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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醫圖進行「電子資源檢索區」之
設置及二樓裝訂期刊室、三樓參
考室之空間改造工程
有鑑於醫分館提供之資源分散各樓層，加

一館；但各系圖書室 (含數學系，物理系，化
學系，大氣系，海洋所，圖資系，法政研圖，
經研圖) ，僅接受由該館藏地借出之圖書歸
還。如有疑問請洽圖書館閱覽組流通股，校內
分機 2274 或 tulcir@ms.cc.ntu.edu.tw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上目前晚上時段之服務確實無法滿足讀者需
求，因此醫分館整合電子期刊、光碟及線上資

新學年 新學習

料庫與醫學網路資源之檢索於同一區，成為
「電子資源檢索區」，位置將設於三樓參考室

90 學年新學期「圖書館資料庫講習」活

資訊檢索區現址，且增加十八台電腦提供網路

動開始預約報名，歡迎全校師生參加！您將學

列印服務。此外，另增闢個別諮詢室，並改善

會利用圖書館蒐集資料文獻及查詢電子資源

公用目錄查詢區，預計於今年十月份起提供該

之方法，圖書館將介紹各種資料庫及電子期

區晚上及週六日時段的服務，以整合各種電子

刊，並答覆您利用圖書館及查詢資料常遇問

資源，節省讀者時間，提升服務品質。另外，

題。歡迎您預約時段參加（自行約集五人以上

二樓裝訂期刊室則依用途重新規劃為休閒期

報名）！

刊閱讀區及影印檢索區，並更換沙發布，俾使

※ 講習時間：約 2 小時

動線更流暢、使用更方便，此項工程已於八月

※ 講習地點：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中心大團

下旬完工，相信可呈現一個嶄新的風貌。
﹙醫分館組員 邱馨平﹚

體使用室
※ 報名方式：
1 網頁報名 (http://www.lib.ntu.edu.tw)

圖書代還服務開始

2 電話報名：校內分機 2268

推廣服務組

3 親至總圖書館一樓參考諮詢臺登記
自九月三日起，讀者欲歸還在本校各分館

(推廣服務組組員 陳逸蓓)

及系圖書室所借圖書，除歸還至原借出之館藏
單位外，亦可就近歸還至總圖書館，法律暨社
會科學院圖書分館，或醫學院圖書分館其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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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線上音樂網』即將
開播
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的音樂頻道您聽
過了嗎？每 月多媒體服 務中心精心 安排的
東、西方主題音樂頻道節目，自十月份開始即
將上網服務讀者了！
為使無法到圖書館聆聽音樂頻道節目的
讀者，也能享受美妙的音樂，多媒體服務中心
特別推出『臺大圖書館線上音樂網』，讓讀者
能透過校園網路，全天候 24 小時線上收聽我
們精心安排的音樂。
此外，為增加線上音樂網的活潑性與親密

感，我們亦將推出『私房音樂大家談』節目，
希望全校所有成員，都能一起來「秀」，與台
大同儕師友們，共同分享您與音樂結緣的心情
故事。
我們熱切期待您的參與，快拿起電話撥校
內分機 2050 或 iodlib@ms.cc.ntu.edu.tw 與我
們聯絡！
(視聽服務組 提供)

【活動報導】

法社分館 10－12 月電子資料庫講習課程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10/15, 11/16, 12/12

臺大圖書館線上公共目錄介紹, 解放軍報光盤, 檔案文獻
光盤

10/16, 11/19, 12/13

中華博碩士論文, 中文博碩士論文, 臺灣省政府公碟

10/17, 11/20, 12/14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

10/18, 11/21, 12/17

法源, 植根法律資料庫

10/19, 11/22, 12/18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九十年代合訂本光碟

10/22, 11/23, 12/19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JCR on CD-ROM,
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光碟版

10/23, 11/26, 12/20

Proquest 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電子期刊

10/24, 11/27, 12/21

Econlit, Academic Universe Lexis-Nexis

10/25, 11/28, 12/24

圖書館之旅(法社學院三圖書館(室)服務,資源介紹與利用)

時間：每日上午 10:10-11:00
集合地點：法社分館借還書櫃台前
注意事項:
1. 各電子資料庫簡介張貼於期刊室入口右方桌上。
2. 請準時到達，經候十分鐘而無人到達則取消該天之講習。
3. 校外人士以旁聽為宜，恕不單獨講習授課。
﹙法社分館股長 何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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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圖書館公共安全－停電篇
當您身處圖書館時，可能會遇上一些突發事件，例如停電、
地震、颱風等。為了確保在館內的安全，圖書館有相關的應
變措施，陪伴您度過這一段小插曲。本期將提供您停電時的
應變守則！

停電時圖書館會不會閉館？

在停電時間前 10 分鐘，會以廣播系統向
全館宣佈，告知停電原因、延續時間。等

一、如果是在開館前停電﹕
原則上先閉館，大門口會張貼停電閉館公
告，並疏散廿四小時自習室讀者。待復電

到開始停電後，再利用廣播系統告知。
二、如果是無預警性的停電﹕
館方會與連絡學校查詢停電原因，並進行

後，電力恢復供電 10 分鐘，檢查正常才

廣播。待狀況明瞭後進行後續應變，決定

開館。

是否疏散或閉館。

二、如果是在開館後停電﹕
(一) 週一至週六 17 時以前，週日(含寒暑假之
週六)12 時以前停電不閉館，但先暫停讀

停電時困在電梯裏怎麼辦？

者進館，館內讀者則不必疏散。
(二) 逾時仍未復電﹕
1. 週一至週六 17 時以後停電﹐或該時間
之後仍未復電，則通知離館，並暫停
進館。
2. 當日閉館時間前二小時內停電，或停
電持續至時間之後仍未復電，則疏散
所有讀者離館﹐並宣佈閉館 (含 24 小
時自習室) ，當天不再開放。

當停電時，本館的緊急發電機即開始啟
動，以供應全館使用。不過，從緊急發電機啟
動到供電至各樓層為止，則需要 3-5 分鐘的時
間，意指從停電開始到電梯能啟動為止需要
3-5 分鐘。
因此，在電梯停止時，請勿驚慌，靜待發
電機啟動。並透過電梯內的對話機和外面聯
絡，各樓層皆有館員查看電梯內是否有受困
者。

＊若外出讀者此時有遺留館內之物品，可
到流通櫃台取回。

停電時可以借還書嗎？
停電了！？
一、如果是預警性的停電﹕

仍維持借還書服務。不同之處僅在於會
視供電狀況採用人工借還書。

館方事前接獲停電訊息，最遲在停電前一
日會通知各單位及法圖、醫圖，並在大門
口、出入口及地下室自習室有停電公告。

停電時想離開圖書館？
可依平常方式離開。在各樓層、地下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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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室、閱報室及國際會議廳的讀者，可以依照

印卡，並交給影印中心，由影印中心通知取回

館員指示疏散。不過，當一樓出口的系統無法

影印卡。

(特藏組組員 李慈媛)

運作時，則需要檢查書包才可離館。

停電時影印卡拿不出來怎麼辦？
各樓層櫃台會處理該樓層的影印卡問
題。請向櫃台登記姓名、連絡電話、和影印機
編號，待復電後，館員會取出留在影印室的影

【圖書館利用】

物理系圖書室小檔案
在台大校總區裏，除了總圖書館以外，另

後，所提供之服務日趨完善。目前其藏書可以

外有 7 個系所成立專屬之圖書室，所藏之專業

透過總圖書館的圖書資訊系統，執行圖書流

資料十分豐富，為該領域人員提供重要的研究

通、館藏查詢等功能。所以，當您在總圖的系

資源。

統查到資料館藏地在物理系圖，或是想要找這

其中，物理系圖書室於今年二月遷到現址

方面的資料時，來這裡尋寶準沒錯喔！

網址：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8:10 - 20:30
(借還書至 16:50)
不開放

http://www.phys.ntu.edu.tw/chinese/library

辛

地點：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暨物理系新館 310

亥

路

二

段

室(新綜合體育館旁)。
新

樓層配置：
一樓
二樓

閱覽室、常用期刊書庫
一般圖書及罕用期刊書庫

新體育館

物

生

理

南

系

路

圖

藏書量：圖書 6 萬冊，期刊 400 多種。

三

服務特色：提供臺北地區物理圖書服務，是

段

針對臺北地區大學及研究機構與
物理系所，提供資料影印傳遞之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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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組組員 李慈媛)

【圖書館利用】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本刊新二期曾介紹「中華民國期刊索引光

的第一選擇。本文介紹「影像系統」
，可說是

碟系統」
，其收錄 1970 年迄今中華民國出版的

其加強版，可以免費列印文章的全文影像喔！

中外學術期刊文章篇目，是查找中文期刊文章

一、如何進入資料庫
由本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依序
點選「資料庫檢索」→「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

引影像系統」(二種版本如下表說明)，即可進
入使用。

Web 網路版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收錄年份
1970.1~2000.12
1991.1~迄今
更新速率
每季更新
可查即時更新資料
限於臺大校區內使用(IP 為 140.112.x.x)， 不限校區內使用，但若需免費列印全文
使用限制 切勿設定代理伺服器(proxy)。若瀏覽器為 影像仍請於臺大校區內使用，設定同左
述。
IE，亦不可勾選使用自動組態。

二、開始查詢
1. 提供「簡易查詢」、「詳細查詢」、「指令查
詢」
、「自然語言查詢」四種查詢介面。
2. 在「檢索值」的空白方框中輸入檢索辭彙
後，點選「查詢」即可進行檢索。
3. 若需使用布林邏輯運算，以「+」代表 OR，
「*」代表 AND。其他查詢技巧，請見該資
料庫之「線上指引」
。

三、查詢結果
1.查詢後首先出現條列式檢索結果：包含篇
名、作者、出版日期。
(1)點選個別檢索結果，即會顯示該篇文章的
詳細書目資料。詳細書目資料中還可進一
步查詢同一作者其他作品、相同主題作品

格式」後，利用瀏覽器的列印或儲存功能。

四、列印全文影像
1.標註

者，表示該文章已經掃描，由詳細書

目資料點選「複印本文」，即可列印全文影
像。第一次使用者，請先依畫面指示下載及
安裝影像瀏覽軟體，才能正確執行列印功
能。
2.提醒使用者注意：
少數已掃描文章，在條列式檢索結果或詳細
書目資料中並不會出現

或「已掃描」字

樣，必須在詳細書目資料中點選「複印本文」
後才可得知。
（推廣服務組股長

郭嘉文）

或期刊出版資料等資訊。
(2)或可勾選數筆後，點選「看詳目資料」，
即可一次顯示多筆詳細書目資料。
2.若需列印或儲存查詢結果，請先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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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校內分機 2268）或電子郵件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tul@ccms.ntu.edu.tw）告知本館推

釋 疑 篇

廣服務組，我們會請國圖遠距服務
單位處理該影像檔。

本館自今年 2 月起提供「中華民國期刊論
文索引影像系統」之全文列印服務，推行至今
已是讀者取得國內期刊文獻之有效途徑，惟仍
時有讀者反應無法列印全文，特於本刊將讀者
常遇之狀況及解決方式臚列於下，以幫助讀者
順利取得全文資料。
狀

狀

況：無法線上顯示全文

原

因：本系統只有已確實獲得著作權人授

況：要求輸入帳號與密碼

權的文章才能線上顯示全文，其所

原 因 一：不在臺大校區內。

佔比例極低，此類文章在列印畫面

解決方式：請在臺大校園網域內

會有「線上顯示及列印」的選項。

（IP 為 140.112.x.x）使用。

解決方式：依篇名、關鍵字判斷是否為所需之

原 因 二：在臺大校區內，但瀏覽器設了代理

文章，再直接列印。

伺服器。
解決方式：不要設代理伺服器（proxy），使用
IE 瀏覽器亦請勿勾選使用自動組
態，即可順利列印。
原 因 三：該文章尚未掃描或是出版日期在六
個月內，不在全文服務範圍內。

狀

況：無法找到博碩士論文的資料

原

因：本系統之「論文」，指的是國內出

解決方式：查詢館藏目錄看本館是否有紙本館

版期刊或報紙所刊載的「文章」，

藏。如有，請至館內影印；若無，
可由圖書館首頁之「館際合作」線

而非博碩士之畢業論文。
解決方式：改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

上申請館際複印。

統」
，可檢索國內 1984 年迄今之博
碩士論文，部分可線上免費取得電
子全文（端視該研究生是否提供電
子檔），需安裝解壓縮檔及 Acrobat
Reader 才可閱讀電子全文。

狀

況：已在校園網域內，文章也已掃描，
點選「確認」後仍無法列印
原 因 一：未安裝 HyView 瀏覽軟體。
解決方式：直接點選畫面上的「下載及安裝影
像瀏覽軟體」
，安裝好後重新點「確
認」即可。
原 因 二：該文章之影像檔有問題。
解決方式：記下系統識別號及錯誤說明，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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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況：列印結果是另一篇文章

解決方式：重新列印一次即可。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FAQ】

果查詢」得知本館處理結果，決定採購

Q：在圖書館遺失物品應向那裡

者，須另外查詢本館 TULIPS 線上目錄，
才能知道採購的進度、結果，以及成為

詢問？
A：依「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拾獲物處理措
施」說明如下：
1. 在本館拾獲之物品請交至該樓層服務
櫃台後，承辦館員會請拾得人填寫「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內拾獲物登記

館藏後的狀態。
由於本校的購書經費主要撥入各系所，
因此推薦的圖書資料若是學術性、專門
性書籍，會轉介至相關的系所，由該系
所決定是否採購。轉介之後，如果該系
所將結果回覆給我們，我們會在「推薦

表」
，以及簽名確認。
2. (1)拾獲物有聯絡電話者，承辦館員會
先通知遺失物品之讀者到該樓層服務
櫃台領取，若無人領取，則次日轉交
行政組待領或後續通知處理。
(2)若拾獲物沒有任何聯絡資料，該拾
獲物將在次日轉交行政組後續處理。
3. 本館會不定期在門廳內布告欄公告招

結果查詢」處公布。不過，由於每個系
所的審核程序不一，有些系所可由一、
二位老師全權決定，有些系所則須開會
討論決定。
如果推薦圖書資料屬一般性、通識性書
籍，則依本館經費及館藏發展政策決定
是否採購，我們會在「推薦結果查詢」
處註明「決定採購」
、
「交選書小組評定」

領失物。
4. (1)讀者可於物品遺失之當日，向物品
遺失之樓層服務櫃台詢問。
(2)讀者若在次日才發現物品遺失，請
於星期一至五之上班時間，到行政組

或「不擬採購」
。上述圖書資料如決定採
購，則可透過圖書館 TULIPS 系統查詢
該書的採購狀況（例如：訂購中、取消
訂單、編目中）
。通常國內可購得圖書資
料，約二十個工作日可採購入館，須向

詢問。
在此提醒讀者在公共場所內，請務必注
意隨身物品。此外，如發現可疑人物，
亦請隨時向館員或駐警隊通報。
（行政組）

國外採購之圖書資料則需六十至九十個
工作日。
期刊部分，若屬學術性期刊，仍轉介到
相關系所，該系所於年度期刊續訂調查
時決定是否增訂，最快也需由次年開始
訂購。一般性期刊，則由圖書館依據經

Q：請問向圖書館推薦書刊，如
何知道書刊何時已採購進

費狀況決定增訂與否。
（閱覽組、採訪組）

入館藏？
A：讀者經由圖書館網頁推薦書刊後，可從
本館網頁「各項服務」項下之「推薦結

7

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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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10/1~7

主題：科學實論—數學與其電腦的顯現 主題：天上人間舞之盡
天上人間舞之盡（一）
黃金分割

10/8~14

同一比例

天上人間舞之盡（二）

10/15~21

π的祕密

天上人間舞之盡（三）

10/22~28

希氏新月型

天上人間舞之盡（四）

切割圓錐

天上人間舞之盡（五）

10/29~11/4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播放日期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10/1~11/4

主題：反抗傳統的拉威爾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台灣流行的民歌紀實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面對壓力，我不害怕！

現代人的痛苦（陸汝斌主講）
10/1~7
10/8~14 自我的心理挫折與適應（鍾思嘉主講）
10/15~21 輕彈生命的旋律：談壓力管理（藍三印主講）
10/22~28 心靈的維他命：壓力調適 DIY（黃龍杰主講）
10/29~11/4 當代生活的問題與抒解（曾昭旭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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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