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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九〸一年〸月一日起實施「借
書逾期歸還課滯還金」措施

最新消息
自九十一年十月一日起實施「借
書逾期歸還課滯還金」措施/多媒
體資料中心資料逾期課滯還金/
籌組臺灣地區 WileyScience 電子
期刊使用者聯盟/數位化論文典
藏聯盟資料庫堂堂登場/新增試
用資料庫--SDOL/AGRICOLA 資
料庫將改訂 CSA 版/一起動手作
環保！圖書館內資源回收作業現
況/隨身攜帶貴重財物
館務報導
圖書館各院系學科館員一覽表
圖書館利用
康熙字典電子版
FAQ
請問滯還金如何計算？/如何繳納
滯還金？在哪裡繳交？/為何不能
在系圖書室繳交滯還金及賠書
款?/所借的書遺失了怎麼辦?還會
罰滯還金嗎?
91 年 11 月視聽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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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九十一年四月卅日第二二四一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借書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二、 滯還金之計算：一般圖書以每冊（件）
每日五元累計；隔夜借閱及教師研究
生之外借之視聽資料以每冊（件）每
小時五元累計。
三、 為鼓勵讀者還書，實施「借書逾期歸
還課滯還金」措施前，只要讀者還清
所有逾期的書，即恢復借書權利。若
讀者至九月三十日止仍未還清逾期之
書，則自十月一日開始起以每日每冊
五元起算滯還金，不追溯既往逾期日
數。
四、 讀者遺失所借圖書資料，請在到期日
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完成賠書手續，如
未於期限內完成賠書手續，除購原書
1

賠償或支付賠書款）外，另須支付逾
期滯還金。

籌組臺灣地區 WileyScience
電子期刊使用者聯盟--

五、 讀者繳交滯還金或賠書款請自備零

使用多更多

錢，以節省櫃檯等候處理時間。讀者
如有賠書手續未完成或滯還金未繳清
之情形，將無法辦理註冊及離校離職

台大圖書館日前接獲中山、中興等大
學校院圖書館來電徵詢，為使各校讀者擴

手續。

大使用所訂購之 WileyScience 電子期刊種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閱覽組流通股
（ 校 內 分 機 2274 ，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tulcir@ms.cc.ntu.edu.tw）

類，並達撙節經費之效，擬籌組台灣地區
WileyScience 電子期刊使用者聯盟，本校
若加入聯盟，2003 年即可以不高於原有之

（閱覽組）

Wiley EAL 訂購成本，讓讀者使用 2003
年聯盟成員訂購之所有種類電子期刊。屆
時讀者只要於本校電子期刊系統中，於出
版社選項中點選 Wiley，即可瀏覽並使用
2003 年聯盟成員訂購之所有電子期刊，敬
請期待！
（期刊組）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資料庫」
多媒體資料中心資料逾期課滯還金

堂堂登場！

多媒體服務中心資料不外借，惟教師或研

為因應國內對美加地區碩博士論文

究生因教學與研究需要借出之資料(研究

之需求，國內各學術機構及圖書館組成

生須出示由老師開立研究需要之證明)，每

「美加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由各

冊（件）每逾一小時以新臺幣五元計算，

校在經費許可內購買 ProQuest 公司所出

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即每逾期一日將

版之 PQDD 數位論文，聯盟成員可透過中

累計滯還金六十元。惟遇國定假日、周六

研院計算中心所建置之「美加地區數位化

日或本中心閉館日暫停累計，至次開館日

論文典藏聯盟」，由各校在經費許可內購

再繼續累計。外借多媒體服務中心的視聽

買 ProQuest 公司所出版之 PQDD 數位論

資料，請於本中心開館時間內歸還至本中

文，聯盟成員可透過中研院計算中心所建

心諮詢台。讀者若有書刊資料逾期未還或

置之「美加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資

滯還金未繳清的情況，將無法外借，但仍

料庫，彼此共享各校訂購之論文，不僅可

可於中心內觀賞視聽資料。詳細條文請見

於線上檢索已購得論文之索摘資料，並能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與「國

即時下載 PDF 影像檔之論文全文，目前聯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服務

盟已累積至 6 千多筆論文資料，歡迎本校

暨管理辦法」。

師生踴躍使用！
（視聽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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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由

圖

書

館

首

頁

(http://www.lib.ntu.edu.tw) 之 「 資 料 庫 檢

三、使用途徑：

索」進入，再點選「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1. 請

由

圖

書

館

首

頁

即可。如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與推廣服

（ http://www.lib.ntu.edu.tw ） 之

務組聯絡，校內分機 2268，或電子郵件

「資料庫檢索」進入，選擇「試

tul@ccms.ntu.edu.tw。

用資料庫」後依需要點選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SDOL-Elsevier」
、「SDOL-AP」
或「SDOL-HHS」即可。

新增試用資料庫--SDOL

2. 限於台大校園網域內試用（IP 為
140.112.*.*），請勿設 proxy，但
可

用

自

動

組

態

一、簡介：提供下列三家出版社之電子期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
。

刊，使用者可線上查詢、瀏覽、列印、

3. 如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與推廣

及下載所需要的期刊論文

服務組聯絡，校外分機 2268，或

1. Elsevier：收錄約 1300 餘種電子

電子郵件 tul@ccms.ntu.edu.tw。

期刊，主題包括科技、醫學、經
濟及商業管理等，提供全文年限

（推廣服務組）

因期刊而各有不同。(其收錄內容
與本館目前提供之 SDOS 資料庫
相同，惟查詢介面不同，更新速
度較快。)
2. Academic Press ：收錄 170 餘種
電子期刊，主題涵蓋理、工、醫、
農、文、法、商各領域，提供 1996
年迄今之全文資料。
（本館目前提
供之 IDEAL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
庫亦有提供 Academic Press 之期
刊。）
3. Harcourt Health Sciences：收錄
140 餘種電子期刊，主題以醫學
為主，尤重臨床醫學，提供 1999
年迄今之全文資料。
二、試用期限：Elsevier 及 Harcourt Health
Sciences 試用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止
Academic Press 試 用 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止

AGRICOLA 資料庫將改訂CSA 版
ERL 系統之 AGRICOLA 資料庫已於
今年 9 月到期，本館自 2003 年 1 月起將
改訂 CSA 系統之 AGRICOLA，為避免本
校師生在 10 至 12 月間之過渡期無法查詢
AGRICOLA 資料，本館已爭取到 CSA 系
統 AGRICOLA 之試用權限，請由圖書館
首頁之「資料庫檢索」進入，點選
「AGRICOLA (CSA 網路版資料庫)」
，或
選擇「試用資料庫」後點選「CSA Internet
Database Service(IDS) 」， 再 依 序 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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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ciences´ Quick or Advanced

投入回收筒內，但一定要記得清洗。

Search´ AGRICOLA，即可進行檢索，惟
因此段時間為試用期，故「連線本館館藏」

塑膠類：本類回收筒以保特瓶、塑膠

功能尚無法利用，謹請見諒。

瓶之回收為主，其他塑膠容器亦可投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與推廣服務組

入，但是類似已裝過食品的便當容

聯 絡 ， 校 內 分 機 2268 ， 或 電 子 郵 件

器，或是上述飲料容器，沒有完成清

tul@ccms.ntu.edu.tw。

洗動作前是禁止投入，否則腐臭味道
將嚴重影響四周的環境。
（推廣服務組）
本館會督促清潔人員加強整理資源
回收作業，以維持整潔，另外呼籲來館讀

一起動手作環保！圖書館內資源

者配合，除了舉手之勞做回收，也請先做

回收作業現況

好投入前的基本處理，簡單的程序、正確
的分類回收，會讓環保更落實，也會增加
本館處理回收作業的效率！謝謝各位的

圖書館配合學校推行資源回收，各樓

支持。

層的洗手間門廳均擺設學校統一制發的

（行政組）

資源回收筒，為維護館舍環境，呼籲共同
做好正確的資源回收。

隨身攜帶貴重財物

本館所放置的分類回收筒主要有四
大類：廢紙、鐵鋁罐、鋁箔包、塑膠類等，

圖書館是公共場所之一，各位在館內

回收之前務必將回收品做好基本清潔或

千萬要把貴重財物和皮包皮夾等隨身攜

是基本處理，各類應注意事項如下：

帶，甚至一秒鐘都不能離開自己的視線。
很多同學都習慣用各種物品佔位子；或是

廢紙類：一般紙類、紙箱、紙盒投入

暫時離開座位，就把貴重(有價值)物品任

前若沒有拆開壓平，環保人員是拒收

意放在桌上、或是趴在桌上睡覺，皮

的！請千萬別將沒有洗乾淨的食品

夾，手機放在旁邊，以上都是小偷下手的

容器、擦手濕透的衛生紙等投到回收

好機會！我們會儘量安排人手在館內

筒內。

巡邏與提醒，但最好的防治方法，應該是
要請大家不要忘記：圖書館和公園、車

鐵鋁罐類：投入前請踩扁飲料罐，但

站、博物館、美術館、百貨公司等一樣是

請務必先『沖洗』後再丟入筒內，以

公共場所，很多人都會經過你的座位，因

免滋生蚊蠅！

此當然要把財物隨身攜帶，不能離開自己
的視線。

鋁箔包類：鋁箔包容器請先壓平，將

請容我們再叮嚀一次：圖書館不是您

吸管抽出丟入一般垃圾筒，再將鋁箔

自己的書房，財物安全是靠您的小心，而

包放到回收筒；紙盒裝飲料包裝也可

不是憑您的運氣。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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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圖書館各院系學科館員一覽表
責任系所名稱

館員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圖資、視聽教育館

田民民

23630231 轉 2402 轉 202

tammyt@ccms.ntu.edu.tw

中文、歷史

劉雅姿

23630231 轉 3272 轉 309

ytliu@ms.cc.ntu.edu.tw

外文、音樂、戲劇

林鳳儀

23630231 轉 2402 轉 201 fengilin@ms.cc.ntu.edu.tw

人類、日文、語言

蔡秀華

23630231 轉 2620 轉 319

ariel@ms.cc.ntu.edu.tw

藝術、會計、國企

蔡淑玲

23630231 轉 2297 轉 204

cssltsai@ccms.ntu.edu.tw

社會、新聞、國發

周澍來代理

財金、資管、管院

陳建翰

23630231 轉 2297 轉 203

stgcch@ms.cc.ntu.edu.tw

工管、哲學、商研

張素禎

23630231 轉 2620 輚 318

scchang@ms.cc.ntu.edu.tw

地質、大氣、海研

郭美玲

23630231 轉 2052 轉 408

kuoml@ccms.ntu.edu.tw

心理、地理、生化

吳淑姿

23630231 轉 2052 轉 407

shutzu@ccms.ntu.edu.tw

動物、植物、漁科

宋志華

23630231 轉 2053 轉 406

chihua@ms.cc.ntu.edu.tw

電機、光電、電信、電子

王

禧

23630231 轉 2622 轉 401

haywong@ms.cc.ntu.edu.tw

機械、應力、水工、醫工

郭碧芬

23630231 轉 2622 轉 402

k3677527@ccms.ntu.edu.tw

材工、資工、環工

王秀卿

23630231 轉 2623 轉 312

r5126004@ms.cc.ntu.edu.tw

王秀卿代理
郭碧芬代理

23630231 轉 2623 轉 312
23630231 轉 2622 轉 402

r5126004@ms.cc.ntu.edu.tw

化工、造船、工院

黃敏慧

23630231 轉 3272 轉 320

alevin@ms.cc.ntu.edu.tw

園藝、農藝、生統

陳鳳如

23630231 轉 3163 轉 316

feng@ccms.ntu.edu.tw

畜產、獸醫、農院

王春香

23630231 轉 2053 轉 405

sallywang07@ms.ntu.edu.tw

農經、農推、生物機電

何燦君

23630231 轉 3163 轉 317

jiun@ms.cc.ntu.edu.tw

森林、植病、昆蟲

劉應琳

23630231 轉 2623 轉 313

elynnliu@ms.cc.ntu.edu.tw

農化、食科、生工

劉應琳代理

23630231 轉 2623 轉 313

elynnliu@ms.cc.ntu.edu.tw

醫學院及公衛學院
各科系所

杜宜凌

2312-3456 轉 8734

yltu@ha.mc.ntu.edu.tw

法律學院、政治系

黃佩雲

2351-9641 轉 329/331

lkpyh@ms.cc.ntu.edu.tw

經濟系

李百珣

2351-9641 轉 278

leebhle@ms.cc.ntu.edu.tw

土木、城鄉
工工

23630231 轉 2297 轉 205 slc@ms.c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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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康熙字典電子版
一、資料庫簡介
本套電子版康熙字典乃依據同文書
局出版的石印版《康熙字典》為底本
製作而成，並附王引之的「字典考證」

入剩餘筆畫數；若無法判斷部
首，亦可直接輸入總筆畫數檢索。
3. 音讀查詢：輸入漢字之國語注音
或漢語拼音後再選擇音調檢索。

於後，含四萬七千餘漢字，使用者可
透過輸入單字、讀音、部首與字順等

四、結果顯示：選項位於畫面右下方

四種方法快速查詢漢字之形、音、

1. 檢索結果以每頁 3 字方式呈現，

義，亦可透過「瀏覽原書」的功能，

每字皆附 BIG5、Unicode、GBK

直接翻閱《康熙字典》的原文圖像。

內碼對照，並會說明該字之拼音

此外，多數的單字還具備「發音」的

與讀音。

功能呢！

2. 點選「單字訊息」或直接點選漢
字，即會提供該漢字完整之文

二、進入資料庫

字訊息，包括部首、筆畫、音調，

1. 第一次使用請先由圖書館首頁

以及以康熙字典原文影像檔方

（ http://www.lib.ntu.edu.tw ） 之

式呈現的單字解釋。若點選畫面

「資料庫檢索」進入，在「康熙

上方列之擴音機圖示即可聽到

字典」下點選「第一次使用請點

單字之讀音。

選此處」，安裝康熙字典專用軟
體「ekinstall.exe」
。

3. 點選「整頁顯示」即可跳至單字
所在之康熙字典整頁圖像畫面。

2. 爾後使用即可直接由 windows
畫面左下方「開始」選取「康熙
字典電子版」進入資料庫。

1. 列印：在「單字訊息」畫面點選

3. 限於臺大校園網域內使用（IP 為

上方列之印表機圖示，可印出該

140.112.*.*），瀏覽器可設自動組態

漢字及其解釋部份之原文圖像，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

若在「整頁顯示」的畫面點選上

，但請勿設代理伺服器

方列之印表機圖示，則可印出整

（proxy）。
三、查詢方式：選項位於畫面左上方

頁康熙字典原文圖像。
2. 複製：點選上方列之複印圖示，

1. 輸入查詢：直接輸入欲查詢之漢

再利用「貼上」功能，可將單字

字（繁、簡字皆可）
，若勾選「關

訊息或整頁顯示的原文圖像貼到

連代換」功能，系統會將該漢字

word 等文書處理軟體。

之簡繁、異體、通假、新舊、日
中、正訛、古今字一併找出。
2. 部首查詢：選擇漢字之部首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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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輸出結果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FAQ】

Q：請問滯還金如何計算問？
A：一般圖書每冊（件）每逾一日課滯還
金新台幣五元；限隔夜借閱之圖書每

Q：我該如何繳納滯還金？在哪
裡繳交？
A：讀者可於還書時一併繳納滯還金，若

冊(件)每逾一小時課滯還金新臺幣五

沒有足夠的錢，亦可改日再繳。惟因

元，將累計至還書日（時）止，逾期

仍有欠款，必須繳清款項才能再借

日（時）數之累計如遇例假日、國定

書。滯還金可於本校總圖書館、法律

假日、本館閉館日者不予計算，其方

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或醫學院圖

式如下：
1.一般圖書資料：每冊（件）每逾一日

書分館之借書服務時間內繳交。（新

以新臺幣五元計算，未滿一日以一日

26 期館訊曾誤刊載可在任一圖書分
館或圖書室繳交，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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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媒體服務中心資料不外借，惟教師

Q：為何不能在系圖書室繳交滯
還金及賠款？
A：配合學校財政作業，及考量系圖書室

或研究生因教學與研究需要借出之

確有人力及金錢保管等問題，若讀者

資料，每冊（件）每逾一小時以新

有滯還金未繳，請就近至總圖書館、

臺幣五元計算，未滿一小時以一

法社分館及醫學院圖書分館繳納。

期第一天起算，累計至還書日為止。

小時計。

3.限隔夜借閱之圖書資料：逾期時數
算，逾期計算以「時」為單位，不

Q：所借的書遺失了怎麼辦？還
會罰滯還金嗎？
A：讀者遺失所借圖書資料，請儘快進行

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凡逾期四小

賠書作業，並請在該書到期日起十四

時內歸還圖書者，不課滯還金；惟

日內完成賠書手續，如未於期限內完

逾期超過四小時之圖書資料，則自

賠書手續，除購原書賠償（或支付賠

開館後一小時起計算滯還金額，採

書款）外，另須支付逾期滯還金。

之計算以到期日之開館一小時後起

累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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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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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中國音樂情 I

主題：中國傳統醫療方法

11/4~11/10

推拿按摩療法

竹笛篇

11/11~11/17

針刺療法

吹管篇

11/18~11/24

刮痧療法

胡琴篇

11/25~12/1

拔罐療法

二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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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鄉情流露--客家歌曲

主題：浪漫的情愫--法國香頌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快意人生

11/4~10

清心與隨緣 : 談如何活得更自在（傅佩榮主講）

11/11~17

擁抱生命 : 談快樂人生（鄭武俊主講）

11/18~24

幽默智慧的人生：1,享受智慧的人生（蔡源煌主講）

11/25~12/1 幽默智慧的人生：2,幽默與溝通的藝術（賴淑惠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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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