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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新增資料庫∼增訂植根線上版法律資料庫
大之館際合作新服務

取得文獻有效率∼Web of Science 新增全文連結功能/不便之處請多包

涵∼現期期刊區將進行架位調整

輕聲細語的貼心服務∼多媒體服務中心將定期清潔消毒耳

機館務報導－良心傘，回家吧！
專利公報資料庫介紹

館際合作巡迴車∼本館與政大、師

請勿長期佔用置物櫃圖書館利用—館際合作

中華民國

植根資料庫簡介FAQ：為何在多媒體服務中心播放隨選資訊系統節目

時，耳機卻頻頻傳出其他節目的聲音？
時，耳機卻隱約聽到廣播節目的聲音？

為何在多媒體服務中心使用錄放影機播放錄影帶
為何在多媒體服務中心使用隨選資訊（IOD）系統時，

點選『播放』鍵後，卻無法正常播放？90 年 9 月視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作，試行以巡迴車代送館際合作文件服務。在

新增資料庫∼

每個工作日，巡迴車將至三校圖書館收送各校
館際合作圖書及複印文件。

增訂植根線上版法律資料庫
過去校總區師生若要查詢植根法律資料

1.透過全國館際合作系統申請之圖書代借代

庫，必需至法社分館使用單機版，甚為不便。

還與文獻複印部份：

即日起本校新訂植根線上版法律資料庫，全校

(1)減少郵遞時間，將可更快收到申請件！

師生不限人次時間，皆可在台大校園網域內使

(2)圖書代借代還部份：每冊收費一百元，不
另收郵資費。

用（即 IP 為 140.112.*.*），請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點選資料庫檢索

※目前暫限透過總圖書館申請之資料

進入。
(法社分館組員

何淑銘)

2.持三校互換借書證借書者：圖書不需歸還至
原圖書館，可歸還至總圖一樓借書櫃台，由
本館代還，不另收費。惟需注意圖書到期

館際合作巡迴車∼

日，如有逾期罰款，仍請需自行前往該校圖
書館繳交逾期罰款。

本館與政大、師大之館際合作新服務
如有任何問 題，請洽圖 書館推廣服 務
九月一日起，本館將與
政大圖書館、師大圖書館合

組，校內分機 2268 或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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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文獻有效率∼

輕聲細語的貼心服務∼

Web of Science 新增全文連結功能

多媒體服務中心將
定期清潔消毒耳機

即日起，在 Web of Science（SCI、SSCI）
的檢索結果中，其文獻出處若為 SDOS（Else

總圖四樓多媒體服

vier）
、IDEAL（Academic Press）及 LINK（Spr

務中心為使讀者更能安

inger）三種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所收錄者，即

心無慮地聆賞多媒體資料，並提升聲音的品

可點選畫面右上角之「Full Text」直接於線上

質，即日起將定期擦拭並消毒本中心之全罩式

取得全文，提高使用者取得文獻之效率。此

耳機，以提供更舒適之清潔衛生環境。此外，

外，Web of Science 亦可連結另一免費資料庫

當您使用中心所提供之耳機時，若有需要，亦

Gene Bank，歡迎讀者多加利用。如有任何問

可隨時告訴我們，讓服務台人員為您擦拭與消

題與建議，歡迎與圖書館推廣服務組聯絡（校

毒。

內分機 2268、電子郵件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視聽服務組組長

童敏惠）

李嫣紅）

【館務報導】

¼»¼良心傘，回家吧！»¼
不便之處請多包涵∼
現期期刊區將進行
架位調整

我們在六月份提供了一百把雨傘，讓臨時
需要的讀者免費使用，由於借用者眾多，但記
得歸還的人屈指可數，所以現在已無良心傘可
用。我們懇請大家在使用完畢後應儘快歸還，

本館現期期刊區之
現刊陳列，有日漸擁擠之

才能繼續發揮它們的功用。
由於每把傘上面都有【台大圖書館】五個

現象。故期刊組將於 90 年 8 月 3 日開始進行

字，所以請曾經借用過的讀者檢視自己的住處

現刊架位之調整，預計為期一個月。

是否仍有良心傘，並能在最短時間內放回到圖
書館門外的雨傘櫃，我們會有專人來整理和清

現刊調整期間，期刊組將置放兩部書車於
人社期刊區與科技期刊區之書架旁邊，讀者使
用期刊歸架時，如找不到期刊之刊名條時，請
將期刊置於該書車上，以免放錯架位。

潔，並於臨時下雨時提供給有需要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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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長期佔用置物櫃

圖書館內的置物櫃係供當天入館讀者使
用，並不是私人物品的長期存放處，敬請各位

謝謝大家的幫忙，如有不便之處，亦請
多包涵。

讀者不要隔夜放置自己的各項物品。為了維護
置物櫃的基本用途與館舍安全，我們將於 9 月

（期刊組股長 李明錦）

1 日開始在每日閉館後清掃置物櫃，並依照「置
物櫃的使用說明」（本說明張貼在地下室置物
櫃）處理隔夜放置的各項私人物品。
（行政組組長 高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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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館際合作
館際合作是圖書館為協助師生取得更多的資源而提
供的一項服務，凡本校未收藏之資料，可透過館際合作服
務向國內外圖書館申請複印或借閱。主要分為向國內申請
文獻複印、國內圖書互借申請及向國外申請文獻複印或借
書，以下將一一為您說明。

向國內申請文獻複印
目前國內加入館際合作服務的單位約有四
百多個，包含大專院校圖書館、公私立機構圖

度。申請文件到館時，館員會發 e-mail 通知您
到圖書館一樓參考諮詢服務台付款取件。

國內圖書互借申請

書室等，目前均透過「全國館際合作系統」讓
各單位的讀者申請館際合作。您可透過臺大圖

目前本館已與下列大學圖書館訂有圖書互

書 館 首 頁 (http://www.lib.ntu.edu.tw) 依 序 點 選

借協定：大葉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中

「館際合作」→「線上申請館際合作服務」，

正大學、中原大學、元智大學、文化大學、世

使用此系統申請館際合作。

新大學、台北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南藝術
學院、台灣科技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交通大

申請館際合作前，建議先查詢此系統提供

學、成功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育達技術

的「期刊聯合目錄」，選擇申請單位。各單位

學院、和春技術學院、東吳大學、東華大學、

收費不同，您可參考該系統之「各館服務收費

長庚大學、長榮管理學院、政治大學、海洋大

一覽表」，原則上，申請一篇文章，每頁 3~5

學、高苑技術學院、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防

元，另加收手續費 20 元，您在申請時可依照

大學(包含中正理工學院、國防管理學院、國

被申請館收費的高低或處理時效來決定優先

防醫學院)、淡江大學、清華大學、逢甲大學、

申請的順序。

陸軍軍官學校、朝陽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
學、勤益技術學院、彰化師範大學、銘傳大學、

提供複印文獻的傳遞方式主要分為兩種，

靜宜大學、德明技術學院。讀者可選擇至總圖

一為傳統的郵寄方式(如平信、限時等)；另一

一樓流通服務台領取合作圖書館借書證自行

為電子檔傳遞：Ariel，此方式就是被申請館將

前往借書，或委託圖書館代借代還。

您需要的文章掃瞄成電子檔，透過特殊軟體傳
到本館的電腦，當本館收到後，就從電腦中列
印出來，可節省郵遞時間。

除上述單位外，其他單位圖書館若有提供
圖書外借服務，本館均可代為申請。此外，本
館亦將陸續與其他各大學校院圖書館簽訂館

當您申請館際合作後，可透過館合系統的
「讀者申請狀況查詢」來掌握申請件處理的進

際圖書互借協議，屆時均會公告於本館網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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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外申請文獻複印/借書
各地區收費不同，您可參考圖書館首頁的
若您所需資料國內沒有收藏，就可透過圖

「館際合作」→「館際合作服務簡介」。原則

書館向國外申請。歐美地區資料以向大英圖書

上，【複印期刊或圖書】英美地區：每篇 360

館文獻服務中心申請為主；日文資料或國外的

元(不論頁數多寡)；日本地區：以十頁為一個

博碩士論文，主要透過國科會科資中心申請。

單位，每單位 620 元；大陸地區：以十頁為一

至於大陸或香港地區出版資料，則可免費向北

個單位，每單位 350 元。
【複印博碩士論文】

京大學或香港大學申請。

美加地區學校：每本 2000 元；英國地區學校：
每本約 2000~4000 元之間。【圖書代借代還】

申請國外館際合作時，可透過「全國館際

每本 650 元+寄回國外之航空掛號郵資。

合作系統」申請或親自至圖書館一樓參考櫃檯
填寫申請單。由於向國外申請費用較高，一定

詳細的館際合作服務說明您可參照圖書館

要確定國內其他單位無自己所要的資料後再

首頁點選「館際合作」→「館際合作服務簡

申請。

介」
、「館際互借圖書服務」
，歡迎多加利用。
(推廣服務組幹事 陳逸琳)

 ³  ³ ³  ³  ³  ³  ³  ³ 
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介紹

資料庫簡介
本資料庫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公報」

如何進入資料庫
由圖書館網頁（http://www.lib.ntu.edu.tw）

的 WWW 版。收錄範圍如下：

點選「資料庫檢索」，點選「中華民國專利公

書目資料：民國 39 年起。

報資料庫」進入該資料庫首頁，於帳號及密碼

專利範圍（部分）：民國 63 年起（79-80

輸入 ntulib 即可。限台大校區使用（即 IP 為

年資料不全）。

140.112.*.*），不可設定代理伺服器（proxy），

專利圖形：民國 83 年起。

使用 IE 瀏覽器者，亦請勿勾選「使用自動組

註：本資料庫僅收錄專利公報，未含專利

態」
。

說明書，若需該資料，請至智慧財產
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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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在專利關鍵字（同時查詢專利

查詢方式

名稱及專利範圍）輸入 pda
及其中文名稱"個人數位助
理"，並以"+"做運算

1.如何查詢：
本資料庫提供欄位式查詢、一般式查詢

步驟 2：在公告日以 2000 年做限制。
（查
詢整年資料時，無須輸入月日）

及指令式查詢三種方式，本文介紹欄位
式查詢方式。

步驟 3：將欄位間邏輯運算設定為
"AND"。

(1)欄位式查詢共細分為 19 個欄位供查

2.顯示查詢結果：

詢。
(2)注意事項：

於專利瀏覽清單直接點選”公告號”便可

a.同一欄位的詞之間可以用布林邏輯

看到該專利的專利書目、專利範圍及專

運算元 "*" (AND)、"+" (OR)、“－”

利附圖；或於瀏覽清單一次勾選要看的

(NOT) 縮小或擴大查詢結果。

專利，按”顯示勾選的專利公報”查

b.各欄位間同時只可以選擇"AND"或
"OR"一種邏輯運算。
c.絕大部分的單位名稱為中文，故查詢
外國公司在台灣申請專利情形時，需

看，不過勾選查看的功能只適用於同一
頁者。
3.儲存與列印：
請利用瀏覽器的儲存與列印功能。

同時以其中英文名稱查詢。
(3)例：查詢民國 89 年通過的專利中，

(推廣服務組組長 邱婉容)

與 PDA 相關的專利。（如下圖）

5

植根法律資料庫簡介

即日起本校新訂植根

解也可經由法條旁的 hyperlink 看到。

線上版法律資料庫，全校師

在左方法律命令下方還有類別一項，進入

生不限人次時間，皆可在台

後可依法規類別找法律命令。

大校園網域內使用（即 IP 為 140.112.*.*）
，請

2. 行政令函：

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點

進入後可看到畫面左方的標題為賦稅令

選資料庫檢索進入。進入畫面可見三大選項：

函，進入查詢畫面可依類別或文號或內容

法律命令、行政令函、司法判解。茲分項說明

或年度來查詢，結果出來後同樣可列印或

如下：

存檔。
3. 司法判解：

1. 法律命令：
進入後可看到全部法規及其位階，可選擇

依類別或文號或內容或年度來查詢，結果

左方法律命令下之查詢進入，在檢索畫面

出來後同樣可列印或存檔。

中可選擇查法規名稱或法規本文，再加上

若從分類畫面進入則可依畫面各項點選進

位階之選擇進行查詢，結果出來後可選擇

入，請注意裁判部份並無歷年來全部裁判。

列印或存檔。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條文的

（法社分館組員 何淑銘）

呈現畫面中，若某法條有相關之令函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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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政令函一般，進入查詢畫面後亦可以

【FAQ】


Ｑ：為何在多媒體服務中心播放隨

¤¤¤¤¤¤¤¤

選資訊系統節目時，耳機卻頻
頻傳出其他節目的聲音？

Ｑ：為何在多媒體服務中心使用隨選
資訊（IOD）系統時，點選『播放』

Ａ：有可能是前一位讀者觀看有線電視，離座
後未跳離有線電視。請將滑鼠放在螢幕最
下方，待播放有線電視的工具列出現後，

鍵後，卻無法正常播放？
Ａ：問題可能出在伺服器端或個人電腦，但如

點選最左側的『離開』就可以了。

果其他讀者在使用 IOD 時都很正常，有可

【 註 .IOD 電 腦 播 放 有 線 電 視 的 軟 體 是

能是您所使用的這台個人電腦有問題。如

UPG301T 系列的 Hdtv】

果您或前一位讀者在 IOD 首頁點選「如果

您是 Internet 上的訪客，請按這裡進入主



頁。If you are an Internet visitor,
please click here.」，此時 IOD 系統會
判斷為非台大使用者，而主動將此個人電

Ｑ：為何在多媒體服務中心使用錄

腦排除在正常服務之外，結果就只能查

放影機播放錄影帶時，耳機卻隱

IOD 書目資料，而無法播放媒體來觀賞或

約聽到廣播節目的聲音？

聆聽。遇此問題時，請將滑鼠放在 IOD 書
目的『播放』鍵上，察看螢幕左下方狀態

Ａ：要消除接收到的雜音，請打開錄放影機操

欄 是 否 出 現 ：「 pnm://140.111.1.200:

作面板，將『麥克風音量』旋鈕轉到最小

7070/eduRandR/…」
，若有，請將 IE 關閉再

聲、
『無線麥克風』撥到『切』即可。

重新執行即可；若無，則請中心服務人員
協助解決。

(視聽服務組編審 張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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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九月份自播頻道節目預告，歡迎您前往觀賞聆聽。

一、有線電視播放服務
【頻道 38：台大知識頻道】
九月
9/3~9/9
9/10~9/16
9/17~9/23
9/24~9/30

主題：地震特集
地震
集集地震與車籠埔斷層
阿輝與小靚的九二一手札
避難守則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世界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亞述館
大英博物館—埃及部門
大英博物館—希臘、羅馬部門
地質博物館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播放日期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9/3~9/30

主題：探戈--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主題：金曲獎特集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成功的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贏家：新人際關係論 (邱彰主講)
9/3~9/9
9/10~9/16 快樂的溝通高手 (王時成主講)
9/17~9/23 說話的藝術（黃順成主講）
9/24~9/30 成功的人際運作（黃順成主講）
以上節目詳細介紹或異動情形，請參見多媒體服務中心網頁(http://cv.lib.ntu.edu.tw/guide)。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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