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合查詢系統SLIM
登入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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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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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路徑A
圖書館首頁→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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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路徑B
整合查詢系統登入個人帳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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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方式

2
依身分別選擇

登入方式

A

B

具借書權利之校友及醫院同仁
即使有計中帳號也無法透過A方
式來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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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入個人帳戶 – 臺大教職員生

3

登入計中帳密

計中帳號

計中密碼

本校教職員工生，必須用計中帳密登入，無法使用方式B讀者證號及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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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入成功– 臺大教職員生

顯示您的姓名即登入成功，
頁面會進入到我的個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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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入失敗狀況1：
計中帳號登入成功但無法進入個人帳戶

請來電或來信至圖書館確認計中帳號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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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入失敗狀況2：
計中帳號輸入有誤

計中帳密輸入有誤，請洽計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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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若計中帳號失效或讀者檔失效亦無法登入



B
登入個人帳戶 –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4

請輸入讀者證號(即條碼號)登入，舊系
統帳密失效，新系統統一將密碼預設與
帳號相同，須注意大小寫

◎退休人員、醫院編制與其他類型讀者之證號：
證號為條碼號，為身分證字號後面加檢查號，初
發證之檢查號為1，補發一次為2，二次為3..。
例：身分證字號A123456789，讀者證號請輸入
A1234567891。

◎具借書權利校友之讀者證號：
憑校友中心核發之校友證來圖書館辦理借書權
利，證號為條碼號，為身分證字號英文字後加
檢查號，初發校友證之檢查號為0，補發一次為
1，二次為2..，再加數字部分。
例：身分證字號A123456789，讀者證號請輸入
A0123456789
◎三校讀者、語文中心學員、訪問學生等讀者
證號：
證號為條碼號，即為學員編號或其他編號。
例：編號為U123456，讀者證號請輸入U123456

◎研究計畫主持人之證號：
證號為身分證字號後面加檢查號9，
例：身分證字號A123456789，讀者證號請輸入
A123456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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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登入個人帳戶 –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顯示您的姓名即登入成功
頁面會進入到我的個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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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登入失敗 –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請來電或來信至圖書館確認讀者證號是否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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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若讀者檔失效或超過有效期限亦無法登入



B
忘記密碼–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1

2
無計中帳密者，若不記得密碼，
或登入密碼失敗超過10次而遭
鎖定者，可於輸入帳密下方點選
「忘記密碼」功能

14



B
忘記密碼–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輸入讀者證號及email即會
自動寄送連結至該信箱 15



B
忘記密碼–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點選所收到Email下方之連結後
即可開啟修改密碼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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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忘記密碼– 無計中帳號者
(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於email收到連結後點選，即可
出現設定新密碼之功能，請輸入
帳號及新密碼，須注意密碼規則，
修改完畢後可立即登入使用，帳
戶被鎖定者亦將自動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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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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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點選右上角姓名

1

點選「個人資料與借閱紀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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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可查看：已借閱館藏、已預約
館藏、罰款、個人資料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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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 更改聯絡方式

點選「修改個人資料」可
修改地址、電話、EMAIL

請點選「我的個人資料」

首次登入，請先確認您的聯絡資訊是否正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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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 更改聯絡Email

請改成您慣用的Email Address，系統僅
能設定一組EMAIL收發圖書館信件通知。3

4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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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 修改密碼
限無計中帳號者(含校友、醫院編制、退休人員等)

點選「修改登入密碼」

使用讀者證號及預設密碼登入者，建議登入後自行修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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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 查看借閱館藏

點選「已借閱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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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 查看借閱館藏

可以看到目前借了那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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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預設排序規則為「到期日-最舊」，
最上面即可看到最近到期之書籍。



查看個人帳戶 – 查看借閱歷史

如果想查看您的借閱歷史，可
在此選擇「我的借閱歷史」

舊系統借閱歷史資料無法匯入至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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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 查看借閱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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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看您借閱過的歷史紀錄

可用排序規則：「歸還日期-最新」
即代表最近的還書



個人化功能 – 提醒圖示

項目右邊會出現「提醒圖示」
代表有特殊事項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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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功能 – 提醒圖示

有罰款未繳預約書到了有書逾期
被停權 or 其他通知
請留意通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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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功能 – 提醒圖示

有罰款未繳

有書逾期

被停權 or 其他通知
請留意通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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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書
到了



個人化功能 – 已借閱館藏逾期

有書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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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的書籍上面會顯示
「目前預計罰款」，待
書籍歸還後，才會產生
正確罰款



個人化功能 – 檢視罰款

有罰款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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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手續費」代表
已還圖書且產生罰款，
系統會顯示每筆罰款金
額，以及全部總額



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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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以下情況您可使用「預約」功能
1.館藏外借中、傳遞中、編目中等狀態
2.館藏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
3.其他因素暫時無法取得

請注意：無出現「預約」功能代表
1.館藏內有其他相同書籍且可流通之物件
2.不符合預約政策之館藏
3.讀者有書逾期、罰款未繳或封鎖等訊息 34

代表目前借書者
的到期日

0預約代表目前後
面沒有其他預約者
1預約代表有1位
依此類推……



請注意
要先「登入」，
才能使用預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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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1
點選「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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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2

選擇「取件的館藏地」

3

點選「申請預約」，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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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綠色視窗代表預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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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紅色視窗則代表預約失敗，例
如這本書已被自己借閱



查看個人預約紀錄

代表有可取預約書，會顯示在前面，
日期則為取書期限YYYY/MM/DD

0代表有排序為前面沒有其他預約等待
1代表有排序為前面還有1個預約等待者
2代表有排序為前面還有2個預約等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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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取消預約，
但系統無法修改取書地點



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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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借

• 新系統允許您於最長借期內不限次數的在任何時間
執行續借(該書後面無人預約、無任何借閱書籍逾期、
讀者無任何凍結狀態)

• 每次續借，到期日將自續借日重新展延N天，但
「總」借用天數限制為N x 4天
• N = 您一次的借期
• 例如您一次的借期為60天，點選續借，到期日會從點選

日往後延60天。
• 但當您已經借用230天，再次續借只能延後10天(60 x 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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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個人帳戶
點選右上角姓名

1

點選「我的借閱清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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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借

若有可續借之館藏
將出現續借按鈕
點選「續借」

4
3

或可利用「續借全部」
來執行，續借不限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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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先利用排序規則：
「到期日-最舊」來排序



續借成功

完成續借，會出現「已續借」，
立即出現新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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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借部份成功

若執行全部續借，若只有部
份成功亦會跳出提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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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逐筆顯示是否續借成功，
以及續借不成功的原因



續借失敗

系統亦會逐筆提示續借不成功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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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執行全部續借但都失敗，
系統會跳出提示訊息



查看最長可借閱日期

47

可利用「v」來展開或收合
詳細資訊，或可利用上方
按鈕全部展開或收合

可於每筆紀錄最下方查看
「最長可借閱日期」



查看後面是否有其他讀者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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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v」來展開或收
合詳細資訊，或可利用上
方按鈕全部展開或收合

若借閱狀態顯示為
「Recall」代表後面有讀
者預約，無法執行續借



臺大圖書館
流通櫃台

02-3366-2353
tulcir@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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