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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ジア研究と学術情報の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 

濱 下 武 志（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教授） 

はじめにーー 歴史研究の現在

 
1.アジア研究の歴史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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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域研究・海域研究の視点からのアジア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の再検討 

 
3.ケーススタディの終焉――方法（ディシプリ
ン）・フィールド・史料の相互比較化、ネットワー
ク化、空間化 

おわり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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ベトナムの出版事情および統計にみる国外の著作動向

はじめに

出版数

Nha xuât ban

Thông kê Niên giam thông

kê

出版法と出版社

n m nganh xuât ban - in - 

phat hanh sach Viêt Nam 

図1 ベトナムにおける図書出版件数の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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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２ 奥付の記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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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傾向

Nha xuât ban

V n hoc

民間資本

著作権と海賊版

販売取次会社および輸出入

Nha xuât ban Chinh tri Quôc gia - S  thât

Nha xuât ban Giao duc

Xunhasaba

Savina
C*dimex Hanoi Book Distribution Company Fahasa

Xunhasaba
Xunhasaba

書店

Niên giam iên

thoai va nh ng trang vang TP. Ha Nôi 2004

Niên giam iên thoai

nh ng trang vang va nh ng trang tr ng TP. Hô Chi Minh 2004

Fa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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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におけるベトナム関係出版物

Vietnam
ISI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Vietnam

AHCI

図３　ベトナム関係の日本語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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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４　ベトナム関係の英語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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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cholas Martland “Book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 
in Vietnam” Logos 12(1) 2001, p29-32 

(2) “Will you miss Saigon?” Bookseller (5109) 2004.1.2, 
p22-23 

(3)

(4) ABD 33(3) 2003, p14 
(5) “Chinese books all the rage” Vietnam News 2003.6.2 

(http://vietnamnews.vnagency.com.vn/) 
(6) 1994

419( 469) 2000.9, p124-130 
(7) ABD 27(4) 1997, p11 
(8) /

10(3)( 102) 2004.3, p16-17 
(9) “ ê Luât Xuât ban th c s  phu hop v i tinh hinh m i (

)” Xuât ban Viêt Nam 8(1)(79) 
2004, p8-9  
“Trinh Chinh phu d  an Luât Xuât ban s a ôi (

)” Xuât ban Viêt Nam 8(3)(81) 2004, p2 
(10)

24(3) 1996.3, p241-248 

39(458) 1999.5, p62-
64

(11) ABD 34(1) 2003, p16 
(12) 44(516) 2004.4, P62 
(13)

Xunhasaba Công ty xuât nhâp khâu

sach bao Savina Tông 
công ty phat hanh sach Viêt Nam

(14) 2004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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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着参考図書目録（2004.2～2004.4） 

 
中国 

中国語の部 
 

中国汽车工业企事业单位大全. 2002 版 / 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 中汽华轮公司， 中国汽车报社编. -- 

北京 ： 人民交通出版社，

 ; 
D4-C39

香港企业 10000 家名录 = Directory of 10000 Hong 
Kong Enterprises. 2002 年版 / 中国技术监督情报

研究所编. -- 北京 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D4-C41

北京办公宝典. 2002-2003 版 / 北京办公宝典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北京红卷广告有限公司编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2002. -- 1152p ; 29cm

D4-C44 

崛起中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环保产业 中国环保企业

概况全集 企业篇 北京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D4-C45

电力企事业单位及设备信息名录 2001-2002 / 中
国电机工程学会, 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编.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D4-C46 

中国紧固件制造业厂商名录 机械工业出版社《名录》

编辑部,中国机械基础件成套技术公司编. -- 2 版.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D4-C47 

中国航空工业要览 = Survey of Chinese Aviation 
Industry. 2002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D4-C48 

中国印刷行业博览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编 北

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冊

付属資料 枚

D4-C49 

2000 全国旅行社名录 Travel services in China.
国内社分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编. 北

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D4-C50

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外国 地区 企业驻京代表机构名

录 2000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 北京

工商出版社

D4-C51

最新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通讯大全 2001年版 /

本书编辑部[编]. -- 北京 :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1.8. -- 570p ; 28cm 

ISBN: 7508307062 D4-C52

中国电子厂商名录 2001-2002 第 11 版 = Directory 
of China Electronics Industry 信息产业部电子科

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市鑫海威信息中心编. 北京 电

子工业出版社

D4-C53

中国冶金企事业名录 2000 年版 《中国冶金企事

业名录(2000 年版)》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 冶金

工业出版社 図版 枚

D4-C54 

2001 中国投资发展报告 推进成长中的风险投资

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研究所[编]. 上海 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

DF174-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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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建筑企业 2001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司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DT663-C2

大学概览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 北京 高等

教育出版社

F4-C7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纵览 潘慧斌 张冠增编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図版

枚

F4-C8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概况 台湾地

区的高等院校

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职业技术

类高校

大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 : 90 學年度 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編 臺北 教育部高教司

冊 高教叢書 須知類

F4-C9

國民中小學校基本統計 : 鄉鎮市區別. 89 學年度
教育部統計處編印 台北 教育部

FB54-C98 

2002 香港全境多功能街道圖  = 2002 Hong Kong 
City Guide 萬里編圖組編繪 香港 萬里機

構 ５

付属資料 全港專利巴士專線

小巴服務便覽

付属資料 枚

G72-C50

中国民族指南 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编著 第

版 北 京 海 洋 出 版 社

G131-C229
文化艺术 风俗习惯 宗教

信仰 自治地方 民族法规

上海圖書舘舘藏家譜提要 上海圖書館編 王鶴鳴

馬遠良 王世偉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ISBN: GE2-C141

新世纪中国市县全览 牛汝辰主编 北京 人民

日报出版社

GE11-C26
政区概况 沿革由来

名人大事 经济特点 旅游资源

政区概况

行政区 顺

中国人名异称大辞典 / 尚恒元, 孙安邦主编. -- 太

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冊

GE12-C78 
综合卷 检索卷 综合

卷」

检索卷

歴代名人年譜 / (清)吴荣光著 ; 李宗颢补遗 ; 林

梓宗点校.--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11. 

-- 5, 1, 621p ; 27cm

GE12-C79 

歴代名人生卒録 清 錢保塘编 北京 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 .

GE12-C80 
『歴代名人生卒録８巻』

20 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 朱宝樑编著 修订版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

GE12-C81 

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 / 楊廷福, 楊同甫編. -- 増

補本 -- 上海 : 上海古 --

GE12-C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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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辭典 / 邱樹森主編. --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

社, 2002.11. -- 5, 142, 1206p, 図版 3枚 ; 27cm 

GE285-C40

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 / 陽海清[ ]編. -- 武

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02.10 -- 4,1,772p ; 

27cm

ISBN: 7216034775 KK11-C8

两万汉字中日韩越英俄读音释义字典 弐万漢字の
中・日・韓・越・英・露の発音と釈義辞典 = 

 = 

= 
Chinese-Japanese-Korean-Vietnamese-English-
Russian phonogramic and glossarial dictionary 
for 20000 Chinese characters(hanzi) = Кита
й с к о -Японско-
Корей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 Ангп
иско-Русский произносите
пьный и топковатепьный 
споварь для 20000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пифоь(ханцзы) / 邓应烈编
著 . -- 上 海 :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2002.5. -- 

34,1,1531p ; 27cm 

ISBN: 7532609588 KK12-C204 

汉哈尼词典 = Pyulniuldoq Haqniqdoq Ciiqdiei
戴庆厦[ ]编著. -- 昆明 :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11. -- 52,851p ; 21cm

ISBN: 7536720815 KK41-C25

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 / 王重民,楊殿珣編. -- 北

京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 -- 2,1224p ;

29cm

北平圖書館 年刊 影印

ISBN: 750132073X KK61-C53 

中国当代诗词艺术家大辞典 霍松林主编著. -- 郑

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4. 2 ; 27cm

ISBN: 7534820383 KK62-C87 

臺灣文學作家年表與作品總録 : 1945-2000 / 國家
圖書館參考組編輯 . -- 臺北  : 國家圖書館 ,

2000.12 -- 21,1118p ; 27cm. -- (國家圖書館叢刊.

文學參考類. ; )

ISBN: 9576783119 KK62-C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目录及信息总汇. 2002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编. -- 北京 : 中国标准出版

社, 2002.3. -- 6, 1038p, 図版 48枚 ; 30cm  

ISBN: 7506626322 M361-C5 
国家标准专业分类目录

被代替国家标准与对应标准的对照目录

被废止的国家标准目录 国家标准修改，

更正，勘误通知

中国标准

文献分类法

图解英汉汽车技术词典 / 王锦兪,闽思鹏编 -- 北

京  : 機械工業出版社 , 2002.1.  21, 563p ; 

21cm

ISBN: 71110995812 NC2-C10

中国珍稀濒危动物植物辞典 / 戚康标等主编. -- 广

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9. -- 19, 972p,図版

16枚 ; 21cm 

ISBN: 218037615 RA2-C8 

动物篇 植物篇

拼音 术语解释 笔画

索引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 /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 张芳, 王思明主编. 北

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3. -- 2,3,366p ; 

27cm. --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ISBN 7501311897 RB1-C5 

正编 副编

正编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

副编 农业

古籍目录 中国台湾省收藏的中国农业古籍目

录 日本收藏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 美国收藏的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

综合性 时令占候 农田水利 蚕桑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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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药名与別名手册 谢宗万主编.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SD2-C15 

中国传媒概览 / 汤李樑主编.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

版社 UC4-C1 

全国图书发行单位名录. 2003  / 新闻出版总署
出版物发行管理司编.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UE4-C6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 = China statistical 
data collec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新

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编. -- 北京 : 中国劳动社会保

障出版社

UE21-C41 

臺闽地區圖書館曁資料單位名録. 中華民國 90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 -- 臺北 :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01.10. -- 

UL65-C27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本 : 第 4 版 / 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UL653-C21

同书异名汇录 杜信孚 王剑编著. 京 : 江

苏古籍出版社,
UM2-C11 

同书异名通检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报纸名录 / 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管理司, 中

国出版杂志社编. -- 北京 : 中国 ISBN中心 .

UP15-C29 

「校

报

中国期刊名录 / 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中国

出版杂志社编. 北京 : 中国 ISBN 中心,

UP15-C30 

中國叢書綜録續編 / 施廷鏞編撰. -- 北京 : 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 2003.3. -- 8, 45, 11, 941p ; 27cm 

UP52-C21 
『中國叢書綜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刊

叢書備考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舘古籍善本書録 香港中文大學

圖書館系統編 香港 : 中文大學出版 .

UP72-C45

日本語の部 

中国組織別人名簿. 2004 年版

A2-H14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 : 記
録と考証

A99-ZC9-H23

台湾ビジネスの法務・会計・実務

AC8-361-H2

中国ビジネス法必携

AC9-121-H2

中国ビジネス契約・交渉実践ガイド

--

AC9-531-H1

日本で暮らす外国人のための生活マニュアル : 役
立つ情報とトラブル解決法 : 日中対訳. 2003-2004
年版

AZ-631-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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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経済六法. 2004 年版増補版

CC9-361-H2

日中関係企業データ. 2003 年版

D4-H66

中国企業情報. 2003-2004 年度版

D4-H96

「図解」中国ビジネス Q&A

DC157-H40

上海経済圏情報

DC179-H3

中国産業・市場・提携ガイド

--

DE151-H47

中国華南・香港進出マニュアル

DE151-H68

中国投資・会社設立ガイドブック

--

DE151-H69

日中貿易必携. 2004 年版

DE237-H2

＜歴史 地理＞

原典で読む 20 世紀中国政治史

GE321-H16

中国情報ハンドブック. 2003 年版

GE341-H53

中国年中行事・冠婚葬祭事典 現地赴任、中国進
出に欠かせない

GE351-H19

現代台湾を知るための 60 章

GE461-H33

中国語文法用例辞典 : 現代漢語八百詞増訂本「日
本語版」

KK27-H4

中国強制認証「CCC」取得のすべて

M361-H195

中国のファインケミカル製品 600

PA31-H4

中国鍼灸各家学説

SC744-H32

コリア 
 
朝鮮語の部 
 

A112-K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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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K15 

A112-K16 

 

サ ッ カ ー
用語辞典 韓日英/日英韓

--

--

FS2-K1

--

--

GE138-K21 

--

--

GE141-K49 

--

--

GE141-K50 

-- --

--

HM2-K2 

KD214-K19 

-- --

KJ42-K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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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J42-K76 

--

--

KJ58-K33 

--

--

SC3-K2

--

--

SD121-K5
 

. --

UC129-K15 

 
日本語の部 
 

Q&A 在日韓国・朝鮮人問題の基礎知識 

DC812-H57
 

韓国社会の歴史
--

GE122-H5 

韓国の建築 

KA93-H1

New ポータブル日韓・韓日辞典

KJ42-H3 

New ポータブル韓日辞典

KJ42-H4

New ポータブル日韓辞典

KJ42-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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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地域 

アジア全般 

--

--

Z61-H587 

東アジア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 

GE8-B6(GGE8-P3)

東南アジア 

 
戦後日本・東南アジア関係史総合年表

×

A2-H9
 

 
 

キターブ : インド関係出版物リスト

GE3-H5

National industrial directory --

--

Z61-H586

アフガニスタン書誌 : 明治期～2003 年

GE3-H7

 
A Maldivian dictionary 
-- London; New York: 

KN52-B1(KKN52-P1)

西アジア 

Bulletin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 for the Arab 
countries --

--

Z61-H384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 

HR32-B4(HHR32-P2)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audi Arabia 
 -- Lanham, Md.: Oxford: 

GE8-B7(GGE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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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ジアの図書館・情報学関係主要外国雑誌目次情報 

 
<中国の部> 

大學圖書館學報 (Z21-AC55) 

重庆市数字文献资源建设及利用研究 彭晓东，等

高校虚拟参考服务的用户可用性评估 庞蓓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创新 —— 兼谈南开大学图

书馆开展学科馆员工作的经验 柯平 唐承秀

学科发展与专业资料室服务 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资料室为例 王晓萍 ，

汉语文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建设管见 谢琴芳

专藏电子文库建设模式探讨 以武汉大学师生著述

专藏电子文库建设为例 白建明，林生

，

卷 期

入世”后我国图书馆宏观管理政策取向研究 凌

美秀，郑章飞，彭一中

论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以河南文献

网为例 赵长海

國家圖書館館刊 (Z21-AC54) 

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力圖書館搶救我

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談 盧錦堂

國家圖書館館訊 (Z21-AC20)

談遠距圖書服務與期刊文獻授權工作計畫 林漵芬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Z21-AC47)

新高堂書店 ： 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 蔡盛綺

臺灣研究之檢索與利用 葉漵慧

電子出版品管理對圖書館館藏發展影響之探討 高

雅慧

線上資料庫的利用與檢索 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 台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為例 江美慧

公共圖書館在我國政府縣市層級組織織隸屬及其優缺

點探討 謝英彦 徐嘉僑 蔡青芳 柯雲娥

图书馆(Z21-AC58) 

台湾公共图书馆之发展 王振鹄

国内网上科技信息资源的运作方式分析及其检索

马民玉

论我国图书馆法的体系 欧阳晨红

图书馆古旧文献的管理与保护 寻霖，章曼纯

我国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综述 蒋建林

我国情报学主要期刊引文定量分析 王惠翔，高凡

数字图书馆收费问题浅议 卢小华 ，

浅谈新闻机构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工作 刘省元

图书馆论坛(Z21-AC57)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上)

/ 黄宗忠 ，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进展与对策 吴慰慈 ，

我国国家创新中的图书情报组织战略 胡昌平，李

福新

直面图书馆界学术研究诸现象 卢子博

“图书馆之城 解读 程亚男

广东经济的崛起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乔好勤

《图书馆论坛》与《四川图书馆学报》载文、作者比

较分析 / 王志昆 ，

我国中文电子图书发展状况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

楼宏青

广东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现状调查与分析 张

道义，金业阳

论文献资源的保障与使用 / 文榕生

图书馆古籍编目亟待解决的问题 / 韩锡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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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高广东省图书馆服务效益的总体策略 / 朱建

亮 ，

广东高职高专成人高校图书馆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 / 

董利宣 ，

深圳市公共图书馆发展概况与发展思路 冉文革

我国数字图书馆解决版权问题的实践与研究 莫少

强

新著作权法评析 陈志宏

薪火相传 与时俱进 广东图书馆学会 年回顾

程焕文，潘燕桃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下) / 

黄宗忠

林则徐和魏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 /程焕文

广东省图书馆对因特网信息过滤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 

黄晓斌，邱明辉

把开启信息之门的钥匙交给读者 / 李韵

佛山市图书馆期刊采访分析报告 / 张萌，平玉娜

广东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情况，问题与建议 / 束漫

广东地区外文期刊现状与网络环境下的采购发展方向

/ 周延华

高校图书馆外刊入藏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 李玉霞

镇极图书馆建设的成功之路 / 王煜，陈志东

从我馆统计数据探析图书馆文献信息开发工作 / 陈

小敏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传播缓慢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 

罗少芬

图书馆学研究(Z21-AC2) 
2003年第 12期(2003.12) 

中国当代目录学的回顾与前瞻 / 王京山

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展望（1981～2001

年） / 赵晓玲 12-15

省级高校电子图书馆建设架构探索 / 欧阳美林

对中文网站信息分类体系的调查与比较 / 高志奎,

曹锦丹

浅谈联机联合编目规则及我馆图书编目工作 / 郝志

敏

网上参考咨询的现状与对策 / 苏丽

长春图书馆读者阅读需求分析 / 杨玉红, 陈芸芸

福建省八所本科院校学生文献信息资源利用调查与分

析 / 周清华

2004年第 1期(2004.1) 

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与开发 / 韩芸

地方文献数字化及在我馆实践的探讨 姚宏伟

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研究述略 / 曾建平

论新时期图书馆岗位设定的依据 / 高熔

湖北省党校系统图书馆现状调查与分析 / 阙宁南,

吴利

关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的思考 / 

王红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图书馆采访工作探论 / 杨守芳

论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著作权保护 / 陈嘉慧

珠江三角洲农业信息化现状与发展研究 /肖秋红

2004年第 2期(2004.2)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述评 / 董成娣, 周维彬

图书馆与新经济 / 陈蜀园

公共图书馆读者阅览准入制度批判 / 王心裁

浅议珠海大学园区高校资源信息共享系统 / 夏青

2004年第 3期(2004.3) 

对我国网络信息政策法规建设的思想 / 徐立春，黄

艳娟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模式与知识产权问题 / 吴蜀红

韩国数字图书馆的实践与研究进展 / 董成娣

清华同方数字图书馆管理与建设平台 TPI 试用报告 / 

孙书平

网络数据库发展趋势及利用 朱丽君

中国海洋文献数据库的建立 / 谢轶茵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联盟浅论 / 宋小华, 涂湘波

网上采购对传统图书采购方式的冲击 稂丽萍

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研究十年综述 / 杜安平

高校学位论文的管理与利用 / 朱金, 韦美珠

（上半年）我国西文文献信息编目研究略

述 唐小荃

图书馆杂志 (Z21-AC73) 

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的知识产权问题 / 高俊宽,蔺站辉

13-15

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何以低下？ 于鸣镝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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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教室：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上海图书馆讲座活

动二十五年回顾 吴建中,陈凌康,赵景国 52-54

中小型高校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障碍与对策 / 

章靖平,王子明,刘献民 60-62

对电子图书浏览器的理性思考 / 罗良道 3-7

传统藏书保护方法的研究与借鉴 / 胡维青,刘晓武,

陈少川 32-34

图书馆学论文研究方法利用情况调查-兼纪念乔好勤

《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发表 20 周年

/ 任全娥 13-16

试论学位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 党跃臣,曹树人

23-25

从栏目设置看我国高校图书馆网站建设 / 孙瑾 51-54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网络版浅析 / 郑秋红,张慧

琴,叶尔愉 40-42

CALIS馆际互借系统利用介绍 / 严宏 52,19

中美高校图书馆用户教育的比较研究 / 褚金涛

59-61

图书情报工作(Z21-AC67) 

入世以后我国企业的应对战略之一—标准信息的检索与

利用 岳泉

谈我国图书馆学专业的可持续教育 金胜勇 刘雁

我国政府信息服务的现状与创新 马费成 夏义堃

傣族文献资源开发的思考 昌建纳

扩招后高校图书馆面临的困境及应采取的对策 周敬治

张晓青 孙万东

中国民族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 包和平 刘斌

图书情报知识(Z21-AC16) 

档案编纂出版物优先数字化分析 谭必勇 58-59

关于建立三峡库区特色图书馆藏的探讨 胡国芳

76-78

近十年来情报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思考 赵蓉英,侯经

川 9-12,96

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现状与思考—基

于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课程设置问卷调查的分析

陶莉, 毛娟 30-32

武汉大学国际学术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以 2001 年为

例 祝银梅,刘霞 41-42

简析信息时代高校档案馆的学术研究活动 赵稚平

43-44

网络参考文献著录现状研究 刘丽娜 70-72

新华书店多元化经营的辩证思考 邹海燕 92-9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Z21-AC42) 

迎接数字图书馆产业发展新高潮 刘锦山

清华大学图书馆多媒体资源 查询系统的建设

任平，邵敏，黄美君

清华同方 与重庆维普 网路版中文期刊全

文数据库的比较研究 韩红，朱江，王桦等

建立“中国科技家在线”门户网站的构想 李玲，

郑建程

人才网信息分类的初步研究 张莹，周宁

网上免费专利数据库信息导航系大统的建立 余勤

中国科学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体系建设 姜

恩波，林曦，周磊，姚丹丹，贾苹

西藏网路信息资源的整合与组织 丁小文

学科信息门户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建涛，胡明

令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Z21-AC62) 

從中興大學圖書館流通統計檢視閲讀活動 范豪英

臺灣高科技產業圖書館員參與知識管理團隊之研究

劉欣蓓，楊美華

區域及地區醫院醫師資訊需求與資訊行爲之探討 以

使用者為例 盧秀婷，卓玉聰，張文玲，彭慧

珍

資訊素養與五專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之研究 以德明

技術學院商管類科新生為例 陳維華

我國學位論文數位化共建供享研究 陳淑燕

＜コリアの部＞ 
 

(Z21-AK21)

 (Z21-A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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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1-AK24)

 
<諸地域の部>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Z55-B307) 

Sekitar Perpustakaan (Y735-ZS-78) 

’

– ’

SREL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55-B223) 

 
Xuât Ban Viêt Nam (Y741-ZS-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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