四度，但由於本校

區四周空曠，缺乏屏障，冬季受東北季風影

響，較為冷濕多霧。

開設班別： 一年制先修班：修業一年，

經評定合於結業標準者，依其成績及志願送請

大學海外聯招會分發至各公私立大學就讀；

二年制特別輔導班：提供印尼及各地區僑生國

語文程度欠佳、且分發成績未達先修班錄取標

準者，以及各地區學歷不足者（如緬校十年級

畢業生）； 馬來西亞春季班：十月中旬報

名，隔年二月中旬開學，實施密集課程教學，

無寒暑假，至八月底結業後，分發至各公私立

大學就讀。

師資現況：依照教育部「大學及獨立學校

教師資格審查規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遴

聘各科教師。現有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助教五級。近年來所聘教師均

係研究所畢業之學有專長年輕教師，師資相當

優良。

科系現況：九十四學年度計有僑大先修班

未分系，而以先修班之課程規劃為基礎，分為

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

史、地理、公民憲政、體育、計算機概論、軍

訓等十二科。九十五學年度正式成立並運作有

華語文、外語、人文社會與數理等四學科及國

際與僑教學院籌備處，九十六學年度可望招生

的系所有應用華語文學系、東亞文化暨發展學

系、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國際漢學研究所、華

研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組、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

所等三系三所。

行政組織：原設有教務處（課務組、註冊

組、出版組、圖書館）、學務處（課外活動

林口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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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生活輔導組、體育衛生組、學生輔導中

心、軍訓室）、總務處（文書組、事務組、出

納組、保管組）、人事室、會計室等；合併

後，林口校區設僑生先修部，有課務組、招生

組、註冊組、課外活動組、生輔組、學輔室、

研習組、行政組、海外合作服務組等九組室，

而改為校本部相關處室派駐林口校區之分支單

位有人事室第四組、會計室第四組、林口校區

事務組、林口校區圖書分館、林口校區保健

組、林口校區電算中心服務室、林口校區警衛

小隊、林口校區體育組、林口校區軍訓組等。

共同願景：兩校整合後共同願景有四：

擴大學校規模，成為多校區、多院系、多學

門、人文與科技兼具之綜合研究型大學； 加

強國際化程度，致力成為亞洲前列、國際知名

之一流大學； 強化僑教功能，成為我國推展

僑教之教學、研究及進修中心； 強化華語文

教學，成為國際教學重鎮。

三、林口分館簡介

分館沿革：林口分館創設於民國四十四

年，時稱「道南中學圖書館」，五十一年八月

學校奉令改制，隨之改稱為「國立僑生大學先

修班圖書館」。原班址在台北縣蘆洲鄉，因該

處地勢低窪屢遭水患，遂於七十一年台北縣林

口鄉興建新舍，七十三年七月完成遷校，七十

四年五月新館落成啟用。

建築配置：林口分館位於校區中心，總面

積為 4,604 平方公尺（一千三百八十餘坪），

樓層分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外型為正方形

現代化建築，內部採中空式挑高設計，採光良

好。圖書館週遭環以青翠綠樹，前有造景池塘

花園，後有人工湖泊，環境幽雅，提供極佳的

閱覽環境。

一樓設有電化教室、教師研究室，閱報

室、大廳廣場等；二樓有流通櫃台、中西文書

庫、期刊室、參考室、查詢區、影印區、辦公

室等；三樓設有視聽中心（放映室、視聽室、

音響室）、K書中心等；地下層為配電室及避

難室之用。

組織編制：原在僑大行政體系下隸屬於教

務處，係二級單位。館內設主任一名，綜理館

務，另有，組員一名，技士一名，助教二名，

工友二名，校內工讀生若干名，分別辦理圖書

多媒體資料採購、編目、流通、期刊、視聽等

業務，分工不分組；兩校整合後，教職員依原

專任職務等級或與原任官職等相當之職務，辦

理聘（派）任，林口分館設分館主任一名，綜

理館務，編制有組員二名（現聘用約用行政專

員），技士一名，工友二名，校內工讀生若干

名，負責林口校區圖書採購、典閱、推廣服務

等工作，分工不分組。

館藏統計：至 95 年底館藏中文書 65,309

冊，西文書 3,238 冊，視聽資料 2,867 件，期

刊 74 種，贈刊 179 種，報紙 13 種。館藏特

色：因原僑先部學生均為回國僑生，為加強培

育其對中華文化之認識，宏揚我國固有倫理道

德精神，所以藏書以文史哲學及社會科學為

主，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為輔。為配合教學研

究，保存文化遺產及推廣學術之需，乃逐年繼

續有計劃的充實館藏中。本館主要館藏圖書

有：景印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四部叢

刊、古今圖書集成、叢書集成新編、二十五

史、二十四史九通政典、中國大百科全書、世

界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現代科技大百

科、資治通鑑、皇清經解、論語集成、中國歷

代經典寶庫、萬有文庫、永樂大典、敦煌寶

藏、國家文庫、放眼世界、世界博物館全集、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等。

設備統計：目前本分館計有閱覽座位 992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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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視聽室座位 88 位、團體放映室座位 69

位；14 台電腦、24台電視、25 台放影機、20

台 CDplayer、20 錄音機、8 台 DVD 放映機

等。K書中心約占了本分館四分之一面積，相

對的資訊電腦設備則因經費關係，無法更新及

添購，顯得薄弱。

自動化系統：本分館於民國 81 年購買三

邊資訊企業有限公司之圖書館自動化應用軟體

（編目模組、流通模組、檢索模組）；民國 89

年購買鉑特資訊有限公司之圖書館視聽室管理

系統。目前，本分館正積極回溯館藏，期能早

日與總館 INNOPAC 圖書館自動化管理系統連

線，以確保館員技術服務的工作效率及讀者服

務的穩定品質。

服務項目：原服務對象僅限本校區教職員

工生，不對外開放，未來則會與總館入覽規定

一致。目前林口分館提供的服務包括資料典

藏、流通服務、參考諮詢服務、採購服務、視

聽服務、期刊服務、館際合作、推廣服務等，

期能提供與總館相同內容與品質的服務給予林

口校區師生。

四、結語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是政策性學校，全力

負責輔導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在全國 160餘所

大學校院成立先後順序，排名第十，足證歷史

悠久。但很少人知道，存在了五十年的僑大，

竟然是一個定位不明的黑機關。正因為缺乏法

源，幾十年來一直無法像國內一般院校正常發

展，預算年年固定刪減，設備老舊，沒錢更

新。圖書館亦如是。多年來並無固定編列購書

經費，館藏數量增加緩慢，資訊設備闕如，自

動化系統亦無經費更新，空間無法善加應用，

專業館員比例很低等。加上僑生來僑大的主要

目的，是努力讀書考試，以求分發到理想的科

系，而校區老師雖為大學教師資格，然以教學

為主要任務，學術研究較少，對圖書館的需求

與要求並不多；長官雖重視與支持圖書館，亦

因經費關係，圖書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及擴

展。

兩校合併解決僑大多年來定位不明的問

題，對圖書館而言也是一種契機。合併後，成

為圖書館林口校區圖書分館，張副校長國恩館

長屢多關照，無論在經費或人力或行政方面，

總是充份支援，而其他組長或主任或同仁，在

業務上或技術上，也多大力協助，在此非常感

謝他們。林口分館必須努力積極，迎頭趕上總

館軟硬體設備，才不致與總館落差太大。以下

是林口分館目前努力的方向：

完成業務銜接整合工作：兩校合併以來，林

口分館一直致力於業務銜接整合的工作，包

括館藏書目回溯建檔，讀者檔整合，借閱政

策與服務規章整合，各學會協會更名或整

合，館際合作整合，系統連線測試與準備，

教育訓練等。

增加館藏：收回散置各處辦公室及各科研究

室之館藏，盤點重整，淘汰複本；為配合校

本部圖書集中管理政策，未來擬將移撥校本

部書籍 20 萬冊至林口分館。同時配合林口

校區三系三所之成立，逐年添置各類圖書、

期刊、資料及設備，提供更充足的教學研究

資源，以支援校區師生教學研究，培育專業

人才。

空間重整：林口分館空間有近二十年未曾變

動，一樓有許多空間閒置不曾使用，二樓已

嫌擁擠不敷使用，三樓視聽多一個櫃台，造

成人力分散，所以空間與動線是我們最重要

的改變之一。我們準備將重心移至一樓，重

置一個出入口及流通櫃台，二樓及三樓將全

部當書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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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數位學習共享空間：預計 96年 7月底，

本分館一樓將建置完成多元學習區，結合資

訊檢索、多媒體、參考諮詢、休閒、數位學

習等五大功能，稱為「SMILE數位學習共享

空間」，這也將是林口分館令人耳目一新的

地方。

館員專業知能進修：上學期聘用兩位優秀圖

資所本科系專業人才，對林口分館工作績效

有很大助益；而到總館觀摩學習，或到各組

接受業務訓練，也都必須持續進行；或參加

專題講座或研習班，以加強分館工作人員之

專業知能。

讀者服務：本分館服務將以讀者為本，提供

數位化、多元化、專業化與效率化之優質服

務；強化諮詢及教育推廣功能，創新服務之

內涵，以期成為林口校區之知識中心，亦是

我們努力之目標。

（本文作者為林口校區圖書分館主任）

專．題．報．導

民國七十五年林口分館 民國九十五年林口分館

一樓大廳

K 書中心

二樓櫃檯 二樓書庫

三樓放映室 三樓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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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論文屬於未正式出版的學術著作，

不僅可從中窺探研究者的學術水平與廣度，也

可代表該學術領域的研究發展趨勢，可說是掌

握研究發展動態、瞭解研究機構或研究者其研

究結果最直接而完整的工具。但因其未出版特

性，市面上不易取得，各大圖書館多有較嚴格

的典藏規定，造成文獻資源蒐集上的困難。在

筆者的服務經驗中，一般讀者對於博碩士論文

的查找備感困擾，傳統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僅能

提供基本書目資料，而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亦

只提供摘要，因此讀者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及金

錢利用館際合作方式至各大圖書館查閱或是複

印論文，而早期的論文重製又得受到著作權法

的限制，對研究者非常不方便。

隨著數位典藏的議題發燒，各大圖書館紛

紛建置該校的學位論文數位系統，在技術上研

究數位論文的建置標準，在政策上研擬使用者

呈繳機制、授權機制、著作權及智財權保護及

數位化的共建與共享，藉以提升學位論文的檢

索效益，加速學術資源的流通。

因此筆者在此整理出學位論文的搜尋途

徑，以幫助讀者有效率掌握學位論文資訊。

一、 國內學位論文全文系統

1. 各校館藏目錄

提供檢索各校所典藏的紙本博碩士論文

書目資料，若圖書館本身已有學位論文查詢

系統，可進一步連結查詢或獲取全文。

2. 各校自行建置數位化學位論文系統

近年來各校紛紛建立學位論文查詢系

統，大部分論文追溯自 93 年開始。讀者可

利用研究者姓名、論文題名、指導教授、系

所名稱的關鍵字進行查詢，除了提供基本書

目資料外，尚有目次、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

參考文獻。電子全文下載則須視各校及作者

授權方式有所不同，有些學校僅限校內下

載，如政大，有些則由作者自行決定是否設

限校內校外下載或開放的年限，如成大、東

吳。

學位論文收錄年代最久的首推本校學位

論文系統及政大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

介紹如下：

本校學位論文

（系統網址為 http://140.122.127.247/gs/

ntnu/etd.htm）

內容收錄自民國 50 年起博碩士論文

摘要，88 學年度以後提供電子全文 PDF

檔，目前共收錄論文摘要 13,806篇、全文

7,538 篇，全文採單篇呈現方式，可提供

讀者個別瀏覽或下載。

本校另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新竹教

育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合作共同建置「師

範院校聯合博碩士論文系統」，可以同時

查閱四所學校的學位論文，於本校學位論

文系統中即可找到其入口網站。

國立政治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

淺談學位論文資源的查詢與利用

蔡妍芳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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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址為 http://thesis.lib.nccu.edu.tw/

cgi-bin/gs31/gsweb.cgi? o=dnccucdr）

內容收錄自民國 47 年起博碩士論文

摘要，87年以後提供電子全文，該系統同

時可提供該校社資中心典藏之民國 70 年

以前的各校論文摘要，目前共收錄摘要

17,980篇、全文 10,706篇。

3. 全國博碩士論文查詢系統

（系統網址為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

dex.jsp）

由國家圖書館建置，收錄自民國 45 年

起全國各大專院校博碩士論文摘要，88年以

後的論文另提供電子全文。目前收錄摘要

393,552 筆、論文全文 91,640 筆，博士論文

影像 15,469筆，免費供大眾使用。只有博士

論文影像需於國家圖書館館內閱覽，其他的

論文全文檔都可以直接透過網路下載。

4. 中山大學分散式學位論文共建共享系統

（系統網址為 http://www.lib.nsysu.edu.tw/

eThesys/index.asp）

由國家圖書館委託國立中山大學建置，

建立一套完整的上網建檔、授權、審核及查

詢機制，並開放各大專院校自行建置數位化

論文系統。目前該系統可以查閱中山大學 88

學年度起學位論文全文，依作者授權範圍開

放全文下載或可連結至其他參與該計畫的學

校查詢其學位論文。如清大、交大、中央、

陽明建置之「台灣聯合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

影像檢索系統」。

2006年以後，該系統開發新的 OAI 2.0

模組，可以利用單一介面同時查詢中山、成

大、慈濟及國外多所大學的學位論文。

5. CEDT（中文電子學位論文系統）

（系統網址為 http://www.cetd.com.tw/ec/in-

dex.aspx）

由資料庫廠商華藝資訊建置之學位論文

系統，收錄台灣地區、中國大陸、香港、澳

門的大專院校博碩士論文，目前台灣地區有

包括台大、清大、淡江等 13 所大專院校提

供自 92 年起學位論文全文，目前共有摘要

23,595篇，全文 14,368篇。

此資料庫已經本館購置，讀者可以自

「中文資料庫」點選利用。

二、國外學位論文全文系統

1. ETD Digital Library

（系 統 網 址 為 http://tennessee.cc.vt.edu/~

lming/cgi-bin/ODL/nm-ui/members/index.

htm）

為 NDLTD（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計畫之聯合目

錄，提供查檢會員圖書館典藏之博碩士論文

書目資料，部分論文可以提供全文連結。

2. PQDT（ProQuest Dissertations Theses）

（系 統 網 址 為 http://proquest.umi.com/

pqdweb）

由資料庫廠商ProQuest所建置，前身為

DAO、PQDD，收錄美國、加拿大地區自

1861年起約 200萬篇的博碩士論文摘要，內

容包含人文社會、理工醫農等各大學科主

題，以博士論文為主、碩士論文為輔。並提

供自 1997年起已數位化的博碩士論文前 24

頁。

此資料庫已經本館購置，讀者可以自

「西文資料庫」點選利用。若對該資料庫全

文有興趣，可以以信用卡付費方式線上購

買。

3. 數位典藏聯盟

（系 統 網 址 為 http://www.sinica.edu.tw/~

pqdd/）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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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聯盟共有各大專院校 90 個成員，提

供各圖書館所購置之美加地區的數位化學位

論文，建立一館購置、共享互惠的模式。

本館為聯盟成員之ㄧ，讀者可以自「西

文資料庫」中點選利用。

4. 中國博碩論文查詢系統

（系統網址為 http://cnki.csis.com.tw/）

收錄中國大陸排名前 250所重點學校的

博碩士論文，涵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各

個領域，自 2000年以來的 30萬餘本博碩士

論文。

本館購置為文史哲專輯及社會科學、教

育學專輯，讀者可自「中文資料庫」中點選

利用。

學位論文數位化可以解決圖書館典藏空間

捉襟見肘的問題，藉由網路傳播提供讀者快速

及時的查詢瀏覽，加速學術文獻的流通。唯有

圖書館或研究機構提供便利有效的整合檢索系

統，使讀者不必在各大網站百轉千迴，研究者

也能基於學術共享的理念授權論文上網，分享

研究結果及心得，如此才能建立共利雙贏的局

面。

（本文作者為公館校區圖書分館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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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全文影像系統。檢索日期：96年 02月

12日取自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

cdrfb3/gsweb.cgi? o=dallcdr

8.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查詢系統簡

介。檢索日期：96年 02月 12日取自

http://etds.ncl.edu.tw/theabs/about.jsp

9.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分散式學位論文共建

共享計畫。檢索日期：96年 02月 12日取自

http://ethesys.lib.nsysu.edu.tw/

10. 華藝數位。關於 CETD。檢索日期：96年

02月 12日取自

http://www.cetd.com.tw/ec/aboutETDS.aspx

11.中研院計算中心。數位化典藏聯盟簡介。檢

索日期：96年 02月 12日取自

http://www.sinica.edu.tw/~pq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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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大經典 100」部落格開版

暨閱讀心得徵文比賽

由本校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以及

學術、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共同推薦之「師大經

典 100－師大人必讀的一百本好書」，已於 12

月 4日至 12月 10日在總館二樓 SMILE 多元

學習區舉辦書展，部落格同時開版，請從圖書

館首頁（http://blog.lib.ntnu.edu.tw/ntnublog/）

登錄，每本書內容包含：封面影像、作者、出

版社、師大館藏索書號、內容簡介等，並有留

言回應。即日起至 96年 4月 30日並舉辦「師

大經典 100」閱讀心得徵文比賽活動（http://

www.lib.ntnu.edu.tw/sec/classical100.htm），歡

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交流活動，以提昇本校閱

讀風氣。

服 務 動 態

二、美的視界：臺師大圖書館攝影

比賽得獎作品

為增進讀者與圖書館間之互動，特舉辦攝

影比賽，邀請讀者一同來捕捉及詮釋圖書館之

視覺映象，透過鏡頭呈現圖書館各種美的面

貌。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為題材，涵蓋

建築景觀、內部設施、服務與活動等，以一套

十種主題作品（10件為主）進行整體評分（標

準：作品概念 40%、創意與適切性 30%、攝影

技巧 30%），由圖書館遴聘評審委員進行評

選，徵件日期自 95年 10月 20日至 95年 11月

21日，得獎名單已於 95年 12月 5日公佈於圖

書館網頁，得獎作品如下：

本校郭校長與攝影比賽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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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建築之美

作者：羅銘中

主題：剛柔並濟

作者：羅銘中

主題：剛柔並濟

作者：廖芝慧

主題：無

館藏資源浩瀚

作者：周珮祺

主題：無

作者：陳聯暘

主題：豐富的藏書

作者：顏淑婉

主題：心靈的視野

閱讀氣氛

作者：陳郁婷

主題：漫遊

作者：郭卡蘿（Karolina Koterbska）

主題：Everywhere'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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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多元學習區

作者：郭家伶

主題：閒適

作者：潘怡君

主題：悠閒時光

作者：陳聯暘

主題： 多元化的學習區

鎮館之寶—古籍善本書

作者：廖芝慧

主題：無

作者：吳玫娉

主題：觀往知來

作者：梁勝智

主題：文字的價值

EdD Online 資料庫

作者：梁勝智

主題：求知心

作者：祝仲融、王登源

主題：EdD 資料查詢

作者：陳郁婷

主題：e-life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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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縮資料服務

作者：吳玫娉

主題：方寸之間

作者：郭卡蘿（Karolina Koterbska）

主題：Magic of Size

作者：祝仲融、王登源

主題：微縮資料查詢

自助借書服務

作者：周珮祺

主題：無

作者：陳聯暘

主題：自助借書

藝文展覽

作者：廖芝慧

主題：無

作者：郭家伶

主題：藝術氣氛

作者：顏淑婉

主題：心靈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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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饗宴

作者：羅銘中

主題：週五音樂饗宴

作者：羅銘中

主題：週五音樂饗宴

作者：周珮祺

主題：無

三、「數位學習資源」新增內容歡

迎多加利用

本館數位學習資源除原有之巨匠電腦學院

（PowerPoint 職場應用系列及職能導向系

列）、Lucy's Cafe 英語會話（請至 SMILE 多

元學習區使用）、SMILE英語學習資源網外，

近期更新增了圖書館數位學習共享空間規畫與

實務專題系列（限本校校園網域內使用），歡

迎多加利用。

四、2007 年CONCERT電子資源歡

迎踴躍使用

本校圖書館為充實與國際同步之電子化學

術研究資源，本（96）年度繼續加入財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CONCERT聯盟，提供本校師生使用 22種線上

資料庫系統，計 47 種資料庫。請踴躍使用，

以充分發揮經濟效益。

各資料庫系統之主題、內容、使用方式、

注意事項等，請至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

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CONCERT網頁（http:/

/www.stic.gov.tw/fdb/index.html）、或本校圖

書館網站之資料庫檢索網頁（http://www.lib.

ntnu.edu.tw/libweb/electron/dblist.php）查 閱。

若需諮詢請電洽圖書館期刊組（校內分機 8207

轉 605或 E-mail：lib3@deps.ntnu.edu.tw）。

前述資料庫管控 IP，校園網域內使用請關

閉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校園網域外使

用請參閱【校外連線服務】方式（http://www.

lib.ntnu.edu.tw/libweb/qlink/rpa_setting.php）使

用。部份資料庫廠商另提供校園網域外使用之

帳號及密碼，若有需要，請至圖書館網頁

（http://140.122.97.200/webinv/email.html）提

出線上申請，或洽詢圖書館推廣服務組（校內

分機 8202轉 202）。

五、免費代借圖書服務請善加利用

圖書館總館、公館分館、林口分館即日起

取消原代借圖書處理費 50 元，可免費代借圖

書，圖書館於接獲申請單三個工作天內，送出

代借圖書，或回覆無法代借原因。申請人須於

圖書館通知取書之翌日起七個工作天內，至服

務單位或就讀系所所在校區之圖書館流通櫃台

憑學生證、服務證或校友借書證辦理借書。為

方便總館、公館分館、林口分館讀者，節省交

通往返時間，圖書歸還可三館擇一歸還。圖書

代借每人每月一次，每次至多 5冊為限，歡迎

利用。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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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增電子資源相關訊息

1.【英語學習資源網】：本館SMILE英語學習

資源網新增看 CNN 學英語及情境式英語會

話等數位學習教材 400個，累計全部英語學

習教材近 3,000 個單元，歡迎本校師生多加

利用。（請點選本館網站「數位學習資源／

SMILE英語學習資源網」）

2.【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收錄全球出版

之期刊全文資料庫，包含人文學、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

類等五大類別，計 2500 餘種，電子全文超

過 338,000 篇。（請點選本館網站「電子資

源／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資料庫檢索」）

3.【CETD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收錄臺

灣大學、淡江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興大

學、臺北科技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臺北藝術大

學、長榮大學、清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等

校之碩博士論文，電子全文超過 13,000篇。

（請點選本館網站「電子資源／電子期刊與

資料庫／資料庫檢索」）

4.【臺灣日日新報】：收錄 1898~1944 年間

《臺灣日日新報》內容，新聞詳實客觀反應

社會上的主流觀點，透過為數眾多的通訊記

者，詳實報導臺灣各地甚至中國東南沿海各

地的消息。發行時間幾乎與日治時期的半個

世紀相始終，為了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施

政以及臺灣社會變遷的重要史料。（請點選

本館網站「電子資源／電子期刊與資料庫／

資料庫檢索／臺灣」）

5.【臺灣時報】：收錄 1898~1945 年間臺灣總

督府所發行的日語《臺灣時報》內容，舉凡

當時臺灣的政治、產業、農業、貿易、交

通、軍事、教育、司法、警察、土木、技

術、工藝、文藝等的論文與統計資料皆在收

錄之列，並收錄在臺知名的日本作家之俳

句、詩、小說等。 資料介紹 （請點選本

館網站「電子資源／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資

料庫檢索／臺灣」）

七、藝文展覽系列活動

95年 12月至 96年 1月期間，圖書館舉辦之藝

文展覽活動如下：

展覽日期 展覽主題 展出者 展覽內容 展覽地點

95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7 日

藝友畫會十週年聯展 顧炳星、鄭翼翔、洪雲
龍、練福星、張時蒲、
何志強（本校美術系教
授及校友）

水彩、水墨、油畫、膠
彩等

總館一樓大廳

95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6 日

Snow Cockroach平面創
作雙人聯展

朱書麒、林子賀（本校
美術系四年學生）

水彩、水墨、油畫、粉
彩、版畫等

公館分館三樓
展覽空間

95 年 12 月 19 日
至 12 月 25 日

廣州越秀區書畫藝術團
赴臺交流作品展

蘇華、連登、李醒韜、
李祥、董幟強、廖偉
彪（大陸著名書畫家）

嶺南畫派書畫 總館一樓大廳

95 年 12 月 27 日
至 96 年 1 月 9 日

草地上的野餐：從嘉中
到台北十四人聯展

沈奕妤等 14 人（嘉義
高中美術班同班同學）

水彩畫 總館一樓大廳

96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21 日

葉劉帆個展 葉劉帆（本校美術系四
年學生）

水墨、油彩 總館一樓大廳

96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 日

展現：蔡曉昀個展 蔡曉昀（本校美術系四
年學生）

書法、國畫、速寫、素
描、油彩等

總館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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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聯展 藝友畫會十週年聯展

草地上的野餐葉劉帆個展展現：蔡曉昀個展

八、午間音樂響宴系列活動

95年 12月至 96年 1月期間，圖書館總館舉辦之午間音樂響宴系列活動如下：

表演日期 表演主題 表演者 節目內容 表演地點

95 年 12 月 1 日 回憶的旋律 陳建安／小號；蔡孟芙／小號；
楊綠芬／法國號；林擎蒼／長
號；劉峻志／低音號（本校音樂
系學生）

黃絲帶、真善美組曲、
屋頂上的提琴手、The
way we were、悲慘世
界、號兵的假期等。

總館一樓大廳

95 年 12 月 8 日 神童童話 陳羿岑／鋼琴；蘇琇琪／鋼琴
（本校表演藝術研究所學生）

鵝媽媽組曲、Mozart
Goes To Town

總館一樓大廳

95 年 12 月 15 日 歡樂的日子 陳揚真／琵琶；俞思妤／琵琶；
陳茂元／揚琴；馮苾瑩／古箏
（本校民族音樂研究所學生）

倒垂廉、平湖秋月、送
我一枝玫瑰花、飛花點
翠、節日的天山

總館一樓大廳

95 年 12 月 22 日 貝里尼之美聲歌
劇的首席女角世
界

丁韻真／女高音、劉怡霞／女高
音、吳玫音／女高音（本校音樂
研究所學生）

卡布烈與蒙太奇家族、
諾瑪、清教徒

總館一樓大廳

95 年 12 月 29 日 躍動人生 高洛茜／鋼琴；洪佑寧／長笛；
劉芳佑／小提琴；張雯琇／大提
琴；林枝盈／低音大提琴；莊維
霖／手風琴；張芳瑜／爵士鼓
（本校表演藝術研究所學生）

Suite for Flute and Jazz
Piano Trio（給長笛與
爵士鋼琴三重奏）、
Escualo（角 鯊）、歡
騰的帕米爾

總館一樓大廳

96 年 1 月 5 日 我的音樂你的歌 薛伊伶／琵琶；陳佳宜／南胡；
陳安／鋼琴（本校民族音樂研究
所學生）

蘇南小曲、故鄉行、女
人花、平湖秋月、雨打
芭蕉、揚州小調

總館一樓大廳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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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的日子

貝里尼之美聲歌劇的首席女角世界

躍動人生

我的音樂你的歌

神童童話

回憶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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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花 絮

一、有朋自遠方來—歡迎臺灣藝

術大學圖書館同道來訪

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林泊佑館長於 96年 1

月 25 日率同仁來訪，參觀本館二樓「SMILE

多元學習區」，雙方就數位學習資源進行交流

與經驗分享。

臺藝大圖書館同道參觀本館 SMILE 多元學習區

二、恭賀公館校區圖書分館蔡妍芳

小姐喜獲千金

我們引頸期盼的小寶貝—佳妤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速度於 95 年 10 月 15 日降臨這個世

界，從天蠍座變成天秤座，身高 48.5公分、體

重 2460 公克，現在已經三個多月大了。在媽

媽「無限暢飲」的政策下，從一個瘦瘦小小的

小荳子現在變成白白胖胖的可愛baby，每天吃

飽睡、睡飽吃，偶爾咿咿呀呀，是全家的開心

泉源。佳妤的誕生受到眾人祝福，我們衷心感

謝。期盼這個小天使平安健康長大、一生幸福

快樂。

蔡妍芳小姐喜獲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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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意見回覆

問：最近有很多新書顯示已上架，然而這些新

書所在位置都是顯示在理分館，但理分館

裡並沒有，可否問一下是不是應該在本部

而顯示錯誤呢？例如《九把刀的臥底》顯

示在理分館，然而理分館根本沒有 857.83

這個書櫃，請問到底是怎樣呢？

答：同學好，由於小說類圖書成長快速，公館

分館早已將 850至 859類號圖書轉移至七

樓近電算中心的牆邊矮櫃陳列，並於高書

架原放置處以標籤說明。另外，分館曾於

10 月中舉辦「逛逛 Page One，大家來選

書」活動，所選新書約 250本剛到館，該

批新書參與活動同學有優先借閱權，因

此，以預約圖書方式保留一週，所提「臥

底」一書恰為其中之一，現已為當時選書

同學借出，待歸還後，您即可借閱。

（公館圖書分館）

問：在 92 年時辦了校友證如今已經不需使用

了能否無利息退回當年繳的保證金 2000

元？又需具備哪些證件到哪裡可辦理？

答：請持本館核發之借書證於退證時間（週一

至五 8:30-11:30 13:30- 6:30），親自至總

館借還書出納台辦理退證，繳清圖書與罰

款後，得無息領回保證金貳仟元。或請詳

見網站「服務／圖書流通服務／讀者辦

（退）證／退證」（http://www.lib.ntnu.

edu.tw/libweb/service/bcs2.php）說明。

（典閱組）

問：圖書館網頁上的全文電子期刊與電子資源

有什麼不一樣，能不能整合在一起供查

詢？

答：本館網站「電子資源」內容包含電子期刊

系統與資料庫、電子書及其他網路資源

等，目前可選擇“關鍵字”、“名稱開

頭”、“多欄位混合”等查詢方式；

NTNU-EJS（Electronic Journal Service）

本校全文電子期刊查詢系統（http:/

/140.122.97.200/webacc/account.asp? num=

ntnuejs）所收錄者為本校所採購之資料庫

內個別單本電子期刊，與電子資源包含內

容不同，故無法整合一處以供查詢。如果

仍有疑惑，請於週一至五上班時間（8:

30-12:00 13:30-17:00）來電總館期刊組

02-23939740 # 605詢問。（期刊組）

問：三樓的空中英語教室文摘（有時連 advan-

ced 一起）為何每月底一進雜誌就經常不

見？找遍三樓書車也都沒有，很難想像它

到底去了哪裡。能不能請圖書館制止少數

讀者這樣的惡意行為？不然對其他人而言

這本雜誌跟沒有差不多。

答：您所反映的“空中英語教室文摘”和

“Advanced彭蒙惠英語”都是同學閱讀率

極高的期刊，也由於如此該兩種期刊經常

不在架上，歸納以往經驗有可能是當時正

好有其他讀者正在使用，建議您可至三樓

閱覽桌或影印機旁之書車上瀏覽。此外也

有可能是讀者不小心將期刊歸錯架位，針

對上述情形本館每天皆有工讀生定期進行

讀架以儘量維護期刊館藏之完整性與正確

性。誠如所言由於本館期刊係採開架方式

提供服務，因此相當需要讀者全力配合，

發揮自律精神始能減少歸錯架位之困擾。

謝謝您提供建言，本館定當持續努力同時

也歡迎您繼續使用本館資源，若仍有疑問

歡迎於週一至五上班時間（8:30-12: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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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7:00）洽詢館員（電話：02-23939740

#302）（期刊組）

問：致：師大圖書館「機構典藏」相關負責

人，您好！我是世新大學圖書館學術典藏

計劃（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小組的助

理。目前，世新正在籌備要設立本校的

「學術典藏庫」，因從老師處聽聞台灣師

大也已經開始著手機構典藏的計劃，可是

在師大圖書館一直找不到相關網頁，我所

指的「機構典藏」資料庫，是以收藏大學

本體學術產出的學術典藏庫，不是以特定

主題或地方特色為主。因此，才冒昧寫信

前來一問，請問師大的「機構典藏」資料

庫是否已經設立？若有，請問是否方便瀏

覽？在網路上找到的大學「機構典藏」資

料庫也很少，目前僅知崑山科技大學及逢

甲大學已設立並且公告，若師大知道有其

他大學已設立，也盼能告知。希望沒有造

成太大的困擾，謝謝 >_<！感激不盡！謝

謝！祝 安康。

答：本館計劃成立本校出版之學術期刊之資料

庫，主要由期刊組負責，目前正在徵求授

權的階段。連同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應

均可視為機構典藏之內容。未來並將擴充

到其他類型資料，例如本校善本書之數位

掃描建置工作，由典閱組負責，第一階段

以掃描為主，目前已完成 21種 200餘冊，

2 萬餘頁掃描；蒐集本校名師之畫作與學

術特藏，由推廣服務組負責，預計建置畫

庫與特藏室加以妥善典藏。上述工作均積

極進行中，故尚未建置有關資料庫，謹此

說明。若需討論，請您於週一至五上班時

間（8:30-12:00 13:30-17:00）直接電洽：

23939740#301，謝謝！（期刊組）

問：學生長久以來在地下普通閱覽室覺得環境

甚佳，很希望白天也能夠開放自習，想與

師長們討論能否實施。謝謝！

答：本館建築在規劃設計之初，地下室主要為

「國際會議廳」，目前晚間所使用之閱覽

空間，係為配合會議需用場地，為順應讀

者自習需求並充分運用空間，地下室日久

自然權宜擴展為「普通閱覽室」。本校在

部分教育經費自籌政策實施後，要求本館

國際會議廳場地須提供借用以期挹注學校

經費，為求配合學校政策並使自籌經費與

服務讀者二者間得以兼顧兩全其美，本館

於 92 年 1 月 2 日起調整普通閱覽室開放

時間為：每日晚間六時至十二時，僅限本

校師生使用；同一空間以“時段區隔”場

地借用（日間）與讀者閱覽（晚間），各

盡所能各取所需而不相妨。由於目前地下

室日間為國際會議廳之使用場地，因此礙

難提供開放自習。上述說明，敬請理解配

合。謝謝！（典閱組）

問：請教 ED....是代表什麼意思？在網路上找

到一筆 ED450068資料，想知道本校圖書

館是否有館藏該如何知道?感謝！

答：ED為美國教育資源資訊中心 ERIC（Edu-

cational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資料

庫 中 有 關“教 育 文 獻”（Educational

Document）之簡稱代號，本館 ED 資料

（ED 010000-483046）均依編號排列，目

前典藏於總館三樓東側微縮資料室。經查

所 詢 資 料 ED450068--PERFORMING

WITH UNDERSTANDING:THE CHAL-

LENGEOF THE NATIONAL STAN-

DARDS FOR MUSIC EDUCATION，計

204 頁（3 微縮單片），歡迎於開放時間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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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五 8:10-12:00 13:30-17:00）前往

微縮資料室調閱利用。謝謝！

（系統資訊組）

問：我是本校圖書資訊所暑期班的學生，想要

申請可以在家連上師大的資料庫查詢資

料，不知申請的方式為何？可否直接線上

申請？如不行，需要準備任何相關資料到

現場辦理，煩請告知。謝謝！

非常感謝回信，想再請問關於“電算中心

核發之有效”完整“電子郵件帳號與正確

密碼，通過認證機制連線使用”，這部份

是開學一開始即設定好的，還是要自行去

申請，因為不知這 mail的密碼。謝謝！

答： 1.“校外連線”設定，詳見本館網頁說

明，（http://www.lib.ntnu.edu.tw/libweb

/qlink/rpa_setting.php）;

2. 請以本校電算中心核發之有效“完整”

電子郵件帳號與正確密碼，通過認證機

制連線使用。

3. 非透過本校電算中心撥接之校外連線部

分資料庫，詳見網頁，（http://140.122.

97.200/webinv/email.html）。

上述說明，敬請參考。如果仍有問題，歡

迎於開放時間（http://www.lib.ntnu.edu.tw/

libweb/service/ot.php）面 洽 或 電 詢

（02-23939740轉 202）總館 2樓參考諮詢

台。另有關本校電子郵件帳號申請問題，

請逕洽權責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謝謝！

（推廣服務組）

問：本人在貴圖書館網站想下載，運休在職所

的考古題，但是貴圖書館的檔案好像故障

無法開啟或下載不知是否可以提供電子檔?

感謝（96/1/21 22:10）

答：本校運動與休閒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考

古題，係連結自進修推廣部，經查該所目

前提供的試題為：

91年為 jpg檔，一般網頁均可讀取；92-94

年為 tif檔，須有影像處理軟體方可讀取；

95年為 pdf檔，須有Adobe閱讀軟體方可

讀取。如果仍有問題或提供電子檔，請逕

洽權責單位進修推廣部。謝謝！

（推廣服務組）

問：全文電子期刊裡沒有 Language Teaching，

但是館藏有此 journal。不是紙本期刊就會

附贈電子期刊嗎？另外，根據搜尋的結

果，TESOL QUARTERLY，也是如此，

它是有看到目錄但是沒有全文。謝謝！

答：1. Language Teaching因出版社網頁先前僅

公告：Print+Online，Onlie Only2 種價

格，致誤以為本校 2007 年訂購為紙本

附加電子版，經再次向代理商確認查詢

本校訂購紀錄，此期刊 2007 年出版社

實際訂定 3 種價格：Print Only ; Onlie

Only; Print+Online，由於本校英語系僅

訂購紙本（Print Only）故此期刊 2007

年仍無法提供全文。特此說明，敬請諒

解。

2. TESOL Quarterly 由館藏查詢中的連結

或經由本館全文電子期刊查詢系統連

結，指引的網頁均是：

http://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

tesol/tq;jsessionid=1140ug6lsmj7v.victori

此網頁所列之各卷期均可連結全文

（PDF）。請您重試確認。如果仍有問

題，請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8:30-12:00

13:30-17:00）電 洽 本 組（23939740#

606），以利即時處理，謝謝。（期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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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附費使用部分）校

外連線是否可以開放？

學校訂閱的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付費使用的部分去年七月以前可以透過校

外連線，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取消了？可以

請圖書館再次開放使用嗎？（如果是中研

院方面的問題，還請圖書館代為敦請）這

個資料庫對歷史系學生來說很重要，收集

的全文書目也逐漸在擴充當中，數量和質

量也很可觀，希望圖書館能夠再次開放校

外連線使用。謝謝。

答：中央研究院漢籍文獻資料庫，其中付費使

用的“漢籍全文資料庫”與“清實錄”部

分，經本組測試僅限學校 IP範圍內使用，

目前校外無法連線進入。經向中研院計算

中心詢問，其表示該院與各校簽訂之授權

合約未包含校外連線部分，故全面關閉透

過代理伺服器使用之管道。惟考量各校師

生利用之便利性，該中心已請該院史語

所、近史所等資料庫製作單位，針對是否

開放校外連線使用事宜，儘速開會討論。

謝謝您的建議。（推廣服務組）

問：有關學校電子行政雙月刊後續處理為何？

因為很想下載來看，無奈網頁已經移除

了。

答：本館為兼顧學術研究之需求及出版單位之

智慧財產權，已獲得該刊出版單位同意，

採用「限定於本校校園網路內之全文瀏覽

與下載」措施，提供本館讀者線上瀏覽及

下載服務。因此，原本「學校行政雙月

刊」網 頁（http://www.lib.ntnu.edu.tw/

schoolad.htm）仍保留於本館網頁並未移

除。您可於本館網頁之「館藏查詢／本館

館藏目錄／書刊名」輸入“學校行政”，

即可連結全文網址。此外，本館亦增設

「電子資源／其他網路資源／教育資源網

站／教育電子期刊」（http://www.lib.ntnu.

edu.tw/Education/eej.html）連結途徑，亦

可提供全文連結。歡迎善加利用，並請配

合上述使用規定。（期刊組）

問：發現本來從圖書館這邊可以直接連線並且

下載論文全文的大陸【中國期刊全文資料

庫】--CNKI 系列資料庫—從去年底 12

月開始有了新的平台，是 http://155.csis.

com.tw/kns50/（中國知網--CNKI系列數據

庫），而且裡面可以查得到的大陸期刊論

文資料筆數比原來多好多，內容超級豐

富，可是這邊卻上不去，得輸入不曉得哪

裡才能取得的帳號跟密碼才行，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嗎？對不起，修正一下剛才提出

的問題，講清楚一點，我的意思是說【中

國知網--CNKI系列數據庫】上得去，也查

得到文章標題，只是不能下載全文，是還

沒有取得授權嗎？（WEB， 96/1/26）

答：由於您所查詢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列數據庫（http://155.csis.com.tw），包

含的資料庫為「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九

大專輯）」及「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

庫」，本館僅採購「中國期刊全文數據

庫」裡的文史哲及教育與社科兩專輯，因

此未採購的部分僅能查得書目資料而無法

下載全文。建議若要獲得全文，仍請利用

本館所提供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

/cnki.csis.com.tw/）查詢。 （期刊組）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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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738.021 741

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 : 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陶瓷與中

外貿易 = China westward :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guide : Chinese porcelain and east-west maritime trade,

12th to 15th C / 鄭培凱主編.-- 初版.-- 香港 : 中華書局,

2005[民 94].-- 388 面 ; 26 公分.-ISBN 9628885499（平

裝）: HK$118

本書匯集 12 至 15

世紀中國陶瓷與中貿易

相關研究資料，共收中

文條目約 4,000 多條，

西文條目約 1,100 多

條；所收條目按內容分

為七類，分別為陶瓷考

古發現、陶瓷研究、陶

瓷外銷、東南亞的中國

陶瓷、水下考古學、航海及海外貿易史和古陶

瓷科學測定。每類首項為總論，收錄研究方法

和背景資料的條目；次項按省區或城市分類，

難以分類的則歸入『其他』一項。其中，水下

考古學並不包括水下考古法規及文物保護等條

目。當提及某國某地的水下考古發現，一併歸

入“水下考古發現”。條目登錄順序依次為條

目編號、出版年份、著者或編者、論文題目、

期刊或專書名稱、卷次、頁次。以上述內容分

類編排，同類文章以出版年份先後排列。凡已

列入上述五類中之任何一類的條目，則不再在

其餘任何類別中重列。有些題目相同的文章載

於兩本或以上的書刊中，均一併收入供讀者參

考。英文條目與中文條目的分類方法相同。遇

有著者姓名的繁簡字不確定者，如肖或蕭，均

一概按原出版物所使用字為準。

書末附收藏中國古陶瓷的博物館等相關機

構的簡介、書籍名稱、期刊名稱及作者索引以

供參考。

R 371.2003 En36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

tion / Fenwick W. English, editor.--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c2006.-- 2 v. : ill. ; 29 cm.-ISBN

0761930876（set）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Leader-

ship And Administration

presents the most recent

theories, research, ter-

minologies, concepts,

ideas and histories on

educational leader-

ship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as taught in prep-

aration programs and practiced in school and col-

lege today. With more than 600 entries, written by

more than 200 professors, graduate students, prac-

titioners, and association officials. The two volu-

mes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represent the most compre-

hensive knowledge base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at has, as yet, been

comp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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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大 事 記

九十五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 9:40～10:00，馬來西亞吉隆坡華文

中學校長教育考察團一行 34 人，蒞臨本館參

觀。

十一月二十二日

本校郭校長義雄敦聘本館張館長國恩即日

起擔任本校副校長，仍兼館長職。

上午10:00～12:00，本館辦理「師大校史

與建築」系列演講第三場活動，主題為國立師

範大學時期，邀請國文系林礽乾教授主講。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屏東教育大學承辦「師範校院圖書資源整

合計畫」工作研討會，本館張館長國恩專題演

講「從Web2.0到Library2.0」，郭秘書美蘭、

張主任秀琴、陳組長敏珍、洪組長世昌等各項

子計畫負責人同時出席會議。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午 11:30，於總圖書館八樓會議室，進

行「美的視界」攝影比賽作品評審，是項活動

乃以圖書館建築與服務為背景之攝影比賽。

十二月一日

下午6:30，張館長國恩主辦四校館長聯席

活動，台大項潔館長、政大劉館長軒、交大柯

副館長皓仁、台大陳光華老師參與盛會，地點

●

●

●

●

●

為內湖伍角船板餐廳。

十二月七日

上午10:10～11:4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

由巨匠公司拍攝「圖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

課程，由本館同仁主講。

十二月十一日

下午 2:30～3:00，於總圖書館一樓大廳舉

行「美的視界」攝影比賽頒獎，由郭校長義雄

頒給優勝作者，同時展出得獎作品。

下午 3:00～5:00，於綜合大樓二樓展覽廳

舉辦本校校職員工慶生會，本館郭秘書美蘭代

表職員同仁切蛋糕以及致謝詞。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 2:00～3:3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由

巨匠公司拍攝「圖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課

程，由本館同仁主講。

十二月十四日

上午 10:10～下午 4:40，於總館八樓會議

室，由巨匠公司拍攝「圖書館利用教育」數位

學習課程，由本館同仁主講。

十二月十八日

下午 3: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本館 95

年度考績。

十二月十九日

上午 10:00~12:00，廣州畫會書畫聯展開

●

●

●

●

●

●

九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九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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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活動，10:00 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專題演

講；11:30 於一樓大廳舉行開幕茶會，由張館

長國恩主持。

九十六年

一月三日

下午2:00，於國文系會議室召開「師大經

典 100」閱讀推廣說明會，由本館張館長國

恩、郭秘書美蘭、陳組長敏珍、洪組長世昌，

與國文系師長共同討論推展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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