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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圖書館自即日起實施 
「館藏資料遺失、毀損賠償」新制 

 
讀者所借的圖書資料若有遺失或毀損時，原則

上應賠償原圖書資料。然而，有些圖書資料已無法

購得，因此過去的作法是改以等值（依物價指數計

算）之圖書資料賠償。 

 
依據 91.04.30 本校第 2241 次行政會議通過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第九條（詳見本

館網頁「服務」項下之「借書規則」），讀者借閱之

圖書資料遺失、毀損時，應賠償原圖書資料，若有

新版，可以新版取代；無法賠償原圖書資料時，應

依下列原則（節錄）以金錢賠償： 

 
一、本館紀錄之購入價格經物價指數換算後，以兩

倍計價。 
二、無法查得購入價格，或僅知基價者：以頁數計

價，臺灣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三元計，

大陸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五元計，國外

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十元計。頁數不足一百

頁者以一百頁計，頁數不明者以三百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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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本圖書資料之附件或全套書中之一

冊以上之賠償，依該單本書或全套書

經物價指數換算後之價格賠償。 

四、珍善本、絕版書、藝術畫冊或一九四

五年以前出版之圖書資料等，依其價

值專案辦理賠償。（詳見本期館訊第

三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專案辦理

館藏賠償辦法」）。 

 

此外，依據借書規則第十條，遺失圖

書須向館藏單位報失，並應於到期日後十

四工作天內完成賠償手續，否則自十月一

日本館實施「逾期還書課滯還金」新制

起，除賠償該書外，另需課滯還金。 

（閱覽組人社資料股股長  劉雅姿） 

 

 

 

法政研圖新增 
單機版法學光碟資料庫 

 
一、 日文資料庫 

1. 「法律判例文獻情報──2001 年
版 II」〈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製
作〉：蒐集自 1982年（昭和 57年）
以後發行之書籍、雜誌、紀要、新

聞、判例情報誌所作之資料庫，特

色為具有文獻與判例相互檢索的

功能。 

 
2. 「判例 Master──2002 前期(第 27
版)」〈新日本法規出版株式會社製
作〉：收錄自 1947年（昭和 22年）

以來各審級、各領域所網羅之判

例，是一個簡單有效率的檢索資料

庫。 

 
二、 德文資料庫 2001年版 

1. Arbeitsrecht（勞工法） 
2. Baurecht（建築法） 
3. Bundesrecht（聯邦法） 

4. Erbrecht（繼承法） 
5. Familienrecht（親屬法） 
6. Miet-und wohnungseigentumsrecht 
（租賃與房屋所有權法） 

7. Rechtsprechung des BGH 
（聯邦最高法院判決） 

8. Sozialrecht（社會法） 
9. Steuerrecht（稅法） 

10. Umweltrecht（環境法） 
11. Verwaltungsrecht（行政法） 
12. Wettbewerbs-und Immaterialqüterrecht 
（競爭法與無體財產權法） 

 

三、法政研圖光碟資料庫服務時間 

 上課期間   

週一至週五 

8:00–12:00；13:00 –17:00 

 寒暑假期間   

週一 8:00–12:00；13:00 –17:00 

週二至週五 8:00–12:00 
（法政研圖組員  吳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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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專案辦理館藏賠償辦法 
 

91年 6月 6日全校圖書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借書規則（以下簡稱借書規

則）第九條第二項第五款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讀者遺失或毀損                            
本館珍善本、藝術畫冊或一九四

五年以前出版之圖書資料等，價

值無法依借書規則第九條第二

項前三款規定辦理賠償之情事。 

毀損圖書資料，視為遺失處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珍善本，係指特藏之

中外文圖書、手稿、檔案原件等

珍貴資料。 
本辦法所稱藝術畫冊，係指本館

館藏紀錄註記為「藝術畫冊」者。 

第四條 珍善本之價值，參考古書商目錄

同時期類似且質量相當圖書資

料之價格，並徵詢專家認定之。 
珍善本之賠償，依前項認定價格

全額賠償，倘能賠償經本館認可

之重製品者，得抵免賠償金額三

分之一。 

 
第五條 藝術畫冊之賠償： 

一、可查得本館購入價格或資料

標示定價者，依借書規則第

九條規定辦理賠償。 

二、無法查得本館購入價格者，

依其頁數賠償，每頁以三十

元計。頁數不足一百頁以一

百頁計，頁數不明者以三百

頁計。 

第六條 一九四五年以前出版之圖書，非

屬珍善本及藝術畫冊者，依其頁

數賠償，每頁以三十元計。頁數

不足一百頁以一百頁計，頁數不

明者以三百頁計。 

第七條 絕版書或其他具特殊價值之館

藏，經本館或專家認定需專案辦

理賠償者，準用本辦法性質相當

條款之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全校圖書委員會會議

通過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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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ACM Digital Library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 
 

一、 資料庫簡介 

提供自 1985 年起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所出版之近
9,000 種學術期刊、雜誌及會議論文之摘
要與全文。 

 

二、 如何進入資料庫 

請 由 圖 書 館 首 頁

（http://www.lib.ntu.edu.tw）之「資料庫檢
索」，點選「ACM Digital Library」進入，
或由首頁之「電子期刊」或「館藏目錄」

以特定期刊刊名查詢，再連結進入

「ACM」。本資料庫限台大校區使用（即
IP 為 140.112.*.*），可設自動組態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改善
連線速度，但請勿勾選代理伺服器

（proxy）。 

 

三、 查詢方式 

 本資料庫提供瀏覽及查詢兩種方式。 

1. 瀏覽（Browse）：提供瀏覽目次 

 (1) 依資料類型（期刊、雜誌、會議論

文集、通訊）或依出版者（會員組

織、興趣小組(SIGs)）瀏覽。 

 (2) 點選期刊、雜誌、會議論文集、通
訊，即看到該類型出版品清單，可

點選刊名及特定卷期（年代）瀏覽

期刊（會議論文集）目次。 

 (3) 點選興趣小組進入興趣小組一覽
表。點選任一興趣小組，即可看到

其出版的各類型出版品清單，點選

刊名及特定卷期（年代）瀏覽期刊

（會議論文集）目次。 

2. 查詢： 
簡易查詢：在查詢方框輸入單字或字

串即可查詢。 
(1) 輸入單字：系統查詢輸入的單字及
該單字的延伸單字。若不希望系統

查詢延伸單字，可將單字括上雙引

號。 

(2) 輸入字串：視為詞的查詢。 
(3) 可在字與字間輸入布林邏輯

AND、OR、NOT，縮小或擴大查
詢結果。 

(4) 若要將 AND、OR、NOT 做為查
詢字，括上雙引號即可。例如：

recycle “and” reuse，可查到出現
recycle and reuse一詞的文章。 

進階查詢： 
(1) 可選擇限制查詢篇名、摘要、作者
等。 

(2) 若要設定輸入單字及字串的布林
邏輯關係，可依需要在”must have 
all…”、”must have any…”、”must 
have none…”三個欄位分別輸入單
字或字串。 

每篇文章皆提供點選「Similar」，查
詢與該文章主題類似的其他文章。 

 

四、閱讀全文及儲存列印 

點選文章名稱或其下方”full text”進
入書目資料及摘要，點選摘要上方的 pdf
圖樣，系統將自動開啟「Adobe Acrobat 
Reader」，即可線上閱讀 PDF 格式之文章
全文。若要儲存與列印，請利用「Adobe 
Acrobat Reader」或瀏覽器的儲存列印功
能。 

（推廣服務組組長  邱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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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網路資源

一、國內專利 

資料庫名稱：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 

進入資料庫方式：由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ntu.edu.tw）點
選「資料庫檢索」，點選「中華民

國專利公報資料庫」進入該資料庫

首頁，於帳號及密碼輸入 ntulib
即可。限台大校區使用（即 IP 為
140.112.*.*），可設自動組態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
，但請勿勾選代理伺服器(proxy)。 

內容：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公報」

的WWW版。 

書目資料：民國 39年起。 

專利範圍（部分）：民國 63年起（79-80
年資料不全）。 

專利圖形：民國 83年起。 

註：本資料庫僅收錄專利公報，未含專

利說明書，若需該資料，請至智慧

財產局使用。 
 

二、國外專利 

1. 資料庫名稱：USPTO Web Patent 
Database (U.S. Patent Database) 
網址：http://www.uspto.gov/patft/ 

index.html（不限校區使用） 
製作單位：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內容：美國專利全文。收錄年代自

1790年起，但 1790-1976年資
料必需用 patent number 或
current US classifications查詢。 

註：全文資料是 TIFF檔，需另裝閱
讀軟體。 

 

2. 資料庫名稱：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進入資料庫方式：由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ntu.edu.tw）點
選 「 資 料 庫 檢 索 」， 點 選

「Lexis/Nexis」進入資料庫後，
點選“Legal Search”即可查專
利。限台大校區使用（即 IP 為
140.112.*.*），可設自動組態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
，但請勿勾選代理伺服器(proxy)。 

資料來源：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內容：美國專利全文（無附圖）。Utility 
Patent（發明）1971年起；Design 
Patent（新型）1976年起；Plant 
Patent（植物專利）1976年起。 

 
3. 資料庫名稱：Delph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twork (IPN) 

網址：http://www.delphion.com/ 
製作單位：Delphion（created by 

Internet Capital Group and IBM） 
內容：美國專利──書目摘要資料

（1971~）；（全文要收費） 
歐洲專利局專利──書目資料

及全文（1979~）；（要收費） 
日本專利──摘要（1976~）；
（要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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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專利──
書目資料及 front page（1990~；
1998~有全文）；（要收費） 

 
4. 資料庫名稱：esp@cenet Europe’s 

Network of Patent Databases 
網址：http://ep.espacenet.com/（不限

校區使用） 
製作單位：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內容：歐洲專利局──書目資料及全文 
歐洲專利局成員國──書目資料

及全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專利──
書目資料及全文 
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專利──書目

資料（若有第一面或全文，亦提

供） 
（推廣服務組組長  邱婉容） 

 
【主題館藏】 
 

「馬雅‧MAYA ── 叢林之謎展」推薦書目 
 

馬雅文化被推崇為「美洲的希臘」，不僅在建築上有高度的成就，雕刻、曆法、天

文、圖像等方面也都有不凡的表現。璀璨如流星的馬雅文明不但締造過許多「第一」

──發明了骰子、兩種版本的年曆、口香糖、球賽運動等──而且還與中國文明隱隱

相關。國立歷史博物館自 91年 5月 3日起至 7月 31日止
推出「馬雅 • MAYA──叢林之謎 展」，展出瓜地馬拉國立考古暨人

類學博物館的 155件藏品。您想 對馬雅文明做進一步的資料閱讀

嗎？以下是我們自總圖二樓特 別挑選的推薦圖書。 
 

索書號 書名 
110.8 4462 v.3 瑪雅的智慧 
713 1144 古文明之謎 
718.4 2612 v.12 世界遺跡大觀（12）：馬雅與印加 
718.5 4460 v.20 拉丁美洲：墨西哥.中美.加勒比海諸國 I 
798.55 4434 瑪雅与古代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 
798.83 2744 馬雅古城：湮沒在森林裡的奇蹟 
799.2 6007 馬雅文明簡介 
799.2 6007-1 馬雅文明 
799.95 4753 瑪雅文化：論瑪雅与華夏文化同源 
F1219 W379 The Aztecs, Maya, and their predecessors 
F1435 C72 1999 The Maya 
F1435 F381 Maya ruins of Mexico in color 
F1435 H6 1997 The world of the ancient Maya 
F1435 S53 1994 The ancient Maya 
F1435 T374 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 
F1435.3.A7 S813 Art of Maya 
N6501.5 Sp46 Maya art and civilization 

（閱覽組人社資料股組員  蔡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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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我已經辦了續借手續，為什麼沒
有續借成功，又被通知逾期？ 

 
A：讀者可自行上網續借或來
電辦理續借，續借以一次

為限，如果仍須使用該

書，請將該書攜至櫃

檯辦理歸還再重新

借出。有時候讀者認

為自己辦了續借就

沒問題了，其實續借

不一定成功， 

例如： 

1. 續借須在到期日當日或到期日前
五日內辦理，如太早續借，系統將

不接受。 

2. 借書紀錄中有逾期未還之書亦無
法續借。 

3. 擬續借之書如有他人預約亦無法
續借。 

4. 已續借過一次的書不能直接續借。 

5. 部分特殊借閱之書不能直接續借。 

此外，讀者必須注意，續借後到期日

之計算是續借當日起加一個借期，不

是原到期日再加一個借期。例如，大

學部同學借期為 30天，5月 1日借書
者，到期日為 5 月 31 日，讀者可於    
5月 26至 31日任擇一日辦理續借。
若 26日辦續借，則到期日為 6月 25
日，不是 6月 30日。 

讀者若是來電要求續借，請務必聽到

工作人員向您報告新的到期日，確認

續借手續已完成。也請讀者勿逕以電

子郵件方式要求續借，因續借處理須

排除上述（1）至（5）的情形，且工
作人員無法在第一時間內讀取信件

為讀者續借，因此建議讀者自行上網

或來電（總館為 23630231轉 2274或
3273）辦理續借。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Q：請問大學部或研究所已錄取的
「準新生」，可否在開學前入館

閱覽或借書？ 
 
A：若為大學部準新生，可持錄取通知單
或入學通知單至圖書館，並憑身分證

件比照校外人士身分換證入館，至新

生註冊為止。 

研究所新生可於 7月 1日起至 8月 15
日止至圖書館填寫準研究生借書證

申請表格，再請系所蓋章、指導教授

（或所長）簽章，即可辦理借書證，

憑證入館閱覽、借書，有效期限至 9
月 15日止。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 周澍來） 
 

 
 

Q：請問總圖可以代借法社分館的書
嗎？ 

 
A：本館的總圖、法社分館間圖書代借服

務，目前僅開放校內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申請，代借圖書每冊酌收手續費十

元（詳細辦法請見本館首頁「教師服

務專區」下的「校內書刊代借代印」）

您若是學生身份，仍請您親至法社分

館辦理借書，但還書時可由總圖代

還。 

（閱覽組人社股組員 蔡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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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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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39：台大藝文頻道】 

八月  主題：國家公園特輯II—美非篇  主題：音樂雞尾酒II 
8/5~8/11  美國國家公園  弦樂四重奏、木管五重奏 

8/12~8/18  壯麗的美國國家公園  打擊樂器、小號的音樂世界 
8/19~8/25  人間仙境（美國）  長號的四重奏世界、銅管五重奏的世界
8/26~9/1  塞倫蓋提（東非）  獨唱的音樂世界、合唱的音樂世界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音樂同時於網路播放，歡迎至 http://cv.lib.ntu.edu.tw/guide 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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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主題：伯恩斯坦的回憶錄  主題：你喜歡的童謠（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組織文化 
8/5~11 組織文化面面觀（鄭伯壎主講） 

8/12~18 組織行為的探索（鄭伯壎主講） 
8/19~25 企業文化與企業形象（蔡松齡主講） 
8/26~9/1 來自美學的經營智慧：形塑企業內在美（謝仲明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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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