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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岸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發展與合作 」

石升討會紀要

「兩岸浦華大學圖書館的發展與合作」研討會於民國 84 年 8 月 14 日於北京
清華大學圖書館召開 。 本館參加本研討會成員有董主祕傳義 、 林館長則孟 ｀ 呂淑
媚 、 吳淑芬、陳美雲 、 趙鳳珠共六人，另有隨行眷屬三人 。 以下爲本次研討會紀
要：
1. 8 月 13 日晚上抵達北京清華大學
2. 8 月 14 日於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召

開「兩岸浦華大學圖書館的發展與合
作」研討會 。 兩岸淯華大學圖書館分
別就圖書館的現況與未來 、 圖書館自
動化與網路系統，以及讀者服務等發 . ,�,,,, 
表專題報告 。 並就館際合作事宜進行!-..一- I �1: 辶
意見交流 。 「兩岸清華大學區書館的發展與合作」研討會

3. 8月15日上午參觀北京淯華大學圖書館，並進行採購 、 期刊 、 讀者服務及
自動化等業務分組座談 。 下午參觀設置於北京清大之全國網控中心 。

4. 8 月 16 日上午參觀北京大學圖書館，下午參觀北京圖書館 。

5. 8 月 17 、 18 、 19日遊覽北京各地名勝：長城 、 明十三陵 、 頤和園及故宮等 。

6. 8月20日離開北京，前往長江三峽及參觀武漢大學圖書館 。

1"1"111'1"1 
... 本次研討會承北京湝華大

學圖書館前任館長朱文浩
敎授、現任館長劉桂林敎
授、北京大學館長林被甸
敎授 、 武漢大學圖書館沈
館長繼武，以及圖書館工
作人員的熱情招待及無微
不至的照顧，不僅讓此行
獲益良多，尤其在館際合
作方面也達成初步共識，
同時也感受到海峽對岸圖

兩岸清華大學國書館同仁合影 書館同道的親切友誼 。 本
館更希望能藉此次交流，搭起兩岸淯華大學圖書館的合作橋樑 ， 使兩校師生能更
方便迅速查詢及取得敎學研究所需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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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與網路資啤利用 」 （科號： IE3600) 

上課哮程表

林則孟館長

上課時間：週三 15:10 - 17:00 

上課地點：視聽中心5C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者 備 註
1. 09/20 1. 課程內容介紹 林館長

2. 圖書館的組織與功能 吳淑芬
3. 各類型圖書館及資料中心介紹

2. 09/27 1. 各類型資料介紹 吳淑芬
圖書 、 期刊 、 多媒體／視聽資料、學位論 呂淑媚
文 、 會議文獻 、 專利標準 、 技術報告及網

路資源等。
2. 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及視聽服務

a. 參考諮詢服務
b. 出納（借還書）服務
C. 資訊檢索服務
d. 利用推廣服務
e. 視聽服務

3. 10/04 Internet 介紹及使用 林彥君
1. Internet 基本功能一Telnet 、 Ftp 、 E-

mai 1 ...

2. Internet Navigator -Archie 、

Gopher 、 Wais 、 m ...

3. Internet Toolbox - Nslookup 、

Netfind 、 Finger ...

4. Internet 上的網路資源
4. 10/11 閶渭介紹及使用 林彥君

1. W\\咽基本概念 吳世宏
2. WWW 及 Browser的介紹及使用
3.IITML 介紹
4. 如何讀取閶咽上的聲音 、 動畫檔等
5. 如何製作 Hom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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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18 Internet 上M網路資源利用 林館長
I. m 網路資源蒐尋工具(Search 林彥君

tools)

2. W\\咽網路資源種類
3. m 網路資源利用
4.ffl 在清大圖書館的應用

6. 10/25光復節 停課一天
7. 11/01 資訊蒐尋及取得之步驟及流程 林館長 選 定 Tenn 

1. 研究主題／題目的選定 吳淑芬 project 

2. 各類型資料的蒐尋 題目
3. 原件的取得

8. 11/08 光碟資料庫的利用 黃淑香
1. 常用重要光碟資料庫介紹—SCI 、

COMPENDEX 、 Peterson's Gradline 、

Medi ine 、 DAO 等
2. 光碟資料庫的使用

9. 11/15運動會 停課一天 期中考 時間另定
10. 11/22 線上資料庫的利用 張雅玲 交Term project 

1. 國內外重要線上資料庫介紹-DIALOG 、 題目
STN 、 MEDLARS 、 OCLC 、 STICNET等

2. 線上資料庫的使用
11. 11/29 1. 線上書刊資料查詢系統(OPAC)的利用 簡丹桂

a. 清大圖書館書刊資料查詢系統(OPAC)

b. 國內外圖書館書刊資料査詢系統(OPAC)

2. 國內外館際合作査詢 、 借書及複印文庫服
務

a. 館際合作查詢服務
b. 國內外館際借書及複印服務
c. 文獻傳遞服務

3. 專題資訊選粹服務(SDI)

4. 指定參考書等服務
12. 12/06 Term project 相關問題討論 林館長

吳淑芬
13. 12/13 紙本式參考工具書的利用 張雅玲

1. 指引型工具書 黃淑香
2. 資料型工具書
3. 索引摘要工具書

14. 12/20 圖書館的技術服務一 簡港勤
書刊資料採訪及選擇 邱韻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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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三｀如何在圖書館借書
1. 只要拿著您的學生證即可前往總圖書館及各分館借書
2. 借書冊數及規則如下

（－） 參考書、珍藏圖書、指定參考書、畢業論文、期刊、報紙、縮影
片及展示中圖書等， 概不借出。

（二）借書冊數及期限：
1. 大學部： 10冊， 借期一個月。
2. 研究生、職技員工（含助理）： 20冊， 借期一個月；博士班同學

有兼課者，借期可爲一學期。
（三）期滿書籍，如無他人預借， 借期一個月者可續借三次、借期一

學期者可續一次；惟須於接到催還通知（有人預約）後二週內歸
還。借期爲一學期者， 借滿一個月之後， 有人預約即可催還。

（四）非出納時間內， 欲歸還所借圖書， 可逕投入設於圖書館門口之還
書箱內，惟其歸還記錄概以本館記錄爲準， 逾期圖書仍需補繳逾期
處理費。

（五）借書逾期罰款規定：
1. 每冊每逾一 日收取5元之逾期處理費。
2. 逾期滿一個月，逾期處理費不再累計，改以停止借書權二週。
3. 逾期滿二個月，改以停止借書權四週。
4. 以此類推，再逾期滿一個月 ， 再多停止借書權二週。

四、如果在書架上找不到書，怎麼辦
凡讀者在OPAC線上目錄査得某書是 「 仍在館內」狀態 ， 但在書架上卻找
不到該書。請依照下列程序處理：

l讀者請先至諮詢服務台詢問，由館員陪同尋找一次（因讀者可能對本館排
架方式不熟悉）；

2. 仍找不到時，請讀者至諮詢服務台塡具 「 下落不明書刊處理記錄表」 ， 並
請註明多少天內找到有效；

3由典藏組同仁在一星期內密集尋找五次，如果仍然找不到，由閱覽組負責
答覆讀者；

4. 後續之處理辦法爲：若爲中文圖書，則由典藏組彙整補購遺失圖書清單交
由採購組補購新書；若爲西文圖書，因其書價較高 ， 為慣重起見 ， 宜延長
尋找期限，確定找不到時，再依圖書資料類別，推薦給所系圖書委員或總
圖採購組 ， 經審核後，再決定是否補購。

五、如何影印資料
如果您想要影印圖書、期刊或報紙上的資料，可利用總館及各分館的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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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如下：
米總圖書館：

地下室舊報室：磁卡複印機一 部
二樓 205 室：磁卡複印機二部
三樓 308 室：磁卡複印機二部
四樓 405 室：複印機二部（專人服務，服務時間 8:00-11:50, 13:00-

16:50) 

四樓 408 室：磁卡複印機二部
五樓 508 室：磁卡複印機二部
六樓 608 室：磁卡複印機二部

米人社分館：
一樓書庫：磁卡複印機一部
二樓微縮複印室：複印機二部（專人服務，服務時間 8:00-11:50,13:00-

16:50) 

二樓借還書櫃台：磁卡複印機一部

使用磁卡複印機請先至總圖借還盡櫃台或四樓複印室，人社分館請至借還書櫃戸
或二樓微縮複印室購買磁卡。磁卡有一百元及兩百元兩種，每張磁卡用完以十兀
回收。

六、如何使用視聽中心
您只要持學生證前往視聽中心，即可使用以下三種基本服務：
1. 館外借閱：

本校讀者持學生證或敎職員證，可外借非期刊性質之雷射唱片與多媒體
光碟，每人二片，借期一週。
本校敎師或所系、單位，基於敎學需要，可外借媒體，每次最多五件
（含各種不同媒體），借期一週。

2. 館內借閱：
個別視聽室採隨到隨借方式，請出示學生證或敎職員證。

3. 團體視聽室：
採預借方式，在一個月前即可登記預借，請攜帶學生證或敎職員證至視
聽中心塡寫借用表格。

【服務報導】

閱覽紐

OCLC FirstSearch 歡迎鍶的加入

一丶OCL.C FirstSearch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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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是一提供資料庫檢索之機
構。其發展之FirstSearch乃針對使用者設計，操作界面簡單好用。使用者
可經由Internet査詢美國 OCLC約三千萬筆各種語文及類別的書刊資料，

並可查詢約15,000種西文期刊目次、以及四十多種各類型資料庫，亦可
線上要求複印資料。使用OCLCFirstSearch需支付檢索費用。

二丶FirstSearch檢索費用之支付
1. Fi rstSearch以檢索次數計費，每下一個檢索指令需支付新台幣約20-

30元。
2. 本館目前以最優惠價格買得五千個檢索次數（每個檢索次數約20

元）。
3. 本館爲推廣使用，檢索費用由本館支付一半，本校師生支付一半，亦即

每個檢索次數須支付10元。購買以卡片為單位，每張卡片有10個檢
索次數。

4. 洽總圖書館諮詢台及人社分館諮詢台購買

三丶連線方式：
l匱接telnet 132.174.100.5 (或fscat.oclc.org)。
2. 連上系統後，請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進行查詢。

四丶FirstSearch開放時間
每天約23小時，除下列時間外均開放：

星期 一 — 一 星期六 下午2:00 — 3:00
星期日 下午2:00 - 4:00 

五丶如何取得書刊資料原文
1. 直接在FirstSearch下訂購指令，以取得原文資料。

2. 洽總圖書館或其他分館諮詢台，經由國內外館際合作取得原文資料。

六丶有任何問題，請：
洽總圖參考諮詢台(tel:5204)或人社分館諮詢台(tel:4554)。

「教師指定參考書」書單請速繳回圖書館
「敎師指定參考書」書單已於84年6月中旬隨上期（二十二期）館訊發給各任

課敎師，請於九月底前塡妥後送交總圖書館閱覽組黃淑香小姐(TEL: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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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職員生可珣哪些圖書館借書

本校敎職員生可到下列 圖書館借書：
一、本校圖書館（含總館、人文社會學院圖書分館、數學圖書分館、物理圖書

分館及化學 圖書室）
借書規定依照「清華大學 圖書館閱覽及出納規則」 。

二、交通及中央大學圖書借書
本校敎職員生可持借書證（敎職員證或學生證）到交通及中央大學圖書館借
書。每人每次借書最多五冊，其他規定悉依對方圖書館借書規則 。

三、與本校圖書館簽訂館際借書協議之圖書館，如下列：
工研院化工所、材料所、機械所、電子所、能礦所、光電所、量測中心、院

本部圖書館
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圖書館
國家太空計劃室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圖書館
中原大學圖書館
中華工學院圖書館
元智工學院圖書館
新竹師院圖書館
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館
明新工專圖書館
親民工商專校圖書館
實驗中學圖書館
本校敎職員生 可憑本身借書證（敎職員證或學生證）至總館出納（借還書）櫃台

換取上述圖書館之借書證前往借書。借書規定悉依對方圖書館借書規則。

四、其他國內外圖書館
本校敎職員 生 如無法親自前往其他 圖書館借書，可至總館及各分館填寫館際

借書申請單，由圖書館代向其他國內外圖書館借書。

【新館藏巡禮】

視聽中心

錄影帶篇－馬上會英語．

「馬上會英語」 (VR008578~VR008617)共40卷錄影帶，由初級、中級到高級；英

文發音及字幕加上中文解說，敎學內容非常生活化，由淺入深，對於想增加英語

會話能力者，是一套很好的學習英語的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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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片刁蓋---WORD POWER FOR KIDS 

WordSrnart全套共十套(CMO O 14 2 8 ~CM O O 14 3 7) , 約收錄二萬個單字，透過五種不同
的學習單元，使用者可以很快習得單字發音、意義、使用方法、來源及造句等。
首五冊(Volume A~E)所提供的字彙約為美國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水準，若能熟習此
五冊，對有意出國進修深造的學生， 一定有很大幫助。

【圖書館公告】

圖書館各項服務咭問

清華大學總圖書館服務時間

1. 總圖書館
閉館日：春節假期（除夕～年初六）、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及投票日。

週一 ～週五 週 六 週 日 國訂假 日

閱覽服務 8:00,.....,23:00 8:00 ,....,, 17:00 8:00 ,..,_, 23:00 8:00 ,....., 17:00 

借還圖書 s: 30,.._,zo: 50 8:30 ,..._, 11:50 8:30 ,...._, 11:50 不提供服務

參考諮詢 8:30,....,11:50 8:30 ,..._, 11 :50 不提供服務 不提供服務
13:30,..._,16:50 

館內光碟檢索 8:30,.....,23:00 8:30 ,..._,17:00 8:30 ,....,23:00 8:30 ,..._,17:00 

（網路版光 碟檢索服務時間 爲二十四小時）

專人複印服務 8:00,..._,ll:50 8:00 ,__, 11:50 不提供專人 不提供專人
13:00"-"16:50 服務 服務

（磁卡複印 服務時間與開館 時間同）

2. 人社分館
閉館日：週日、所有國訂假日（春節假期爲除夕～年初六）、投票日。

週一 ～週五 週 六 週 日 國訂假日

閱覽服務 8:00,...._,22:00 8:00 ,..._, 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借還圖書 8:10,...._,21:50 8: 10 ,,....,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參考諮詢 8:30,-...,11 :50 8: 30 ,.....,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13:30,...._,16:50 

光碟檢索 8:30,.....,21:50 8:30 ,_,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專人複印 8:00,..._,11:50 8:00 ,.._, 11:50 不開放 不開放
服務 13:00,..._,16:50 

（磁卡複印 服務時間與開館時間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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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學分館
閉館日：週日、所有國訂假日（春節假期為除夕～年初六）、投票日。

週一～週五 週六 週 日 國訂假日
閱覽服務 8:00,-...,22:00 8: 00 ,..,._, 17: 00 不開放 不開放
借還圖書 8:00,.....,21:50 8:00 ,_, 11:50 不開放 不開放
參考諮詢 8:30,....,11 :50 8: 30 ,,..._,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13:30,..._,16:50 
光碟檢索 8:30,...,16:50 8: 30 ,__,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8: 00,.._, 11 : 50 8:00 ,..._, 11:50 不開放 不開放
複印服務 13:00,....,16:50 

4. 物理分館
閉館日：週日、所有國訂假日（春節假期為除夕～年初六）、投票日。

週一～週五 週六 週 日 國訂假日
閱覽服務 s: oo,__,zz: oo 8:00 ,._, 17:00 不開放 不開放
借還圖書 8:00,..._,21:00 8:00 ,.._,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參考諮詢 8:30,..._,ll:50 8: 30 ,..._,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13:30,....,16:50 
光碟檢索 8:30,...._,21:00 8: 30 ,..._, 11: 50 不開放 不開放

8:00,..._,11 :50 8:00 ,,..., 11:50 不開放 不開放
複印服務 13:00,,...,16:50 

5. 視聽中心媒體借閱服務時間
閉館日：週日、所有國訂假日（春節假期爲除夕～年初六）、投票日。

媒體借閱; !�;-�! 勺『 I 10盡二\1:00 I: 開晨 I 鬥二震日

6. 總圖、視聽中心及各圖書分館寒暑假開放時間略有調整。

「綱圖書館利用說明會」公告

1. 課程名稱：圖砉館資源利用入門

課程內容：館舍樓層配置及服務時間

館藏現況及排架方式

閱覽暨借閱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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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服務
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書刊推薦方式
讚者與圖書館溝通管道（服務電話、e-mai I丶OPAC上公佈

欄丶Netnews丶BBS丶館訊等）
光碟資料庫利用
線上資料庫利用
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霖時闢： 10月5日（星期四） 15:00 - 16:50 
主調人：楊瑞珠

2. 餜程名稱：圖書館書刊目錄查誨系統(CPAC)
霖程內容：館藏目錄查詢（圖書、期刊、視聽資料丶博碩士論文等）

西文期刊目次查詢
個人借閱狀況査詢
線上預約、續借
圖書館公佈攔、讀者意見留言
其他圖書館查詢系統
館內及館外查詢方式（含查詢軟體之取得與安裝）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諜時闢： 10月12日（星期四） 15:00 - 16:50 
主講人：簡丹桂

3. 諜程名稱：專利文獻及技術報告何處尋
諜程內容：利用各種書刊目錄查詢系統丶光碟資料庫、線上資料庫及

參考工具書等查詢
各項檢索服務收費標準
查詢方式（含査詢軟體之取得與安裝）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餜時閻： 10月19日（星期四） 15:00 - 16:50 
主講人：張雅玲

4. 霖程名稱： Internet上WWW網路資源利用
霖程內容：經由Internet上暉W (Word Wide Web , 全球資訊網）

查詢圖書館網路資源及相關資訊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諜時問： 10月24日（星期二） 15:00 - 16:50 
主講人：林彥君

5 .  餜程名稱：會議論文及學位論文何處尋
諜程內容：利用各種書刊目錄查詢系統丶光碟資料庫、線上資料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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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工具書等查詢
各項檢索服務收費標準
查詢方式（含查詢軟體之取得與安裝）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諜時間： 10月30日（星期一） 15:00 - 16:50 

主調人：楊瑞珠

6. 諜程名稱：光碟資料庫利用
諜程內容：總圖書館暨各分館現有中西文光碟資料庫介紹

重要光碟資料庫，如SCI丶COM'ENDEX、INSPEC丶DAO丶US
PATENT丶CCOD等使用介紹（含查詢、轉錄及印出資料）
館內及館外查詢方式（含光碟查詢軟體之取得與安裝）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諜時問： 11 月2日（星期四） 15:00 - 16:50 

主講人：黃淑香
7. 諜程名稱：科技工程類資料庫及參考工具書

諜程內容：科技工程類重要光碟資料庫，如SCI丶COM'ENDEX、INSPEC

國內外線上資料庫中有關科技工程類之資料庫
科技工程類重要索引摘要參考工具書
各項檢索服務收費標準
查詢方式（含查詢軟體之取得與安裝）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課時間： 11月9日（星期四） 15:00 - 16:50 

主講人：簡丹桂

8. 課程名稱：國內外線上資料庫利用
課程內容：經由Internet查詢國內外各種主題線上資料庫，如：

STICNET(科資中心科技網路）丶DIALOG(國際百科資料庫）
STN(美國科技網路）丶MEDLARS(美國醫學資料庫）丶OCLC

（美國OnI i ne Computer I i brary Center圖書館網路資料庫）
其他線上資料庫（如提供免費查詢之CARL System線上資料庫）

各項檢索服務收費標準
查詢方式（含STICNET查詢軟體之取得與安裝）

館藏尋找途徑及國內外館際互借及複印
上課時問： 11月16日（星期四） 15:00 - 16:50 

主講人：張雅玲

9. 諜程名稱：化學丶生物及醫學類資料庫及參考工具書
餜程內容：化學、生物及醫學類重要光碟資料庫，如CAS丶MEDLINE等

國內外線上資料庫中有關化學丶生物及醫學類之資料庫
化學、生物及醫學類重要索引摘要參考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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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圖二摟現期期刊閲畢請自行歸架

總圖書館二樓現期期刊画，即日起改採由讀者閱畢後自行歸架措施。請讀者們注
意，閱畢現期期刊後請按照期刊上的架號或順序（西文期刊照字母順序，中文期
刊照筆畫順序），自行歸架。相信在大家的配合之下，找不到期刊的情形勢必會
減少。

圖書館最新防竊措旋

圖書館最近屢有書刊被竊後從窗戶丟出去的情形發生，本館爲加強防竊措施，已
將總圖館內之窗戶加裝安全鎖。本館再次呼籲各位讀者請自重，如有發現偷竊情
事，將送請學務處或警察隊嚴厲議處。

【會議消息暨參觀訪問報導】

「 ASCA 亞洲科技合作臨會」學員參觀清華圖書館

由國科會科資中心帶領「ASCA亞洲科技合作協會」學員共二十人於84年9月

15日參觀本圖書館，本館除介紹圖書館自動化現況及發展外，也展示自動化系

統各模組功能及讀者服務現況。此次參觀活動的學員都來自亞洲各國，如菲律

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尼泊爾及越南等，由於上述國家的圖書館刻

正發展自動化及網路査詢資訊系統，因此對於本館的資訊系統有相當濃厚的興

趣，參觀活動自下午三點半至六點多才結束。

16 

「ASCA亞洲科技合作協會」
學員參觀國書館



靜宜大學貴賓及范濟醫院圖書館等同業耒訪

靜宜大學敎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等一行三十人於 84 年 9 月 14
日訪問本校暨圖書館。

慈濟醫院及聯合工專圖書館人員於 84年 8月 7 日參觀本館自動化系統。

圖書館手珊及圖書館簡介錄影帶出爐了

最新版(84 年版）圖書館手冊及圖書館簡介錄影帶已經出版。紙本的圖書館手冊

置放於總館及各分館出納（借還書）櫃台或參考諮詢台，歡迎索閱。

【附錄】

綱圖書館光碟資料庫簡介

光碟資料庫名稱 主 題

BIP PLUS (1995) 圖書出版資訊
BOOKBANK (1970-94) 全英圖書出版資訊
Bookshelf (不限年代） 英文文書（引文及寫作格式等）

* Boston Spa Conferences 大英圖書館蒐藏會議論文集
一一 (1987-95)

* Boston Spa Serials (不限年代） 大英圖書館蒐藏期刊目錄
* CAS -- (1987-91)

* COMPENDEX --(1986-95)

Compton's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Computer Se 1 ect (1995) 

DAO -- (1982-95) 

ERIC -- (1982-94) 

Flars in Hydrogen-Alpha 

Great Cities of the World 

Hope Net -- (1995) 

INSPEC -- (1989-94) 
* LISA -- (1969 -95)

Magill's Survey of Science

化學摘要索引（第12次彙編）

工程相關文獻摘要

多媒體百科全書（全文）

電腦期刊文獻及軟硬體最新報導

美、加、英大學博碩士論文摘要

敎育文獻摘要

太陽光的觀察記錄報告

世界名城、都市旅遊介紹

光碟軟體銀行資料庫

物理、電子、電機、電腦與控制文獻摘要

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文獻

地球科學，生命科學，物理科學， 應用科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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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mals (不限年代）
Masterplots II (不限年代）
Medi i ne -- (1966-95) 
MLA -- (1981-94)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NTIS -- (1983-93) 

*Peterson's Gradl ine 1995
* SCI -- (1980-95)
SSCI -- (1994)
Time Magazine (1990)
Time Table of History

Science & innovation 
U.S. Patent (1969-95) 
World Librarys Elec-

tronic Home Library 

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數據庫
(1989-92) 

中華博碩士論文
（收錄年代，著錄於後）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1979-94) 

中華博碩士論文收錄：

面的論文資料

多媒體動物百科
小說，非小說，戲劇和傳記參考資料
醫學文獻摘要
語言、文學書目資料庫
多媒體百科全書
各學科技術報告摘要

美、加大學研究所簡介
科技期刊文獻引用索引
社會科學文獻引文索引
Time雜誌（全文）
歷史紀事表－科學及改進

美國專利文獻摘要
全球重要文學著作

大陸科技期刊索引

台灣、香港大學、及美加地菡華人博碩碩士
論文摘要

中華民國臺灣地匿出版的一千一百多種學術
期刊之中外文論文

(1). 台灣 1960-92年博士論文索引摘要及1980-91碩士論文索引摘要。
(2). 香港 1982-88年4 所大學博碩士論文索引摘要。
(3). 中國大陸17所大學博碩士論文索引摘要。
(4). 美加地區1920-88年 377所大學中國人的博碩士論文索引摘要。

加註＊號的資料庫可經由校園網路査詢：
(})Boston Spa Conferences (簡稱BSC)
(2)Boston Spa Serials (簡稱BSS)
(3)CAS (1987-1991)
(4)COMPENDEX (1986,....,1995) 
(5)Peterson's Gradl ine (1995)
(6)SCI (1980,....,1994) 
(7)中華博碩士論文
(8)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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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圖書分館光碟資抖庫簫介

ARTS & HUMANITIES CIT. (A&HCI) 
-- 1980-Present 

Discovering Authors 
ECONLIT -- 1969-Present 
ERIC -- 1966-Present 
French BIP -- Current Year 

Gale's Literary Index 
German BIP -- Current Year 
Global BIP -- Current Year 
Historical Abstracts -- 1982-Present 
LLBA (Linguistics &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 -- 1973-1993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Database) -- 198 I-Present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The New York Times -- 1991-Present 
OED 
PAIS International -- 1972-Present 
Readers'Guide Abstracts -- 1983-1992.7 
Socio File -- 1974-Present 

SOCIAL SCIENCIES CIT. (SSCI) 
-- 1981-Present 

人文、藝術文獻引文索引

作家群像
經濟學文獻索引
敎育論文資料庫
法文出版圖書目錄
作家系列
德文出版圖書目錄
西文出版圖書目錄
歷史摘要資料庫
語言學與語言行爲摘要

全球語言文學資料庫

世界語言辭典
紐約時報全文資料庫
牛津英語大辭典光碟資料庫
國際公共事務資料庫
期刊文獻摘要資料庫

社會學資料庫
社會科學文獻引文索引

數學圖書分館光碟資抖庫簡介

CompactMATH: 
Compact Mathematics Library收錄的資料是期刊Zentralblatt fur 

Mathematik und ihre Grenzgebiete (Mathematics Abstracts) v.531-723, 
1985-1991及V.701-785, 1990-94兩張光碟。

二.MathSci Disc: 
收錄的資料是期刊Mathematical Review從第一卷第一 期起收錄的資料，

及期刊CurrentMathematical Publications上登錄過的資料， 共有四張，
分別是： 1. 1940-1979. 2. 1980-1987. 3. 1988-1992. 4. 199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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