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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網際網路「無線」遨遊
圖書館無線上網服務開始囉
■最新消息
網際網路「無線」遨遊，圖書館
無線上網服務開始囉/聯合知識
庫更改網址/行政院評定年度優
良政府出版品展開始囉/使用電
子期刊請遵守智慧財產權法相關
規定/ 新增資料庫-SPORTDiscus

為了充分滿足讀者使用網路資源之需求，圖書
館自 2002 年 11 月起於本館一樓至五樓開放無線上
網服務！只要您是本校學生或教職員工，我們都歡
迎您自備或至計資中心借用無線網路卡，帶著筆記
型電腦至本館享受自由自在無線檢索網路資源的便
利！

■館務報導
圖書館 Notebook 使用及上網服
務說明/借書逾期歸還課滯還金
實施成果報告/圖書館舉辦消防
安全講習
■圖書館利用

無線上網服務的詳細區域範圍、設定方法等，
請參見網頁：
http://www.lib.ntu.edu.tw/servicenew/equipment.htm
（推廣服務組組員 林秋薰）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FAQ
逾期還書相關問題釋疑/查詢期
刊館藏目錄專輯
■91 年 12 月視聽節目表

聯合知識庫更改網址
聯合知識庫自今年 10 月起改連結至定址會員
網址，只要在台大校園網域內（IP 為 140.112.*.*）
連結至此網址，不需輸入帳號密碼即可使用聯合知
識庫，本校在學學生及專任教職員工在台大校園網
域外亦可透過「校外連線服務」使用（校外連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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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參考（http://www.lib.ntu.edu.tw/news/

源查詢有獎徵答活動」，由研考會提供之

wam. htm）
。

精美禮物作為獎品，屆時歡迎大家一同熱

請由圖書館首頁之資料庫檢索進

情參與！

入，再點選「聯合知識庫」即可進入定址

（推廣服務組組員 游孝慈）

會員網址，資料收錄內容及查詢方式與舊
網址相同，惟囿於經費，無法繼續提供該
資料庫中「我的剪報」功能，謹請見諒。
如有任何問題與建議，請與推廣服務組聯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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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電子期刊請遵守
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
自使用電子期刊以來，本校與他校讀
者均曾發生違規使用情況，即同時連續下
載同一期刊之大量文章，因屬非合理使
用，遭出版社停止全校之使用權利，影響
教學與研究甚鉅。電子期刊之使用，均有

行政院評定年度
優良政府出版品展
開始囉！！
政府出版品是民眾瞭解政府施政的

電腦記錄可供查察，可得知違規使用之電
腦 IP 以及違規使用時間，請各位讀者勿輕
易觸法。
為保障全校師生之權益，請務必注意
電子期刊之使用規定：

重要媒介，具有資訊傳播以及教育的功

1、 注意遵守各電子期刊出版商之規定，

能，各機關的研究成果與施政績效，得以

讀者連上電子期刊後請先詳閱出版

有效地公開、流通，使民眾更加瞭解政府

社之使用規定及版權聲明。

施政的用心與成效。行政院研考會與臺大
圖書館等多所政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合
作，辦理「行政院年度優良政府出版品展

2、 限於個人學術研究或教學目的使用，
不得有商業行為或連續、大量、有系
統地下載檔案。

覽」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於總圖一樓
流通服務台前之電腦檢索區展出，包括得

3、不得使用自動下載軟體下載檔案。

獎的十三種圖書、十種期刊及七種電子出

4、如果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法，經查證

版品。展覽現場並註明該資料在本館位
置，協助您參閱期刊其他卷期、借出圖書
或至多媒體服務中心使用電子出版品。也
歡 迎 大 家 到 本 展 覽 網 頁
http://goodbooks.nat.gov.tw/瀏覽。
此外，本館推廣服務組將於 91 年 12
月 9 日~13 日，辦理「政府出版品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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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實，讀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推廣服務組組員 李嫣紅）

新增資料庫—SPORTDiscus
一、資料庫簡介：
SPORTDiscus 體能訓練光碟資料庫為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購買，供全國大專院校
師生免費使用。其資料為運動資源中心
（Sport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re, SIRC）的
文獻，包含全球 2000 種與運動科學相關

【館務報導】

圖書館 Notebook
使用及上網服務說明
為因應讀者使用網路資源之需求，圖
書館提供讀者在館內使用 Notebook 及有
線、無線上網服務，說明如下：

之期刊、會議論文集、研究報告、圖書、

讀者可自行攜帶 Notebook 入館使用

學位論文之索摘資料，主題涵蓋運動醫藥

及查詢資料，圖書館一至五樓均配置無線

保健、運動生理學、生物力學、訓練、心

網路及有線上網服務。

理學、體能教育、運動科學與舞蹈等。
二、收錄年限：

有線上網服務：
讀者使用 Notebook 有線上網時，請

1975-present (期刊)

自備網路卡及網路線等設備。本館一至五

1949-present (論文與專書)

樓各區之部份閱覽桌下設有網路接頭，可
依桌上三角立牌提示「筆記型電腦入館上

三、使用方式：

網須知」設定 TCP/IP 內容。本校教職員

1、請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

工生如需網路線，請憑證洽各樓層參考諮

ntu.edu.tw）的資料庫檢索進入，點選
「SPORTDiscus」即可。
2、本資料庫不限臺大校園網域使用， 但
在台大校內使用可設自動組態
（ http://proxy.ntu.edu.tw/pac/ntu.pac ）
改善連線速度。
3、如有任何問題與建議，請洽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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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臺借用。
無線網路服務：
使用對象限本校教職員工生，讀者請
自備無線網路卡或先向本校電算中心借
用，本館不提供無線網路卡等設備。
為顧及部分不使用 Notebook 讀者之
安靜閱覽權益，館內已設定每一樓層之左
前方閱覽桌不可以使用 Notebook。禁止使
用 Notebook 之閱覽桌上，均張貼告示牌，
請讀者配合遵守。
相關說明、標示圖及規定請參閱圖書
館首頁『場地及設備服務』內「個人電腦
上網服務 (Notebook 使用及無線上網服
務) 」說明。
（閱覽組流通股組員 周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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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逾期歸還課滯還金

圖書館舉辦消防安全講習

實施成果報告
自九十一年十月一日起實施「借書逾
期歸還課滯還金」措施以來，讀者逾期還
書情形確實已大為減少，相信讀者也明顯
感受到圖書流通率的提昇，圖書館非常感

為了使圖書館同仁熟悉本館消防設
施的使用，具備處理公共場所火災之防救
應變能力，行政組於 10 月 2 日下午舉辦
了全館消防講習及實作演練。

謝讀者的支持與配合。
圖書館公告將實施「借書逾期歸還課
滯還金」時，也曾有讀者提出這樣的做法
是否真能有效減少讀者借書逾期不還的
情形，惟比較本館當時與已實施「借書逾
期歸還課滯還金」學校之逾期情形，本館
讀者借書逾期比例明顯較高，今年 6 月 11
日逾期總冊數仍高達 9614 冊，經過不斷
的宣導，也感謝讀者的配合，至 9 月 30
日降至 2810 冊，10 月 1 日為 2261 冊，至
10 月 2 日降至 2000 冊以下，此後每日逾
期總冊數均介於 1500 冊至 1800 冊之間。
目前櫃檯工作人員在收取滯還金（或

本次課程針對工作場所中較常忽略

賠書款）找零及開立收據均耗費不少時

的設施加強提示，讓所有的同仁藉此講

間，因此請讀者自備零錢以減少櫃檯等候

習，了解如何在各項危急狀況的處置。為

情形。讀者若對個人借書紀錄有所疑問，

求課程的專業及臨場感，特別邀請市政府

也請立刻與各借書服務臺聯繫，俾利圖書

消防局金華分隊的講師前來授課，並規劃

館即時處理。

煙霧體驗室，親自讓參與者感受到處於黑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暗及濃煙的恐慌心理下，如何學習自救，
另外，滅火器材的實際操作與滅火，更增
添了演習的逼真及震憾！
感謝此次參演的消防隊全力支援，亦
對於同仁賣力的操演留下深刻印象，本次
消防演練對於本館防災教育的落實，誠為
一次成功的經驗，日後將定期舉辦，模擬
不同的狀況，以隨時維持防災意識的警
覺，確保館舍的安全。
(行政組編審 鄭銘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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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一、 資料庫簡介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簡稱 JCR)為
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收錄 60

選光碟版。此外，總圖書館一樓參考諮
詢臺有 1991-1997 SCI JCR 之紙本版。
2.限臺大校區內使用(IP 為 140.112.x.x)，
可設自動組態(http://proxy.ntu.edu.tw/pac/
ntu.pac) ， 但 不 可 設 定 代 理 伺 服 器
(proxy)。

餘個國家 3,300 家出版商出版之 7,000 餘
種學術期刊，其中科技類期刊 5,600 餘
種，主題 160 餘類；社會科學類期刊 1,700
種，主題 40 餘類。
本 資 料 庫 特 有 之 影 響 係 數 (Impact
Factor)、立即指數(Immediacy Index)、被
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及引用半衰期
(Citing Half-Life)等皆可引導使用者瞭解
某一期刊在某一主題、年度之整體學術表
現，更進而協助圖書館、出版單位、期刊
編輯、學術作者等對學術期刊之管理及利
用。

三、 查詢方式
首 先 依 需 要 選 擇 科 技 領 域 (Science
Edition) 或 社 會 科 學 領 域 (Social Science
Edition)，並且選擇查詢方式：
1.查詢某一主題 出版社 出版國家的期刊
顯示主題 出版社 出版國家的選單，可
以一邊按 Ctrl 一邊以滑鼠點選方式，選
擇二個以上的主題 出版社 出版國
家。可依期刊刊名、被引用次數、影響
係數、立即指數、被引用半衰期、出版
篇數等欄位排序。
2.查詢某一特定刊名期刊

透過 JCR，您可得知：(1)哪些期刊最

以期刊名稱或 ISSN 查詢，期刊名稱不

具影響力？(2)哪些期刊最熱門？(3)哪些

論全名、縮寫或期刊名稱中的單字均可。

期刊出版文獻最多？(4)哪些期刊最常被

3.查詢本資料庫中所有的期刊。

引用？(5)期刊之詳細出版訊息及刊名改
變情形。
JCR 最常被參考的數據是各學科的
影響係數及排名；需注意的是，JCR 是針
對期刊本身作整體評估，若您要查詢自己
或他人發表的文章被引用的情形，則需利
用 Web of Science ： 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xpanded) 或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等引用文
獻資料庫，而非 JCR。
二、 如何進入資料庫
1.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
依次點選→「資料庫檢索」→「Journal
Citation Report」,可查詢 2000 年後之資
料；若要查詢 1998-1999 年資料，請點

四、欄位說明
1.Abbreviated Journal Title：期刊名稱縮寫
點選期刊名稱將顯示期刊詳細出版資
訊，與 Impact Factor、Immediacy Index、
Cited Half-Life 與 Citing Half-Life 等數
值之計算式與結果。
2.ISSN：國際標準期刊號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即期刊的身分證號。
3.Total Cites：該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的總
次數。
4.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
該期刊前兩年所出版的文獻於當年被
其他文章引用的平均數。例如某期刊
1998 及 1999 年共出版 303 篇文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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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年被引用 552 次，則 Impact

【FAQ】

Factor 為 552÷303＝1.822。
※點選「Trends」會顯示五年來的影響
指數及其曲線圖。

逾期還書相關問題釋疑

5.Immediacy Index：立即指數
該期刊於當年所出版的文獻在當年被
其他文章引用的平均數。例如某期刊
2000 年共出版 186 篇文章，而在 2000
年被引用 37 次，則 Immediacy Index 為
37÷186＝0.199。
6.Cited Half-life：被引用半衰期
一期刊被引用次數向前累計，達到全部
被引用次數 50%所需的時間(單位：
年)；若 10 年以上其數字仍未達 50%，
以＞10.0 表示。
7.Citing Half-life：引用半衰期
一期刊引用其他期刊次數向前累計，達
到全部引用次數 50%所需的時間(單

Q：我如有逾期未還之書，如何
得知滯還金累計之金額？
A：（1）讀者可連上本館網頁（www.lib.
ntu.edu.tw）點選查詢個人借閱狀
況，輸入個人證號密碼後查看。
逾期三天內之借書僅顯示逾
期，逾期超過三天者即顯示目前
累計之滯還金金額。
（2）自行以每冊每日五元概算；請注
意特殊借閱之視聽資料及醫圖
指定參考書等資料逾期以每小
時五元累計。
（3）洽詢各借書服務台。

位：年)。
8.Source Data：
計算該期刊當年出版的文章篇數(分為

五、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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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期刊名稱前方的小方框可勾選欲輸出

A：（1）請讀者到各借書櫃檯通報登記，

者；點選 Marked List 鍵，可以列印

由工作人員至書架上搜尋；也請

(format for print)或儲存(save to file)，請

讀者再作確認，是否曾將書轉借

利用瀏覽器的列印或儲存(儲存檔案類

他人，或以為託別人代還，或書

原始研究與評論文章)以及參考書目數
量，並提供每篇文章的平均參考數量。

型建議為純文字檔.txt)功能。
2.儲存之資料請用 EXCEL 開啟，EXCEL
將自動匯入字串精靈。
（推廣服務組編審 郭嘉文）

名極為類似而產生錯覺。
（2）若確因本館作業疏漏，將不計滯
還金。為預防此情形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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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狀況或來電確認。謝謝讀者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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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已歸還所借圖書，且已繳
納滯還金，但圖書館的紀錄
仍有欠款，該如何辦理？
A：請讀者出示當時之繳款收

Q：電腦上的期刊記錄有 1945 年
的，怎麼找不到？
A：您看到它的創刊年了，本館擁有的卷
期以「館藏」所記錄的為準。

據供核對。為維護個人借書權益，請
讀者務必注視工作人員確實完成系
統中收款手續才離開櫃台，並保留至
少二個月內之收據備查。
（閱覽組流通股股長 洪玉珠）

Q：我要的期刊「館藏」只記錄
到 2001 年，有沒有 2002 年
的呢？
A：請點「最近到館刊期」，可以從小格
子中看到現刊收錄的情形，它的存放

查詢期刊館藏目錄專輯

Q：我要怎麼知道期刊的某一卷
期是放在三、四樓的過刊區
或是一樓的現刊區呢?
A：查館藏目錄時，刊名下面的框框中有

位置要看「現刊」所記載的架號。

Q：我在期刊記錄上，找不到「最
近到館刊期」的選項。
A：那表示此期刊停訂或停刊了，只有「館
藏」所記錄的那些卷期。

三行（欄）分別是「館藏地」
、
「館藏」
、
「最近到館刊期」
。
「館藏」一欄右邊
所記載的卷期置於過刊區，館藏樓層
及書架號列在「館藏地」，如：「過

Q：這本期刊有沒有電子期刊？

刊:3F 科技期刊 135 排」
；點「最近到

A：刊名下如果有「請點選網址」，表示

館刊期」，小格子裏面記錄的卷期是

有電子期刊，可以點進去看看是否有

放在１Ｆ現刊區的陳列架中，如：
「現

您需要的卷期。

刊:1F 科技期刊 37-46」
，格子裏也會
記錄其他訊息，如：遲到、催缺中（這
二種表示還未到），裝訂中（目前不
在館內）等。
還請讀者注意一下：現刊架的斜板上
放著最新的一期，掀開來裏面還有其
他期喔！如果送去裝訂的話，會貼一
張「期刊送裝訂通知」單，上面有「預
計回館時間」。

Q：怎麼看不到顯示「館藏」和
「最近到館刊期」等欄位的
框框？
A：表示這期刊只有電子期刊，沒有
紙本。
（閱覽組科技股組員 吳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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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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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中國音樂情 II

主題：認識昆蟲

12/2~8

昆蟲的世界

古琴篇

12/9~15

昆蟲世界：甦醒

古箏篇

12/16~22

昆蟲世界：自衛

琵琶篇

12/23~29

昆蟲世界：身體的構造與功能

擊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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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中國擊樂

主題：熱情感性的 Bossa Nova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播放日期

主題：生涯規劃

12/2~8

彩繪生命的藍圖 : 談生涯規劃（李鍾桂主講）

12/9~15

眭澔平與你談心 : 生涯規劃高招祕笈（眭澔平主講）

12/16~22

如何做好生涯規劃（林海崙主講）

12/23~29

命理生涯規劃 : 生涯 DIY（丘仲安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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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訊 新 31 期
發 行 人：項潔
編輯小組：李中芳 呂昭儀 吳淑姿 林兆爐
林秋薰 林雅惠 周澍來 杲景燕
徐美文 張安明 連鍾蕙 陳倩冬
本期主編：呂昭儀 吳淑姿 周澍來 杲景燕
編輯行政：邱婉容 董小菁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 11 月 15 日
刊
期：月刊 (89 年 11 月 15 日起)
復刊日期：民國 88 年 11 月 15 日
創刊日期：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
網
址：http://www.lib.ntu.edu.tw/pub/pub4.ht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no.31
發
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館
址：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
話：23630231 ext.2268
傳
真：2362-7383
電子郵件：tul@ccms.ntu.edu.tw
首
頁：http://www.lib.ntu.edu.tw/
承
印：正同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郵政北臺字第 6886 號執照登記為雜
誌交寄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006358900715

若有任何寶貴建議，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ISSN 1682-284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