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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9期  民國 90年 1月 15日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週休二日之後，圖書館開放時間大致不變，僅作館舍內服務點的局部調整！／自2/1起提供與國北師、

世新大學館際圖書互借服務！／新增臺大近代名家手稿真蹟館藏／閱選服務範圍擴大了！／敬請提供教

師指定閱讀書單！／圖書館學科館員一覽表／有人預約的圖書會縮短借期喔！ 「SDOS 電子期刊全文資

料庫」快速入門 「與讀者有約」座談會讀者意見及說明紀要 FAQ：請問圖書館如何處理借書逾期未

還的讀者？ 90年 2月視聽節目表 

 
 

【最新消息】 

新年新希望，願圖書館的館藏資源
及各項服務，能為各位讀者在學術

領域上，提供最大的助益。雖然 90
年起實施全週休二日制，但圖書館

同仁一本服務熱忱，在開學期間，

仍照往昔一般提供服務，如總圖每

日開閉館時間不變、24小時自習室
照常開放等，僅因人力調配緣故，

在館舍內部分服務點的時間上略

作調整（其他週一至週日各點服務

時間不變）— 

 總圖書館調整時間如下— 
地點—服務 週六 

還書櫃台、辦證 不開放 

教師指定閱讀圖書室 移至借書櫃台

多媒體服務中心 8:20—17:00 

服務櫃台、開架資

料區、研究小間 8:20—17:00 

微縮資料 8:20—16:40 

善本書、線裝書、

校史、帝大資料 不開放 

五
樓
特
藏
資
料
區 

地區資料、國際十

進圖書分類法舊籍 
8:20—11:40 

14:30—16:00 

 醫分館調整時間如下— 
開館時間：週一至週五—校外讀者與校

內讀者同，週日 9:00—12:50 
借還書：週日 9:00—12:30 
閉架圖書室、資訊檢索、視聽及電腦教

室：週六、日不開放 

 法社分館調整時間如下— 
地點—服務 週六 
官書資料室 不開放 
借還書/地下室書庫 8:10—11:50 

法
社
分
館 

電子資料庫及多媒

體檢索 不開放 

法政研究圖書室 不開放 
經濟研究所圖書室 不開放 

 各系圖書室調整時間如下— 
圖書資訊系圖書室 週六 

閱覽 8:30—11:50 化
學
系 

借還書、 
光碟查詢 不開放 

生化所圖書室 
海研所圖書室 
數學系圖書室 
物理系圖書室 
大氣系圖書室 

不開放 

全館服務時間詳見本館網頁（http://www.lib. 
ntu.edu.tw/general/time1.htm）。（推廣服務組組
員 李文馨） 

自2/1起提供與國北師、世新大學館

際圖書互借服務！ 

自90年2月1日起，本校與世新大學開放圖

書互借服務，雙方交換10張借書證，每張證

件可借5本書，借期2個星期，可續借一次；

另原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交換20張館際合作

借書證，自2月1日起增加為40張借書證。

意者請至總圖一樓流通服務台洽借，自行前往

該校圖書館借書，歡迎多加利用！（推廣服務

組幹事 陳逸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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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臺大近代

名家手稿真蹟館藏 

圖書館為增加珍貴館藏，積極蒐集本校

教授校友中屬文學﹑史學及哲學之近代名家手

稿真蹟，已入藏之名家計有：外文系王文興教

授﹑外文系校友葉維廉教授及白先勇教授；中

文系臺靜農教授﹑鄭騫教授﹑葉慶炳教授，及

林文月教授等人。目前正假五樓特藏資料區展

出『王文興教授手稿資料展』，並已著手籌備

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展相關事宜，歡迎前往參

觀。（特藏組主任 夏麗月） 

 

閱選訂購範圍擴大了！ 

為了加速徵集國內出版的新書，圖書

館已於 89 年 5 月起推出通識性新書閱選訂

購，包括一般通識類圖書、得獎作品、報章書

評推介的好書，以及讀者薦購的新書等。今年

度閱選訂購範圍將擴及於所有國內出版品，凡

是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各類新書，出版後

書商將立即送書到館，經選書小組的挑選，在

最短的時間呈現給讀者。當您經過圖書館二樓

及四樓的新書展示區時，不妨停下匆匆的腳步

翻閱新書，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哦！（閱覽

組股長 劉雅姿） 

 

 

敬請提供教師指定閱讀書單！ 

為配合各系所教學，並即時提供學生指定閱讀

所需圖書資料，圖書館閱覽組「教師指定閱讀

圖書服務」已於日前發函各系所周知。歡迎各

位老師踴躍利用本項服務，開列八十九學年度

第二學期課程指定書目（法社及醫學院目前僅

受理通識課程之推薦）。（閱覽組組員 陳三

義） 

 

圖書館學科館員一覽表 

責任系所名稱 館員／連絡電話 

圖資、視聽教育館 田民民／ 
23630231轉2402轉202

中文、日文 劉雅姿／ 
23630231轉3272轉309

外文、音樂、戲劇 林鳳儀／ 
23630231轉2402轉201

人類、歷史、語言 連惠美／ 
23630231轉2164轉209

藝術、會計、國企 蔡淑玲／ 
23630231轉2297轉204

社會、新聞、國發 林淑婷／ 
23630231轉2297轉205

財金、資管、管院 連鍾蕙／ 
23630231轉2297轉203

工管、哲學、商學所 張素禎／ 
23630231轉2620輚318

地質、大氣、海研 郭美玲／ 
23630231轉2052轉408

心理、地理、生化 吳淑姿／ 
23630231轉2052轉407

動物、植物、漁科 宋志華／ 
23630231轉2053轉405

電機、光電、電信 王  禧／ 
23630231轉2622轉401

機械、應力、水工 
、醫工 

郭碧芬／ 
23630231轉2622轉402

材工、資工、環工 王秀卿／ 
23630231轉2623轉312

土木、城鄉、工工 劉京玫／ 
23630231轉3272轉321

化工、造船、工院 黃敏慧／ 
23630231轉3272轉320

園藝、農藝、生統 陳鳳如／ 
23630231轉3163轉316

畜產、獸醫、農院 游寶釵／ 
23630231轉2053轉406

農經、農推、 
生物機電 

何燦君／ 
23630231轉3163轉317

森林、植病、昆蟲 劉應琳／ 
23630231轉2623轉313

農化、食科、農工 周素紅／ 
23630231轉2623轉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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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預約的圖書會縮短借期喔！ 

為加速圖書流通率以服務讀者，本館將

自九十年二月十九日起實行“預約圖書縮短

借期”新措施，有關內容說明如下： 

一、當您借書時，若系統發現此書尚有其他讀

者預約，會自動縮短一半借期，即：原借

期60日者減為30日；原借期30日者減

為14日；若原借期日為14日者借期不變。 

二、圖書外借後才被預約者，並不強制縮短原

借書者借期，但圖書館會寄出電子郵件通

知，敦請借書讀者及早還書。 

三、若各院分館及系圖書室對館藏之借期有不

同規定者，各從其規定。 

敬請讀者多加配合，如有任何建議或問

題，請洽圖書館閱覽組流通股（校內分機

2274），E-mail：tulcir@ms.cc.ntu.edu.tw（閱覽

組股長 洪玉珠） 

 

【活動報導】 

「與讀者有約」座談會 

讀者意見及說明紀要 

提供使用者導向的資源服務，一直是圖書館營

運所致力的方向與目標。為瞭解同學們利用館藏資

源之需求，以及對各項服務的建言，十二月份已先

於校總區舉辦三場座談，特記錄活動內容如下—— 

 關於圖書採購、編目與裝訂 

1. 熱門館藏（尤指教師指定閱讀）遇有多人
預約情形時，可考慮購置複本。 

說明：圖書館系統中凡同時預約達三人以

上者，即自動產生訊息，館內學科

館員將過濾書目資訊後，提出請購

複本。 

2. 過去對精裝圖書只黏貼一張書標於外層書
皮，極易損毀脫落，未知是否改進？ 

說明：目前處理精裝圖書已黏貼二張書標。 

3. 可否請圖書館裝訂受損之平裝書？ 
說明：讀者歸還圖書時，圖書館同仁會加

以檢視，並將嚴重脫落影響使用之

平裝圖書送裝訂。 

4. 同學遇找不到資料，通常會自己購買，目
前利用網路購書很方便。而有時到圖書館

翻閱圖書，會發現圖書館採購價格有比較

貴的情形。 

說明：本館圖書有些是各系自行採購，有

些是圖書館採購，來源不一，採購

價格較貴的情形，我們會注意；而

因受政府採購法規範，圖書館曾徵

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並與學校

會計室協商，俟利用信用卡網路購

書開放後，採購途徑將會更多元。 

5. 在圖書館瀏覽人文學科館藏時，發覺不同
學科間館藏量落差大，而文史部分之大陸

書籍收藏不如清華大學圖書館；另有部分

原係文圖不可外借之舊籍，還未編目，電

腦上無法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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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的確各系撥款購書的情形落差很

大，我們已整理比對中研院及國家

圖書館文史類館藏清單，正陸續補

充購買，而部分舊籍資料館藏與電

腦上書目資料不符部分，我們正積

極回溯編目中。 

 

 關於期刊補購、裝訂 

6. 期刊送裝訂時，可否請圖書館留意單本不
宜太厚，以免影響閱讀？ 

說明：目前圖書館與裝訂廠商所簽訂之契

約已要求每本厚度不得超過五公

分，而舊有裝訂期刊若太厚，將送

請重新裝訂。 

7. 部分裝訂期刊有電腦紀錄，在架上卻找不
到？ 

說明：同學填寫調閱單，館員會優先處理。 

8. 裝訂期刊的時間是否可以縮短？ 
說明：我們將考慮與裝訂商協商，在期刊

送裝期間提供影印服務。 

9. 部分期刊發覺其中數頁或整個單元都不
見？ 

說明：我們將透過館際合作複印補齊。 

10. 若過期期刊缺期時如何補救？ 
說明：國外出版過期期刊會透過國外缺刊

市場購買，但通常是可遇不可求；

而國內出版過期期刊則可透過館合

補齊。 

 關於遠端檢索  

11. 從家中使用撥接上網查詢圖書館資料庫是
否有作IP控管？使用上有所不便。 

說明：資料庫檢索是以IP進行使用管理，

利用撥接查詢確有限制，目前正進

行系統Web Access Management

功能採購評估，應可獲得解決。 

 關於研究小間 

12. 研究小間使用後歸還至下次再借需間隔一
二天，使用上不甚便利，是否可研究縮短？ 

說明：有關研究小間再借之使用間隔一二

天，目前已著手撰寫電腦程式，待

測試完成上線後，將會使借用登記

更富彈性。 

 關於圖書館空調 

13. 研究小間的空調不佳，尤其在夏天更嚴
重？ 

說明：關於研究小間之空調問題，已請當

初空調設計師來看過，由於— 

（1）研究小間位置離主機較遠，空

調冷氣不易送達； 

（2）研究小間所處多為西曬位置。 

故雖已無法由空調設計本身來改善，我

們仍計畫採以下方式來彌補： 

（1）改善通風口設計—原為輻射

狀，改為直吹式； 

（2）添購電風扇。 

希望能藉此提供讀者較佳的使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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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下一樓自習室太冷？ 
說明：同學大多於夏季間反映自習室過

冷，這可能是內外溫差過大所致。

我們會再對館內溫度進行測量，並

可仿照捷運車廂，考慮將自習室區

分為弱冷區、強冷區。 

 

 其他讀者建議 

15. 讀者意見單可考慮設於館內方便讀者自由
取用之處，非目前僅置於諮詢服務台，以

提高讀者填寫意願。 

說明：謝謝建議，圖書館將研議辦理。 

16. 對於此類座談會，可搭配利用指導、新知
推廣活動舉行，以增加使用者參予之誘

因，且時間以精簡為宜。 

說明：謝謝建議，圖書館將研議辦理。 
（館長室組員 張慈玲） 

 

Let's Talk about Christmas！ 

圖書館資源利用大賽 

 

 

圖書館自89

年12月18日 (一) 

至12月22日 (五) 

連續五天舉辦「圖書館資源利用大賽」，提供

100道聖誕節相關題目，利用圖書館館藏資源

答題，感謝各位同學的熱烈參與，答對題數最

多前三名分別是： 

第一名葉正聖（資工所）、 

第二名簡瓊雯（圖資所）、 

第三名許智瑋（資工所）。 

恭喜其他答對的同學亦獲得圖書館的精

美禮品！也感謝所有同學踴躍參加。各題之解

答及出處，均公告在一樓參考諮詢臺前之海

報、圖書館首頁及 BBS 之圖書館版，提供各

位同學參考。（推廣服務組組員 陳逸蓓） 

 

           真情浪漫—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 
由圖書館主辦，行政院文建會指

導，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協辦下，享譽台

灣藝壇水彩畫三大巨擘之一的楊啟東先

生假本館地下一樓展覽廳舉辦「真情浪

漫—楊啟東先生繪畫精品展」，展期自89

年12月22日至90年3月31日。 

該展覽除了以編年方式，選出近

百幅代表作展出，更將以人物等主題

變化，使觀賞者一窺其作品豐富全

貌，歡迎各界人士前往參觀。（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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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SDOS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快速入門 

 您可以隨時線上瀏覽全球最大期刊出版商Elsevier所有期刊最新及各期的目次！ 

 您可以一次查遍1,369種期刊、114萬多篇文章，蒐集您需要的相關文章! 

 您還可以直接把全文印出來哦！ 

「SDOS」涵蓋學科為：醫學、農學、生

命科學、數學、物理、化學、電腦及社會科學

等領域，歡迎多多利用。 

 

 瀏覽期刊目次步驟123  
步驟1： 

點選字母，可看到各字母開頭的期刊清單；或

點選各領域，可以看到涵蓋在該領域之期刊清

單。 

步驟2： 

點選「期刊名」，可以看到該期刊各卷期。 

步驟3： 

點選卷期，可連結該期之目次頁，瀏覽各文章

篇名、作者及起迄頁碼，並提供連結摘要及文

章全文。 

 

 查詢期刊步驟123 
步驟1： 

只需在期刊目次網頁上端的「檢索方框」鍵入

單字或是字串。 

步驟2： 

選擇查詢的檢索欄位，檢索方框旁有下拉式選

單，可以選擇查所有檢索欄位或者只查特定之

檢索欄位（如作者、篇名等）。 

步驟3： 

點選「檢索按鈕」開始搜尋，等待查詢結果，

即大功告成！ 

 

 

 

 查詢技巧123 
技巧 1：「檢索方框」可輸入單字或字串，大

小寫視為相同，單字的順序沒有差別 

技巧 2：您所鍵入的字詞間的關係預設為

「AND」；也可運用大寫的「OR」、

「NOT」來查詢。 

技巧3：用引號(“ ”)表示要查得和引號中完

全相同字詞的資料，如此可以得到精

確的查詢結果。 

 

 線上閱讀全文及儲存列印 
點選「Article Full Text」，系統將自動開啟

「Adobe Acroabat Reader」，即可線上閱讀PDF

格式之文章全文。利用工具列及選單可移動文

章或調整顯示。 

 

利用瀏覽器或Acrobat Reader 中的儲存及列印

功能，即可存檔及印出全文。 

 

 進入途徑 
由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ntu.edu.tw 

）之「資料庫檢索」進入，由「電子期刊全文

資料庫」選「SDOS 」。 

或由首頁「電子期刊」或「館藏目錄」以特定

期刊連結「SDOS 」。 

「SDOS 」限在校區內使用（即 IP 為

140.112.X.X），不可設定代理伺服器(Proxy)。 

 

(推廣服務組組員 陳逸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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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請問圖書館如何處理借書逾期未還的讀者？ 

A：目前圖書館對於借書逾期未還之讀者，僅能以罰停借方式處理，
即讀者一旦有書未還，就不能再借其他書，也暫時失去預約續借

等權利，停借天數之計算係自歸還日起計，每冊書每逾期二日，

加罰停借一日，亦即若借出10本書，每本逾期6日，即使將書還

清，仍將暫停借書權利（含預約、續借等）30 日，若長期未還，

凍結天數將不斷累計，請讀者務必及早還書，以維護自己借書權

利。 

 

而圖書館對於逾期未還之書，均透過以電子郵件方式催還，無e-mail 帳號者則列印通知

單投遞至系所信箱處，館員亦定期檢視系統中逾期之書，以電話或書面方式加以催還，

若讀者發現有逾期許久未還之書，亦請逕向櫃檯反應，我們會儘速處理。 

 

的確，對於逾期館藏之催還問題，目前本館礙於規定，只能以柔性方式（多次書面或電

話通知）處理。也曾在全校圖書委員會上，提議以罰款方式促請讀者及早還書，但未獲

通過，我們也考慮過其他可行方式，如行文至各系所公告或凍結選課註冊權利等，以加

強館藏之催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歡迎讀者集思廣益，提出可行方案，以提昇圖書

資源利用率。 

 

Q：如何推薦圖書或其他類型資料?？ 

A：在確定圖書館沒有館藏您想要借閱的圖書或其他類型資料
時，不要失望喔!趕快點選總圖網頁右上角的 館藏目錄 ，畫

面右下角會出現 推薦書刊 的選項，只要依指示填入必要資

訊，本館將依推薦資料之所屬學科轉請相關系所做為採購參

考，並於一個月內將處理結果公布於BBS圖書館板。 

 

（館長室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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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節目表 
總圖書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90年 2月份自播頻道節目預告，歡迎您前往觀
賞聆聽。以下節目詳細介紹或異動情形，請參見多媒體服務中心網頁

(http://140.112.195.87/guide)。 

 

一、有線電視播放服務 
【頻道 38：台大知性頻道】 【頻道 39：台大藝文頻道】        主題 

日期  主題：Victimes and the Media  主題：第一屆山胞藝術季 
2/05—2/11 Covering Rape Victim 體能競技 
2/12—2/18 Covering a Murder Victim’s Family 詩歌朗誦 
2/19—2/25 Covering Gulf War Refugees 歌舞表演 

2/26—3/03 Dr.Frank Ochberg on Victimization and 
PTSD 美術特展 

 
二、音樂頻道播送服務 
【音樂頻道一、西方音樂專輯】  主題：小提琴大師費滋的傳奇 
【音樂頻道二、東方音樂專輯】  主題：北管的藝術 
【音樂頻道三、有聲書節目】    主題：各家思想在管理上的應用 

播放日期 主題 主講人 
2/05—2/11 易經對管理的影響 曾仕強 
2/12—2/18 談老莊思想在管理上的應用 王邦雄 
2/19—2/25 談道家思想在管理上的應用 李亨利 
2/26—3/04 談法家思想在管理上的應用 黃光國 

（視聽服務組組員 張瀚文‧洪翠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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