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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傳義

爲了建立一價雙向管道， 將本綰各項作業利服務的資訊做最迅速、正確的報導，也提供一

個園地接受全校讀者的建議、指正與督促， 使本館眞正成爲清華人所共有、共享、共治的圖
書館， 籌畫經年的「館訊」終於利大家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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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訊每月出刊一期｛寒丶暑假期間三個月不出刊） 。內容共分五大類：
「館務小檔案」：定期公告本館各類主要數據資料， 如圖書經費丶館藏數量和服務統計等
「館務消息」：公佈各委員會的主要決議、與讀者相關的館務措施及修訂的閲覧規則等。
「服務報導」：介紹本館自動化動態、網路資料査詢、光碟撿索， 國內外餾際合作及一些

新增服務項目的説明等。
「意見交流道」：選刊部份讀者投書與本館答覆， 一 些較具爭議性間題的探討與溝通， 亦

歡迎讀者對館務提出建設性的批評與具體建議， 使本館參考採行。
「新館藏巡禮」：對新贖入書刊、光碟丶視聽媒體作筒要的介紹與推薦。

最後， 藉本館訊的出刊， 希望全校讀者更了解與愛護自己的圖書館， 使這一貫以「開放」
爲經營理念的圖書館， 服務品質能更趨完美，館務也更有制度與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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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賣的科技網路査詢

科技網路(STICNET)其實是一價由國科會
科資中心所提供的18種國內， 9種國外資訊
檢索系統。

資料庫的使用費由免賈至每分鐘32元不一
， 使用者需先向科資中心申請， 並自行安裝
模擬軟體， 透過學術網路或撥接數據即可連
線使用。

｀丶:� ·sa1年12月起， 凡才是本枚教詞及博士砸同
學均可直接向總圖參考諮詢(TEL:5204)申請
使用。資料庫使用費用及連線費用完全由研

發會統一支付， 讀者只需自行安裝模擬軟體
即可。

至82年元月底止， 已有近兩百位讀者申請
帳號， 無個人帳鹽之讀者亦可在上珽時間逕
洽圖書總（分）館。至於科技網路的棟索方法
， 圖書館亦於12月底舉辦了六次説明會， 指
導讀者各資料庫的撿索方法， 日後圖書綰亦
會隨時視情況舉辦説明會， 讀者自行邀集10

人以上， 亦可逕與總圖參考謚詢｛四皿i':5204, ---- "'..:_ ,; ..

E-Mail:ref@lib)約定時間，圖書館可派專
人向讀者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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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六樓成立新書薦購區

.,.;,-• .,�. /\:� 年度下學期本館將在六樓槔閼黷物心�-�「庸鵙之圖書，期刊均需爲國內外正式變行S

室外開鼱一新書蘆贖區。該薦贖區將陳列國 者，舉凡盜版、翻印者本館均不接受推薦
內各出版社目錄，並放置推薦箱，以便利讀
者推薦新書。同時該區之布告欄亦將佈置爲 4. 讀者推薦之一般性及綜合性資料，將由本
薦贖園地，做爲與讀者交流的管道。 館選書小緝審査後購買。

讀者推薦新書的方法如下：
1. 塤寫 薦購厚，並投入六樓的薦購箱或一樓

的意見箱中 或直接E-Mail至本館
(ref@lib), 但書目資料請塡寫詳細。

2. 本館在收到薦購資料後，將集中處理，並
將處理情況公佈在佈告欄內。

蘆贖需知
1. 本鰩歡迎本校教職員生薦贖圖書。

2. 本餾接受推薦之資料如下：
(1) 綜合性參考書(EX:字典丶手拇等）
(2)一般性圖書
(3) 一般性中西文期刊

s. 與各所系諜程相關之專業圖書丶期刊，需
由所系圖書委員認可，由所系鬮書經費下
支出，方予受理。若利用本館推薦箱薦購
專業圖書，請務必塡上所系、姓名丶及連
緒處，本館在整理之後，將會把書旱移送
各所系圖書委員審査。

6. 本館購書同一館藏地以一本爲原則。

7. 推薦圖書請詳列書名丶作者丶版次丶出版
者丶出版年等書目資料以利購買。

8. 推薦方法：詳塡薦贖單後，直接投入一樓
意見箱或六樓薦購箱中便可。

一一－一一－－ －－ －一分館流通連線作業－－一·一一一一·-

； 常到數學，物理分館借書的讀者請注意了 書珊馼將會合併計算；但另一方面，各分館；
:，2月份起，數學，物理分館的流通作業已 的圖書流通狀況讀者都可以隨時經由網路査！
i與總館主機連線，也就是説，您在各館的借 得，並作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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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什麼是「最新目次」服務？ • 陳淑梅

前言

在文獻閲讀上， － 佩研究人員經常因爲硏
究需要，回溯性閲讀某一主題的相關文獻（
包括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丶專利、技
術報告等等）。除此之外，也需要定期閲讀
與自已研究主題相關的各種最新文獻，以充
份跟得上學術的變展。

爲了掌握最新資訊，讀者通常採取：注意

出版訊息丶同行之間口頭傳播丶參加研討會
議丶定期閲讀相關期刊.. ,; • 等等。在這，爲
您介紹另一掌握新知的管道－－－－最新目次服

務。·

最新目次(CCOD)

CCOD(Current Content on Disk) 譯名：最
新目次磁碟版，主要收錄各學科重要期刊的
目次，及部份科技性圖書的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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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D以七種內容不同的版次發行： 書目資料，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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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及行爲科學(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3. 工程丶科技及應用科學(Engineering
Technology & Applied Science) 

*4. 物理及化學(Physical & Chemical

Science) 

5. 農業丶生物及環境科學{Agriculture,

Biology & Envirorunent Science)

6. 臨床醫學(Clinical Medicine)

7. 藝術及人文科學(Arts & Humanities)

每個版次包含了 700 到1300種的期刊， 目

前圖書館訂購前四種（即有＊號註記者）

CCOD的檢索

CCOD每週以磁碟出版，收錄最近期刊或最

新圖書的目次， 而且提供軟體，方便電腦檢

索， 議讀者在最快的時間內，檢索最新的相

關文獻。

在檢索上，讀者可以根據自已的特殊需求

檢索：

L以特定期刊刊名檢索： ｀

這也是大多歡研究人員的需求， 定期濯

覧特定期刊的最新目次。

2. 以特定關鍵字(Keyword)撿索：

査詢某一闕鍵字的最新研究結果。

3. 以作者撿索：

査詢某一大師級作者的新作。

4. 以住址檢索：

査詢某一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最新研究結
果。

從CCOD檢索到的每一篇文獻提供筒單的

Author J Tooley 

Title The Pink-Tank on the 

Education Reform Act 

Sourc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40:4(

Nov 1992)

Page(s) 335-349

TGA No. JY791 

Discipl. Education -· 

Document Article 

Language English 

Address J Tooley,Univ London,Inst 

Educ,Bedford Way,London Wl, 

痴gland

ISBN/ISSN 0007-1005

其中So.urce項提供文獻的出處一期刊名稱
巻期丶頁數， 而Address則提供文獻作者的

住址， 作爲讀者與作者進一步連緒的依據。

圖書館最新目次服務

圖書館將CCOD的資料庫及軟體置於總圖五

、樓光碟室， 開放讀者檢索使用；並且針對全

校老師丶硏究員及博士班同學， 提供代爲撿

索服務。讀者只要提供您有興趣閲讀的期刊

名稱或關鍵字， 圖書館將會每週定期代爲檢

索， 並將撿索結果以校園電子傳遞(E-Mail)

傳送給您， 議您在最快，最方便的環境下掌

握最新資訊。

未來， 圖書館希望能發展最新期刊目次線

上檢索系統，針對館藏期刊，在期刊到館時

，將目次放入資料庫， 開放提供給每一位讀

者線上檢索o如果您有任何意見或建議，酞 －
迎E-Mail至ref@lib, 或將意見投擲至圖書－

館意見箱， 圖書館將列入系統發展的考慮，

議每位讀者快速、方便地掌握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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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藏巡禮）

新訂中文期刊簡介 阮士容

刊名 刊期 出版者 起訂日期 館藏地

L大陸經貿投資月報《月 刊 故鄉出版公司 82.1 總圖》
提供最新大陸市場與行情、臺商投資動態、大陸政策與法規、大陸的房地産
與股票等趨勢報告。

2. 中國文化月刊 《月 刊 東海大學中國文化月刊社82.1 總圖》
以發揚中國文化思想， 並促進中國文化之世界化與現代化爲目的的學術性及
大衆性的刊物。

. 3. 化工資訊 ． 《月 刊 工研院化工所 82.1 總圖》
以提供化工方面的資訊爲主， 包括產業透析、市場研究、技術專欄、經營策
略及專利等專欄報導。

4. 交流 《雙月刊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82.1 總圖》
報導海峽兩岸的藝文活動、相關法規及放遊資訊等的綜合性刊物。

s. 表演藝術 《月 刊 國家劇院及音樂廳 81.11 總圖》
介紹該出版月份即將在國內演出的表演活動， 並且評論已演出的表演活動
， 並兼論樂器、音樂家及各種藝術的專題報導。

6. 典藏藝術 《月 刊 該雜誌社 81.8 總圖》

報導現今政經文化發展中的各種藝術資訊， 包括：企業與藝術、政策與藝術
丶藝術家專輯、華人之光、華夏釆微、藝術市場等。

L留學情報 《季 刊 該雜誌社 81.3 總圖》
國外語言學校、大學、研究所的簡介， 留學前的準備工作以及留學生活面面
觀等， 以供預備留學的莘莘學子參考。

趴新視界 《月 刊 元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82.1 總圖》

印前作業、桌上排版系紘、電腦繪圖與設計及電腦多媒體等相關主題的專論
性刊物。

-.- . 9 •. 傳鎗世紀-... .."r"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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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地報導經營傳銷事業必鏞的知識與方法， 是 一從經營丶環境、情報、

生活等各角度報導傳銷的風貌及遠景的專論性刊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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