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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自〸月一日起實施「借書逾期

歸還課滯還金」措施 

本校自十月一日起實施「借書逾期歸還課滯還

金」措施，敬請如期歸還所借圖書，以免逾期罰款

影響權益。 

說明： 

一、圖書館為促進館藏圖書資料之流通，以減少讀

者借書逾期不還，致影響其他讀者之權益，將

自本（九十一）年十月一日起實施「借書逾期

歸還課滯還金」措施。 

滯還金之計算方式如下： 

1. 一般圖書資料：每冊（件）每逾一日以新
臺幣五元計算，未滿一日以一日計，凡逾

期三日內歸還者不課滯還金，惟逾期超過

三日後，則追溯自逾期第一天起算，累計

至還書日為止。 

2. 多媒體服務中心資料不外借，惟教師或研

究生因教學與研究需要借出之資料，每冊

（件）每逾一小時以新臺幣五元計算，未

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3. 遇國定假日、周六日或圖書館休館日暫停

累計，至次開館日再繼續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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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鼓勵讀者儘速歸還所借圖書資料，

即日起至本年九月三十日止，於還書

後，立即恢復借書權利，不受原凍結

借書權之限制。 

三、自十月一日起，凡遺失之圖書，未於

到期日後十四個工作天內完成賠償

手續時，除須賠償書款外，另自第十

五日起加課逾期滯還金。 

四、讀者賠書手續未完成或滯還金未繳

清，將無法辦理註冊及離職手續。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流通服務台

（校內 分 機 2274， 電子郵 件 信箱

tulcir@ms.cc.ntu.edu.tw） 

（閱覽組） 

 

籲請各位讀者遵守電子期刊 

著作權及相關使用規定 

由於八月中有讀者違反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及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使用電子期刊的規定，在一

個小時內連續存取同一種期刊共八千多

次，以致該單位立即停止了臺大使用 AIP

及 APS 電子期刊的權限，並函知本校查

處。針對此一事件，本館已請計中協助使

用紀錄的調查並加強追蹤，同時，進行與

出版社的聯繫處理。 

由於不當使用資料庫的情形屢次發

生，特在此呼籲：在使用網路上各種電子

資源時，應遵守相關的使用規範。不當使

用除了將遭受停權處分，影響全校的使用

權益，並使臺大整體形象受損；另一方

面，持續佔線下載資料也影響系統運作、

妨礙他人使用，嚴重時甚至導致系統癱

瘓。 

在此呼籲各位讀者在享受電子期刊

服務的便利性時： 

1.注意遵守各電子期刊出版商的規定，讀

者連上電子期刊後必須先詳閱出版社

之使用規定及版權聲明。 

2.限於個人學術研究或教學目的使用，不

得有商業行為及連續、大量、有系統的

下載檔案而且禁止使用自動下載軟

體，不然不僅有損臺大校譽、妨害其他

讀者的使用權利、並且可能誤觸法網。 

3.如果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經查證屬

實，讀者將受停止使用權之處分，並移

送校方依學校相關規定處理，其他相關

法律責任必須自負。 

（期刊組） 

 

新生使用圖書館注意事項 

一、新生持學生證即可自行刷卡入館、辦

理借書及使用自習室，但請持本人學

生證，勿轉借使用。 

二、進館請關手機或調為無聲，並遵守圖

書館閱覽規則各項規定，共同維護圖

書館安寧及環境，違者依本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處理。 

三、設定個人密碼及登記電子郵件帳號 

1.預約圖書及線上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須先設定密碼，設定方式請連上本 

  館網頁（www.lib.ntu.edu.tw）服務— 

  借還書—個人借閱狀況，依畫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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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設定之。 

2.登記電子郵件帳號以接收圖書館所 

  發之預約取書、提醒還書及逾期通 

  知等，登記方式同上，讀者亦可至 

  借書櫃台登記。 

四、十月一日起借書逾期歸還將課滯還

金，每冊每逾一日以五元計算，敬請

如期歸還，以免受罰。 

（閱覽組） 

 

新增試用資料庫 

本館新增下列試用資料庫，請由圖書

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之「資

料庫檢索」進入，選擇「試用資料庫」後

再點選您欲使用的資料庫即可，如有任何

問題與建議，請洽本館推廣服務組，校內

分 機 2268， 或 電 子 郵 件

tul@ccms.ntu.edu.tw。 

資料庫名稱 說 明 試用期限

The Cancer 

Handbook 

Online 

Nature癌症學

指南線上版 

2002/10/31

Grolier Online 葛羅里七種百

科全書線上版 

2002/10/15

The Grove 

Dictionary of 

Art Online 

葛洛夫藝術百

科全書線上版 

2002/09/30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Online 

講談社日本百

科全書線上版 

2002/09/30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Online 

新葛洛夫音樂

百科全書線上

版 

2002/09/30

SYBworld 

Online 

Sybworld全球

資料庫 

2002/09/30

Scientific 

American 

Archive Online 

科學人雜誌線

上版 

2002/10/31

 

SDOL Elsevier出版所

有電子期刊全

文資料庫，含

Academic Press

電子期刊 

2002/12/31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Science Online及 Nature Online
提供個人申請免費試用 

Macmillan 公司提供 Scinece（科學）

線上版及 Nature（自然）線上版試用，讀

者可自行於線上登錄申請試用密碼，即可

瀏覽與檢索二重要期刊之目次，試用期限

至2002年12月31日止。請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lib.ntu.edu.tw）之「資料庫檢

索」進入，選擇「試用資料庫」後再點選

Science Online或Nature Online即可（第一

次使用請先自行申請帳號密碼），如有任

何問題與建議，請洽本館推廣服務組，校

內 分 機 2268 ， 或 電 子 郵 件

tul@ccms.ntu.edu.tw。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法社分館電子資料庫講習課程 

法社分館九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電

子資料庫講習課程如下： 

日期 講 習 主 題 

10/1

11/18

12/5

圖書館線上公共目錄、解放軍報

光盤、檔案文獻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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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1/19 

12/6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臺灣省

政府公報光碟 

10/3 

11/20 

12/9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

統、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即時

報紙標題索引 

10/4 

11/21 

12/10 

法源、植根法律資料庫、中國國

家法規數據庫 

10/7 

11/22 

12/11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九十年

代合訂本光碟 

10/8 

11/25 

12/12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JCR on Web 

10/9 

11/26 

12/13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Social Sciences Index/Full 

Text 光碟版 

10/11 

11/27 

12/16 

Econlit 、 Lexis-Nexis Academic 

Universe 

10/14 

11/28 

12/17 

圖書館之旅（法社學院三圖書館

(室)服務及資源介紹與利用） 

時間：每日上午10:10-11:00 

地點：在法社分館借還書櫃台前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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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習室臨時置物櫃清除物品公告 

為能充分發揮自習室內臨時置物櫃

的功能與維持清潔，我們已公告將在每個

月的最後週日下午五點清除櫃內的全部

物品，不做任何的保留。 

請各位同學注意，九月份至十二月份

的整理清潔日如下表： 

月份 清潔日 

9月 9月29日 

10月 10月27日 

11月 11月24日 

12月 12月29日 

您們一定要在當天下午五點前將櫃內的

物品拿走，否則將直接掃除，以資源回收

的方式逕予丟棄。 

（行政組） 

 

【館務報導】 

葉維廉教授手稿資料展系列活動 

壹、葉維廉教授手稿資料展─臺大近代名

家手稿系列展之四 

指導贊助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開幕時間：91年9月19日上午9時 

展覽時間：91年9月19日至91年12 

月31日（圖書館特藏組開

放時間） 

展覽地點：臺大圖書館五樓特藏資料 

展覽區 

手稿資料展八大子題： 

一、葉維廉教授簡介 

二、葉維廉詩創作 

三、葉維廉散文 

四、葉維廉遊思日記 

五、葉維廉學術論著 

六、葉維廉翻譯著作 

七、葉維廉書信 

八、關於葉維廉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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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座談會 

主 題：詩與當代生活 

時 間：91年9月19日上午10時 

地 點：臺大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

議廳 

主持人：廖咸浩教授（臺大外文系系 

主任） 

引言人：葉維廉教授（美國加州大學

文學系教授） 

陳義芝先生（新世代詩人， 

<聯合報>副刊主編） 

焦  桐先生（新世代詩人，

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參、專題演講 

●臺大中文系洪淑苓教授：葉維廉詩中

的童趣與自然 

91年10月3日(週四)下午2時30分 
●清大外文系廖炳惠教授：葉維廉的後

現代轉折 

 91年10月23日(週三)下午2時30分 

●臺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葉維廉教授

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闡釋 

91年11月11日(週一)下午2時30分 

演講地點：臺大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

議廳 

肆、影片播放 

主 題：現代詩情──葉維廉卷 

時 間：91年9月19日至91年12月

31日（多媒體服務中心開放

時間） 

地 點：臺大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

中心 

伍、葉維廉教授簡介 

葉維廉教授，廣東中山人，生於1937

年，1955年入臺大外文系就讀，1959年臺

大畢業後，轉入師大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在此期間積極創作，詩作多刊於《創世

紀》、《現代文學》、《新思潮》等，譯艾略

特及St. John Peres等人的詩，並開始撰寫

詩論。1963年赴美，於愛荷華大學得MFA

學位。1964年赴普林斯敦大學攻讀比較文

學，詩作<降臨>獲《創世紀》最佳詩作獎。

196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該年9月起任教

加州大學迄今，教授比較文學、道家美

學、英美現代詩、中國詩、詩創作班、翻

譯問題及原始詩歌等，並數度擔任系主任

職務。 

1970 年回本校外文系擔任客座教

授，協助建立比較文學博士班。1980－82

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客座首席講

座教授，並創辦該校比較文學研究所，任

所長。1992年當選為美國比較文學協會顧

問。 

葉教授前後於 1972 年獲教育部文藝

獎；1979年入選中國現代十大傑出詩人；

1987年以《三十年詩》獲中興文藝獎；1990

年被選為輔仁大學第二屆文學與宗教國

際會議代表臺灣被研討的主題詩人；1996

年以散文集《紅葉的追尋》獲臺灣省政府

新聞處優良作品獎等大獎。2002年大陸版

全集出版，並成為第七屆中國比較文學國

際會議討論主題之一。葉教授不僅是當今

享譽國內外的現代詩人、散文家，並且是

當代文學理論及比較文學界之重鎮，各方

面皆有斐然成就。 

※ 活動網址：http://www.lib.ntu.edu.tw/exhibition/ 

特價優惠：展覽期間葉維廉教授著作

（三民書局出版）以八折

優惠價在臺大出版中心書

店（圖書館地下一樓北側）

展售。 

（特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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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 

一、資料庫簡介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 (簡稱 EV2) 
為美國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簡稱 Ei) 建置之網際網路工程資訊
服 務 系 統 ， 本 校 師 生 可 查 詢

Compendex 資料庫以及連結 10,000
多個經過篩選評定之相關網站查詢。 

 
二、進入資料庫 

查詢時由圖書館首頁 (http://www. 
lib.ntu.edu.tw)下點選「資料庫檢索」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即可。
限台大校區使用，您可設定自動組態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
，但請勿設 Proxy伺服器。 

 
三、檢索方式 

其提供快速檢索（Quick Search）及
專家檢索（Expert Search）二種方式： 
1. 快速檢索： 
如為初次使用者，此方式為較佳的

選擇。請先選擇資料庫，再輸入要

檢索的詞彙，並利用下拉選單選擇

所需的檢索欄位、布林邏輯

（AND、OR、NOT）、限制條件（資
料類型、語言、年代）等即可。 

2. 專家檢索： 
於畫面左側有可檢索欄位編碼的

詳細列表，其亦提供範例說明，可

參照其輸入方式進行檢索。於畫面

下方提供歷史清單（ Session 
History）的功能，可保存過去檢索
資料庫、條件及查詢結果筆數等，

以便隨時回溯查詢。 

 
四、顯示及輸出檢索結果 
    可依需求勾選所需資料。於畫面最下

方提供有顯示、列印、Email或儲存/
下載查詢結果之書目資料、摘要或詳

細書目記錄。 

 
五、連結全文 

Ei Village 2可連結 Elsevier Science，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等出版品，未來會
有更多的出版商加入全文連結的行

列。於查詢結果清單中點選所需資

料，可檢視該筆資料之摘要或詳細記

錄，若該筆資料有電子全文，可於全

文選項(Full Text Option)中直接點選
連結，即可取得該資料之電子全文。 

 
六、參考服務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提供 2種詢
問的管道：(1) Ask an Engineer：提供
一位資深工程師做為你的線上資源

諮詢。(2) Ask a Librarian：提供檢索、
導覽和找尋參考問題時的協助，指引

使用者至正確有效之資訊。 

（推廣服務組組員 林秋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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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投入還書箱的書，請問還書
日期如何認定？ 

A： 因還書箱係於閉館後使用，館員將

在次一開館日刷還上架，因此讀者

擲入還書箱之書，其歸還日期以次

一開館日認定。若讀者將因此產生

逾期情形，則請提早歸還。 

還書箱乃為便利讀者在閉館期間還

書而設置，當讀者將圖書擲入還書

箱時，還書手續其實尚未完成，因

此請透過還書箱還書者，於次一工

作日連上本館網頁查詢個人借閱紀

錄或致電擲入還書箱所在地之圖書

分館洽詢，以確認還書手續是否完

成。 

（閱覽組） 

 

 

 

 

Q：我已歸還所借圖書，但圖書
館的借書紀錄仍未歸還，我

該如何處理？若因此而產生

逾期情形，該怎麼辦？ 

A： （1）若讀者借書紀錄有問題，包括
有未借或已還之書，請立即通

知借書櫃台，填寫流通問題圖

書處理單，由工作人員至書架

上搜尋，也請讀者再作確認。

如該未借或已還之書有逾期情

形產生，在尋書期間我們也將

繼續維持讀者借書權利。 

（2）在經過至少五次的搜尋若仍未

尋獲，我們將請讀者辦理宣稱

還書手續，且免課滯還金，以

維護讀者借書權益，。 

（3）若確因本館作業系統問題產生

錯誤之借還紀錄，將不計滯還

金。 

為避免以上情形發生，請讀者還書

時務必目視螢幕顯示或觀看工作人

員完成還書作業。如透過還書箱還

書，也請在還書次一工作日立即上

網查詢個人借閱紀錄或來電確認。

圖書館感謝各位讀者的配合。 

（閱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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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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39：台大藝文頻道】 
十月 主題：營養保健 主題：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 

9/30~10/6   營養學 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一） 
10/7~10/13   食品營養 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二） 
10/14~10/20   糖、鹽與健康 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三） 
10/21~10/27   吃得剛剛好 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四） 
10/28~11/3   厭食症與貪食症（英文資料） 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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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主題：深情狂舞－佛朗明歌音樂  主題：中國西北民謠大王－王洛賓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經營智慧 
9/30~10/6 養生．抗老 慢性疾病患者的飲食保健（謝瀛華主講） 

10/7~10/13 認識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楊茂勳主講） 

10/14~10/20 糖尿病：常見的甲狀腺疾病（鄭啟源主講） 

10/21~10/27 腦中風．脊椎神經疾病（林欣榮主講）  

10/28~11/3 心肌梗塞．老人旅遊保健須知．骨質疏鬆．老人癡呆症（謝瀛華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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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