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崑山技術學院圖書館館訊 第二期 

 

 圖書館大事紀 鄭景文 
 

「自助借書機」啟用！【88 年 9 月 17 日】 

  常常覺得圖書館流通櫃檯很擁擠嗎？現在有新的選擇！全新的自助借書機配合最

新版流通系統正式上線。只要把學生證往自助借書機上一放，再將書背向裡側一靠，最

後蓋上到期章，便可輕輕鬆鬆借閱圖書。讓讀者除了領略遨遊書海的樂趣，還能充分體

會高科技產物帶來的便利！ 

 

從參觀教育到生活教育【88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日】 

  圖書館於新學年開始，協請軍訓室安排四技與專科部新生的參觀教育活動；藉此讓

新進讀者更加認識本館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與相關利用規定。爾後，本館亦將因應學校生

活教育、提供良好閱覽環境等措施，糾正讀者入館時之不當舉止，俾完整落實圖書館利

用教育。 

 

圖書館網頁全面改版【88 年 11 月 27 日】 

  想要不出門就能享受貼心服務嗎？十一月廿七日起，圖書館網頁全面改版，整合更

多線上即可辦理的功能，如館藏查詢、續借、預約等，提供圖書館利用小常識，及直接

連線使用各種資料庫。讀者只要透過網際網路，不必屢次親臨，即可遨遊知識領域並享

用諸多方便。進一步將會從線上申請館際合作、業務電子化等方向，逐項擴充服務層面，

所以讀者可時時檢閱圖書館網頁，留意越來越多樣化的服務方式。當然，更歡迎隨時透

過網頁上的專用信箱，提供寶貴建言。 

 

知識無盡藏，資訊千禧航【88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 

  迎接公元兩千年，圖書館特別參考了「知識無盡藏，資訊千禧航」這句第卅屆全國

圖書館週的口號，把主角放在圖書上。邀集五大書商，陳展包括設計、建築、藝術、工

程、環境保護，以及一般的文理科用書，種類繁多，盛況空前；配合飲食郵票、文玩禮

品、電腦週邊媒體展覽等，節目多樣化。加以每日兩場偶像電影播放，主演的明星如梅

爾吉勃遜、茱莉亞蘿勃茲、基努李維等，皆具超級票房舵手地位。自十二月六日至十日，

參觀者絡繹不絕，同時大幅提升了圖書館利用率與借書量。 

 

圖書館接受改名科技大學訪視【88 年 12 月 16 日】 

  配合教育部委員蒞校進行改名科技大學訪視行程，圖書館於十二月十六日備妥業務

資料，接受訪視。經各委員參觀指導，就館內所提供各項服務與設施，以及運作制度等，

均感滿意；尤對目前圖書館界特別注重之線上資料庫一項，多所稱道。日後本館將更努

力，參加相關訂購聯盟，引進更多資源，俾便在未來改名科技大學後，給予讀者完善的

遠距存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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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讀者利用圖書館時應具備之基本概念 張芳菁 

前言 

  服務於崑山圖書館六年的時間，這六年來處理許多讀者使用圖書館時所發生的問

題，有些是因為讀者在使用圖書館前未充份瞭解使用規則而產生，例如借書期限、如何

辦理續借、逾期罰款，當然問題並非都是在讀者身上，有時因為出納櫃檯瞬間湧入多位

讀者辦理手續，館員在一時忙亂中也是會出錯的。 

當問題產生時，姑且不論誰是誰非，能夠完全解決問題才是最根本。在館員方面，

以本館來說，每週固定一次的會議，會將本週來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讀者的反映做一總

結，期望能夠提升服務水準。在讀者方面，則希望讀者能夠心平靜氣的與館方討論，共

同找出雙方認可的解決方法。今天不管到任何一個圖書館，使用方式幾乎大同小異，因

此藉著館訊的一角，對於讀者使用圖書館時應具備的基本概念提出個人意見。 

一、入館 

  幾乎所有的圖書館都一樣，入館要驗證，只要具備館方認可的證件便可以自由

進出圖書館。以本館而言，本校學生需具備學生證，教職員工請準備教職員證，與

本館締約的合作館，則持「館際合作閱覽證」以便查驗。 

  學校是個小型社會，學生證就如同身份證般的重要，若是不小心遺失且未做好

完善的掛失手續，證件遭人冒用，將會影響自己的權利。 

二、借書 

  讀者進到圖書館，除了看報紙、期刊或是上網、複印外，借書通常是入館最大

目的，因為圖書館是提供免費圖書閱覽的最好場所。一般而言，圖書借閱期限通常

是兩個星期，視各館流通政策及館藏量而定。 

  借書時，出納櫃檯會要求出示有效證件，讀者需注意的是，不要將自己的證件

借給他人借閱圖書資料，想想看，當該筆資料未還清時，所損害到的是自己的權利，

例如逾期罰款或是圖書遺失賠償甚至被館方停權借閱。 

  目前許多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在出納櫃檯均會擺設雙螢幕，雙螢幕的作用就是

讓讀者及館員看到同一操作畫面，當讀者對於館員的操作有疑問，隨即可以提出

來。讀者對於交易紀錄及歸還日期要做確認，館員同時也必需對交易紀錄及交易數

量與讀者核對。 

三、還書 

  圖書館自動化之後，各館的還書步驟略有不同，有的館需同時持證件及圖書到

出納櫃檯辦理，有些則只要帶書籍到館辦理。不管是何種方式，切勿將要歸還的書

籍丟在出納櫃檯上便離開，如此容易造成明明圖書已經歸還卻仍收到逾期通知單或

是催還通知單。辦理借還書時，需要讀者及館員做確認交易的動作，完全無誤後才

能離開。 

四、續借 

  因為有些書籍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利用，借閱時間太長又會產生逾期罰款，所

以圖書館流通政策設有續借服務。通常續借期限與第一次借閱期限相同，例如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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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期限是兩個星期，續借也是兩個星期。但是要注意的是，各館的續借算法不同，

有的館是以到期日再加上續借期限，有的館則是以讀者辦理續借之日加上續借期

限。舉例來說，某甲在本館的圖書借閱期限到三月三十一日，某甲因仍需要此本圖

書而在三月三十日前來辦理續借，手續完成之後，某甲借閱期限延長到四月十三

日，若是他在三月三十一日才來辦理續借，那麼期限可到四月十四日。 

  續借手續其實不一定要親自到圖書館來辦理，已完成自動化的圖書館，讀者只

要能夠連線到館方的圖書查詢系統，進入讀者本身的借閱狀況查詢，便可以輕輕鬆

鬆的完成續借手續。續借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成功，原因大致如下：1.借閱己逾期；

2.該本圖書已有預約者。圖書館界曾經討論續借與預約哪一個該優先，雙方的理由

都很充足，不過目前大多數圖書館仍是採用預約重於續借這個論點。 

五、預約 

  當讀者在查詢系統中查到館內有自己所需的圖書，但是卻正外借中，遇到這種

情形時，預約的功能便展現了。在各類型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中一定設有預約功

能，有的可以由讀者自行做線上預約動作，有些則必須由館員協助完成，一旦完成

預約，讀者要隨時注意是否收到由圖書館發出的「預約書可借通知單」或是館內佈

告欄有張貼「預約書到館通知」。通常預約書回館後，圖書館會保留一段時間給預

約者來借閱，期限已到而尚未借出的，館方會取消預約並通知下一位預約者或是撤

回書架上供其他讀者借閱。 

六、逾期罰款 

  圖書館內的圖書種類包羅萬象，同樣一本書不會重複購買，為了顧及所有需要

此書的讀者，訂定了借閱期限、續借、預約等規則，但是有些讀者忽略了這些規則，

造成其他讀者的不便，因此圖書館才有逾期罰款的罰則出現，罰款計算方式依各館

政策而定，一般是以逾期每日每冊二至五元來計算，這些罰款收入並不是由館方人

員私吞，通常是用來購買館內所需的圖書儀器設備。圖書館非營利單位，收取逾期

罰款是不得已的手段，若有不影響讀者權益而且更好的罰則，我想圖書館應該會樂

意使用的。 

七、圖書報失 

  讀者將圖書借閱出去後，對於這些圖書便有保護的責任，若是一時不慎將書遺

失，建議最好儘快到圖書館辦理圖書報失手續。辦理圖書報失後，館方會給讀者一

段時間找書或是買書，已找到書，就儘快歸還，若是已無法買到原版圖書，則該與

館方商量是否可以補新版圖書或是直接賠書款。 

  有的讀者可能因為沒有時間找書而願意直接賠書款，其實不太建議這麼做，因

為大多數的圖書館對於直接賠書款通常是加倍收費的，以崑山圖書館來說，如果讀

者要直接賠書款，所收取的金額便是原書定價的三倍，對讀者而言是一筆不算小的

費用。 

八、館際合作 

  圖書館內的資源雖多，卻無法滿足所有的讀者，館際合作，顧名思義就是館與

館之間的合作，館與館間的合作有哪些呢？以崑山圖書館來說，本館已加入「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讀者無法在館內順利找到的期刊資料，只要填寫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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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有館藏的館名，本館便會將您的需求寄給對方，對方查證確實為其館藏，就會

將全文影印郵寄給本館，再由本館通知您前來取件，郵件往返再加上對方處理時間

約需兩個星期，讀者所要負擔的是郵費及對方訂定的影印費及服務費（此方式不適

用圖書互借）。 

  另一個方式是締約合作，本館目前與成功大學圖書館、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

館、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圖書館、高雄海洋技術學院圖書館、遠東技術學院圖書館互

換借書證，讀者只要持證件來館辦理換證，便可到上述各館借閱圖書，借閱規則依

各館政策而定。 

  還有一個「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館際合作」，性質與上述相同，但是這個合作

是遍及全國技專校院共六十三所學校圖書館，同樣地，只要持證件來館辦理換證手

續就可以使用，借閱冊數是五冊，借期十四天。 

九、通知單處理方式 

  圖書館的通知單有多種類，如逾期通知單、預約可借通知單、緊急催還通知單、

到期通知單等等，這些通知單發放不一定是印在紙上逐一通知，現在最流行的

E-Mail 也被廣泛運用。讀者只要在圖書館的系統中設定好自己的 E-Mail 位址，任

何要通知的訊息便會自動發到讀者的信箱中。 

  紙本式的通知單輾轉送到讀者手中，通常已過了一段時間，因此常會有讀者來

館抱怨，明明已經還書了，怎麼還有到期通知單；或是，拿到預約可借通知單，卻

已被下一位預約者借出了，這是紙本式通知單的最大缺點。而電子式通知單，雖然

是即時通知，如果讀者未養成天天看電子信箱的習慣，上述情形還是會發生。 

  拿到通知單時該如何處理呢?收到預約可借通知單，最好儘快辦理借閱手續以

免被取消；逾期通知單，則要確認是否尚未還書，如果不是，記得到圖書館處理；

到期通知單，先看清楚館方所發出的時間及自己收到的時間，如果確定已還，可以

不必理會，若還不放心，可以上網連線到圖書館的查詢系統查詢或是親自到圖書館

做驗證。總之，圖書館所發出的任何通知單都是攸關讀者本身的權益，不可輕易忽

略。 

結語 

  圖書館內的寶藏是源源不絕的，有人可以經常到圖書館來輕鬆挖寶，其實方法無

他，圖書館是很友善很開放的，只要弄清楚使用規則，瞭解使用程序，無限的資源寶藏

就等著您來發掘。 

 

 

 

 

 

 

 

 

圖書館收藏的資料並非能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因此館與館之

間便發展了館際合作。館際合作的項目包含借書、資料複印等，

八十八年十一月起更發展了線上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暨館際合作

系統，可由線上直接查詢館藏並申請館際合作。 

  提升您利用圖書館的能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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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淺談本館圖書採編作業流程 曾安吟 
 
  圖書館是以服務讀者為首要職志的單位，就服務而言通常分為技術服務和讀者服務

二部分，讀者服務與技術服務是相輔而相成的，沒有好的技術服務是無法提供好的讀者

服務；沒有好的讀者服務就不知現有的技術服務是否能夠滿足讀者的需求，尚有哪些待

加強的地方？今天我先就技術服務中的圖書採購及圖書編目做一簡單的介紹。 
壹、圖書採購 

    資料的採訪或徵集是圖書館業務的前哨站，圖書館館藏品質的高低能否合乎讀

者的需求，端視採訪工作是否能有效的進行。本館的館藏採購工作分為圖書採購及

期刊採購，這裏我們所要談的圖書採購是不包含期刊資料的。以下就本館之圖書採

購流程做一簡要的介紹。 

一、編列預算 

  本館每年配合學校的預算編列進度編列總預算，圖書預算即為其中之一

項，圖書預算包含中文圖書、西文圖書以及非書資料。各系科之經費預算按各

系科之教職人數及學生人數比例分配。若有特殊需要則編列特別預算，如：新

成立之科系因館藏數量較少，則由圖書館之預算經費中另撥一特別預算予新成

立之科系。 
二、提出需求 

  本校於八十五學年度改制為技術學院，目前又即將升格為科技大學，因此

本館圖書採購以西文圖書及非書資料為主，中文圖書為輔，以期提高本館館藏

的品質。本館於每學期初進行圖書介購，在三月及九月時通知各系科圖書負責

老師開始進行推介的工作，各系科在所分配到的經費範圍內提報所需之各類型

圖書資料予圖書館，由圖書館統一採購。各系科所提之書單以專業圖書為主，

一般性的圖書則由圖書館來採購，如：各大書局排行榜上的暢銷書籍。同學們

也可經由本館自動化系統(網址：192.192.30.3)的「圖書推薦」功能，推薦自

己喜歡或需要的圖書資料。 

  為了增加圖書館的館藏量及不浪費學校經費的原則下，本館處理各系科或

同學們所推介的書單是採複本不購的政策，即館藏皆以一本為原則，若某書的

流通量(即借閱率)大的話才考慮購入複本。 

三、訂購方式 

  圖書館的訂購方式一般分為向出版社訂購、向書店訂購及向代理商訂購等

三種。向出版社訂購又稱為直接訂購，優點是直接辦理各項訂購手續可縮短購

書所花的時間；缺點是必須與每一家出版社聯絡較為繁瑣，若遇問題則需花費

較多的時間處理。向書店訂購，許多書店為出售圖書而編有營業書目，可提供

圖書館員於採購時一份參考資料，但容易對書局產生依賴進而被書局所限制無

法提供營業書目以外的圖書。向代理商訂購，圖書代理商是一種大規模經營書

籍的行業，以性質而言是為圖書貿易商或批發商，是書籍的分發者，加速書籍

的流通，對圖書館的採訪有很大的便利性，尤其對外國書刊的採訪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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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本館所採用的方式係先向代理商進行採購，但有些出版品僅由出版社

直接銷售，代理商無法購得，故須直接向出版社訂購；所以可說是向代理商訂

購與向出版社訂購相互配合。。 

  本館選擇圖書代理商的原則有以下四點，一是配書率的問題，所謂配書率

是指訂購的種數與採購回來的種數的比例，比例愈高的代理商愈好。二是時

間，時間愈短所配到的圖書愈多愈好。三是價格與付款，代理商的收費價格與

付款方式也要考慮。四是信譽，代理商是否忠實可靠。就以上四點加以評估選

出一最好的代理商，選好代理商後則將本館的介購清單送至代理商處進行採

購。若原有的代理商表現不佳則考慮汰換。 

四、到館驗收 

  代理商將配好的書籍一一寄至館內後，由本館負責驗收之館員進行點收的

工作，除核對是否為本館所訂購的書籍外，驗書時還要注意以下幾個狀況： 

 1.  有無缺頁、重頁的現象。 

 2.  裝訂是否完好，裝訂是否與訂購的要求相同。 

 3.  版本、版次是否與訂購要求相符。 

以上幾項均順利驗合後，即可加印圖書館的館章完成驗收的工作，若有錯誤則

退回代理商重新配書。 

五、催缺 

  對於未到之圖書，如是第一學期所介購，本館負責於第二學期採購時再將

未到圖書清冊送交代理商採購，請代理商於配書時將其補上；若是第二學期所

介購的圖書，因會計年度的關係無法再將其補上，若各係科仍覺有需要則必須

於下學年度再提出介購，否則視同放棄。 

六、通知介購單位 

  俟代理商將本館一學期所採購之圖書資料全部配送完畢後，本館負責圖書

介購之館員則將各系科所送之介購清單與實際購買之圖書清冊做一對照，告知

各系科所介購之圖書資料之到館狀況，如；複本不購、絕版、未到、已購等等。 

貳、圖書編目 

  編目是根據目錄學的知識將圖書資料的特點著錄下來，並組織成各種目錄的製

作過程，以供典藏、流通、參考之用。又分為記述編目及主題編目二種，記述編目

主要是記載資料的題名、作者、版本、出版項、集叢項、價格等；主題編目則是對

資料的內容加以分析，決定其主題標目及分類號。以下就本館實際的編目作業方式

做一簡單的介紹。 

一、原始編目 

  當書籍點收完畢及前置加工(蓋館藏章、貼磁條)完成後，則由採購人員移

送至編目人員處進行編目作業。以下為本館編目館員編目時所需之參考工具

書。 

1. 機讀格式：為便於電子計算機處理書目資料，以達成資訊交換及分享所制

定的。 

中文：中國機讀編目格式(C MARC)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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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美國機讀編目格式(US MARC) 

2. 編目規則：記述編目所需 

根據所採用的編目規則來著錄各種目錄款目，各個圖書館都採用同一編目

規則可使目錄標準化，方便資料的交換及推動圖書館界的各種合作。 

中文：中國編目規則 修訂版 

西文：英美編目規則 第二版(AACR2) 

3. 分類法：主題編目所需 

分類法是圖書分類的依據，既經選定採用後需隨時翻檢使用，並根據本館

的分類政策所決定而增刪類目，記錄在分類表上，以確保分類的正確及一

致。 

中文：中國圖書分類法 第七版 賴永祥著 

西文：杜威十進分類法 

4. 標題表：主題編目所需 

編製標題目錄時，標題表是擇取標題的依據是隨時需要參考的資料。 

中文：中國圖書標題表 

西文：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5. 著者號：取著者號時所需之檢字表。 

中文：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 

西文：克特著者號碼表 

依據以上的各項編目工具來進行記述編目及主題編目的工作，以提供讀者查詢

館藏時的各項檢索點。如：題名、作者、分類號、標題等。 

二、轉錄編目 

  圖書編目是每一個圖書館都要做的事情，因此每一館的編目人員都須耗費

相當多的時間來從事編目工作，鑑於各館之館藏之重複相同的工作，故發展出

合作編目的觀念。目前為配合全國書目資訊網的計劃，國家圖書館成立書目資

訊中心，利用網路連線，各合作館可連線至「全國圖書資訊網路(NBINet)聯合

目錄」查詢中心資料庫的書目記錄，若中心尚未存有該筆資料，該館亦可直接

上線編目，鍵入新的紀錄，對於資料庫內的紀錄，合作館亦可轉錄使用。此舉

最大的功用則是避免重複的編目工作、改進編目品質、加快編目速度、節省編

目費用、統一編目的規格及便利館際合作。 

  本館所採用的轉錄方法則是先連線至「全國圖書資訊網路(NBINet)聯合目

錄」查詢所需的書目資料，將它下載(Download)至硬碟，再轉至本館之編目系

統上，進編目系統加以修改，新增本館之館藏資料加以存檔即可，可節省比原

始編目將近一半的時間，是目前本館編目最常使用的方式。 

三、回溯編目 

  回溯編目主要是指本館書目資料庫中所存在的資料不完整時加以完整編

目者言。產生回溯編目主因是最初自動化建檔時的遺漏及轉檔時書目資料的遺

漏，本館於 81 年開始啟用大綜電腦公司的自動化系統，後由於此自動化系統

已不堪負荷本館日益增加的館藏及流通量，故於 87 年開始規劃自動化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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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經過多家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比較，選定台灣傳技公司的 Totals II 為

本館新的自動化系統。由於大綜電腦公司開發的自動化系統其資料的儲存方式

並不符合 ISO 2709 的格式，以致進行資料轉檔時造成不少的遺漏。偶爾讀者

會借到資料庫中無書目資料的圖書，為不影響讀者的借書權利，通常由流通館

員進行簡易的編目，讓讀者可以將圖書資料順利借出，俟此圖書回館後再送至

編目館員處進行回溯編目，鍵入完整的書目資料。 

四、圖書點收 

  當圖書完成編目工作及後續的加工(貼條碼、貼書標及貼到期單)後，則移

交至流通櫃檯經流通館員處理點收後(圖書狀態由編目中改為仍在館內)，讀者

至此才能正式外借此本圖書。 

五、圖書上架 

  當流通館員點收完成後，則進行上架的工作，新書的部份放置在新書展示

架上，供讀者觀看借閱；回溯的資料則直接進書庫上架。本館館藏的存放位置

為 000 總類及 500 社會科學類的圖書及參考工具書存放在三樓，300 自然科學

類及 400 應用科學類的圖書存放在四樓，100 哲學類、200 宗教類、600、700

史地類、800 語文類、900 美術類及西文圖書則存放在五樓。 

  排架的原則，先依分類號的大小排列，相同分類號再依作者號大小排列(由

左至右，從上至下)。 

  以上為本館採編作業流程的簡單介紹，希望能讓讀者瞭解圖書館的工作是相當

繁瑣而吃重的，對於讀者的要求圖書館的每一位工作同仁都儘量做到完美，希望能

改變讀者對圖書館員無所事事及晚娘面孔的刻版印象，能以較公平的心態來對待圖

書館的每一位工作同仁。 

最後將這一學期以來讀者對於本館採編作業的疑問做一回答： 

1. 找不到所需之書：圖書館目前有二位上架工讀生，負責所有圖書的上架工作，

工作不可不謂不重，而讀者的閱讀習慣及隨意上架常使得書籍無法在應有的位

置上，更甚者有些讀者有藏書的不良習慣，造成不小的困擾。我們會再要求工

讀生儘量將書籍整理整齊，但也需要讀者的配合，否則我們再怎麼努力也抵不

上上千讀者的破壞。 

2. 介購圖書的進館狀況：可至本館自動化系統中的「新書通報」的功能，其中有

本館每月新進圖書的書目資料。 

3. 更新專業圖書：常有讀者反應圖書館之專業圖書太少及太舊，本館專業書籍的

採購來源完全來自各系科所提的介購清單，因此若覺得需更新或新增的話請督

促或提供書單予各系科負責老師或直接至本館自動化系統中的「推薦書刊」的

功能中推介，只要不違反本館之採購政策一律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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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服務 

 SDOS 線上資料庫使用簡介 陳玉芳 
 

    ScienceDirect OnSite (SDOS)原名 EES(Elsevier Electronic Subscriptions)，自 88 年 1
月起改名為 ScienceDirect OnSite，其檢索軟體亦增加了若干新的功能。SDOS 提供全球

最大出版商 Elsevier 發行的 1,100 種電子期刊訂閱服務，涵蓋主題包括科技、醫學、經

濟及商業管理等；透過網際網路，使用者可線上查詢、瀏覽、列印、及下載所需要的期

刊論文。 
    民國 87 年 9 月，歷經兩年的談判以及交通大學的技術支援，國內 34 個學研機構共

同組成 SDOS 子聯盟，於中央研究院設置 SDOS Mirror Site，負責系統安裝及維護、管

理，由科資中心負擔檢索軟體費用，自 88 年 1 月起正式提供 SDOS 資料庫查詢。 
    SDOS資料庫的期刊全文以兩種檔案格式下載，一是Adobe PDF格式，一是Postscript
格式，閱讀這兩種格式的全文資料都需要專用的閱讀軟體。PDF 檔案使用

AcrobatReader，而 Postscript 檔案使用 GSview 來開啟。 
檢索前請先注意下列重點： 
1. 在任何欄位中檢索，其任何欄位意指不限標題、摘要、作者姓名、本文，檢索輸入

之字詞。 
2. 所有的運算元(operators)均須大寫。  
3. ScienceServer 可用布林邏輯運算元(Boolean logic operators)：AND、OR、NOT 將輸

入字詞做組合檢索，但請務必用大寫。 
4. 同一欄位中，若以自然語法輸入檢索字詞，不用任何運算元，則"OR"為預設運算元，

即字與字之間為"OR"的關係，不論字的順序，也不管字母的大小寫。 
5. 在兩個欄位以上輸入檢索條件，則各欄位間是"AND"的關係。 
6. 在多重欄位檢索，或使用多個運算元不加括號區隔，則檢索的執行將由上而下，由

左而右。 
7. 停用字(Stop words)："of"、"the"等常用的介系詞及冠詞，俗稱"stop words"，執行檢

索時將被忽略。 
8. 標點符號：所有的標點符號都會被視為字與字之間的空白字元。 
9. Word stemming：ScienceServer 預設"word stemming"功能，即自動檢索出輸入字詞

其不同形式的複數。例如，輸入 pollute，可檢索出 pollute 及 pollutes；輸入 child，
可檢索出 child 及 children。 

10. *：星號字元代表截字符號(wildcard,truncation)，置於字尾，可檢索所有含此字頭的

字。 
11. " "：雙引號標注於特定詞彙前後，以便檢索該詞彙。 
12. NEAR：鄰近運算元，用於檢索不論順序之相鄰兩字。 
13. SOUNDEX[ ]：用於近音字檢索，用於只知讀音但不清楚拼法時，可在中括號內鍵

入欲檢索之近音字。作者姓氏之檢索頗為適用，例如，輸入 SOUNDEX[fashio]，可

檢索出 Faccio、Fushiya、Fukaoo。  
14. TYPO[ ]：錯別字運算元，用於同一個字不同拼法或有某些印刷上的錯誤，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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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內鍵入欲檢索的字。例如，輸入 TYPO[fibra]，可檢索出 fiber。 
15. 在作者欄位中，只能使用作者的姓作為檢索條件，並注意於字尾加上*，例如 

kang*。 
16. 關聯性排序(relevance ranking)：檢索引擎之排序分析根據下列相關因素：輸入字詞

的密度(輸入字詞在文件中排列的方式)，在文件中出現的頻率以及在整個資料庫中

出現的頻率。排序最高的文件，其數值 (score)為 100。 
17. 在檢索結果頁面底端列有檢索概要，可看出檢索執行情形，並可用以協助縮小檢索

範圍。 
查詢方法： 
一、Simple Search(簡易查詢)：建議使用作者查詢或刊名瀏覽者使用此方法。 

搜尋格式可分成兩種。 
 A.  由字順排列方式或某一類找出所需的期刊。 

 
 
 
 
 
 

點一字母,列

出有的刊名 

點取一種

出此類期

類,列

刊名 

搜尋 
 
 
 
 
 

B.  以關鍵字方式來搜尋所需期刊 
 1. 關鍵字可以放在所有欄位、篇名、摘要或是作者姓名。 

 

簡捷搜尋

 
 
 
 
 
 
 
 
 
 
 

 2. 再集合相關的限制條件。 
 3. 限制多久以前所出版的：一週，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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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限制哪一年出版的：年限範圍為 1990~2000。 
檢索出最大筆數：10、25、50、100、250。 
檢索出來的排列順序：日期較近的先排、日期較遠的先排。 

 
 
 
 
 
 
 
 
 
 
 
 
 
 
 
二、Advanced Search(進階查詢)：建議以關鍵字查詢或熟悉查詢項目代碼者使用。 

1. 由索引項可搜尋任一個領域、搜尋標題、搜尋摘要、作者名稱、書刊號碼、搜

尋關鍵字:(例如:找網路,輸入 Network)、只有在本文內搜尋。 
2. 搜尋以上的資料或是清除以上項目。 

 
3. 選擇更多的限制條件與期刊類型：框內勾選者便是希望在此類型期刊中找到所

需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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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限制多久以前出版：一週、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一年。 

 
5. 限制出版年限是自從哪一年起：1990~2000。 

限制出版年限到哪一年為止：1990~2000。 
文章類型：全部文章、摘要、附錄、宣布、書評、會議室……等等。 
文章語言：所有語言、英語、法語、德語、俄羅斯語、西班牙等等。 
期刊部分：全部、摘要、目次。 

6. 找到的文件最多要抓取幾筆：10、25、50、100、250、500、750。 
文件的排序方法：沒有限制、以日期的最新為先、以日期的最久遠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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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服務 

 EBSCO Host 資料庫介紹 張芳菁、陳玉芳 
 
  EBSCO Host FullText Reference Database (EBSCO Host 學術、商業期刊全文資料庫) 
可查詢西文期刊代理商 EBSCO 提供的 ASE(Academic Search Elite)及 BSP(Business 
Source Premier)2 種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除可取得約 4000 多種期刊之目次及索引摘要

外，並可線上取得約 2000 多種期刊之電子全文。 
  ASE(Academic Search Elite)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內含 3100 種學術期刊文章之索引

及摘要，學科領域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及教育等。另外並提供約 1200 種期刊之全文，

其中約有 380 種自 1990 起開始收錄全文，全文總計超過 300 萬篇。 
  BSP(Business Source Premier)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為 1150 種學術期刊之全文，學科

領域涵蓋管理、經濟、財政、會計、國貿等。 
  另收錄 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New York Times 及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等專業報紙。 
系統特色： 

A. 資料每日更新，以 Compound Document (Text + Images)儲存傳輸，傳輸速度快。採

Gateway 專線連線，網路頻寬影響層面低。 
B. 涵蓋商業相關領域之議題，如金融、銀行、國際貿易、商業管理、業務行銷、投資

報告、商業理論與實務、房地產、產業報導、評論等，總計收錄 4000 種以上刊物

之索引摘要，以及 2000 餘種的全文期刊。 
C. 24 小時開放，無 Down Time 時間，且無使用人數、下載資料及列印之限制。 

查詢方法： 
一、 EBSCO Host 的系統介面： 

* 可由網際網路經由專線連接至 EBSCO Host Server；資料每日更新。 
* 資料以 Compound Document (Text + Images)儲存傳輸，傳輸速度快。 

二、 EBSCO Host 的界面及功能：(下圖為 login 畫面) 

按
此
鈕
即
可
登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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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索功能 Searching  
*Single or Multi Database Search --可做單一資料庫或是多種資料庫同時檢索 

 
 
 
 
 
 
 

(1)
 
(2)
 
(5)

 
(3) 
 
 
(4) 

 
 
 
 
 

(1) 線上求助，回圖書館首頁。 
(2) 資料庫檢索，資料庫名稱列於下面，請選擇資料庫名稱前的方格，並按

Enter 的按鈕，開始檢索。 
(3) 當選擇好您要的那一個選擇項時，請記得按 Enter 鍵。 
(4) 涵蓋多元之學術研究領域，包括社會科學、教育、法律、人文、工商經濟、

資訊科技、通訊傳播、生物科學、工程、藝術、文學、語言學、醫藥學及

婦女研究等，總計收錄近三千種刊物之索引及超過一千二百種的全文期

刊。 
(5) 收錄商業相關領域之議題，如金融、銀行、國際貿易、商業管理、業務行

銷、投資報告、商業理論與實務、房地產、產業報導、評論等，總計收錄

一千七百種以上刊物之索引摘要及一千一百五十種全文期刊。 
* Natural Language--自然語法檢索此功能提供使用者使用一般語法做檢索，例如一個

句子，片語，或一組詞等.例如:鍵入 rising medical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而只是

有"risong"、"medical"、"costs"、"United"、"States"這 5 個字的文章都會出現在檢索

結果 (介係詞如 "in"、"on"或冠詞 "the"是不被列入在檢索的條件範圍的)。 
* Boolean Search -- 布林邏輯檢索。 
* Search History--檢索記錄保存。 
* Wild card (?) --對不確定的關鍵字可使用 "?"來查詢.例如:鍵入 Re?d--> 可找到　

"read"、"reid"、"reed"。 
* Truncation (*)-在關鍵字後面加上 "*"以找到不同意義的字。例如:鍵入 Walk* -->可
找到 "Walk"、"Walked"、"Walking" or "Walkway"。 

* Field Code --可在檢索欄內直接鍵入 Field Code 如: "AU"、"Ti"、"IS" 、or "ISbrch*" 
以精簡撿索內容.例如:au David -> 找出的文章作者含 David Is 00289000 -> 找出編

號 ISSN00289000 的文章.Ts brch * and love -> 在小冊子(Brochures) 裡找出有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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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的文章。 
* Range Operators --頁數之設定: "pg-" or "-pg" 例如:鍵入 Money and pg-2 ->可找到有

Money 並少於 2 頁的文章。 
* 期間之設定 --例如: dt 9707-9708 -> 可找到 97 年 7 月至 97 年 8 月發表的文章。例

如: david and 9708 -> 可找到 97 年 8 月發表的文章有 david 關鍵字的文章。 
* Find More --以相關標題為檢索條件，來得到更多的檢索結果。 

 
2. 檢索及瀏覽功能簡介：EBSCO Host 檢索瀏覽功能包括期刊、標題（LC Subject 

Heading）、專業名詞字庫等檢索及瀏覽。 
* Search Journal 期刊檢索瀏覽--利用 Browse Journals 功能瀏覽及檢索指定的期刊。（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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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Subjects 標題檢索瀏覽--利用 Browse Subject 功能瀏覽及檢索主題詞（Library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另可限定在人物、公司企業名等來瀏覽。 

* 專業名詞字庫檢索瀏覽 --例如像 Business Source Elite 這類的專門以商業期刊為主的

資料庫有 "Wall Street Words" 來作檢索輔助工具 
3. 其他功能：在檢索結果清單上（Result List） 
* Merged，De-duped Result--對於 mulit-data-database search 做一整合式的檢索結果，因

此對於兩種資料庫皆有收錄的期刊，不會重複出現在檢索結果清單上。 
* Sorted Result Lists--對於檢索結果清單可以利用 Option 功能鍵再進行排序，可依出刊

日期（Date）、來源及出處（Source）、作者（Author）來重新調整結果清單上的順序。 
 

 

※讀者續借圖書時，以往總是要帶來圖書館辦理；基於服務讀者

的心理，本館允許不必帶書辦理，只需出示證件，在未逾期及

他人已預約的條件下便可輕輕鬆鬆辦好續借手續。也歡迎讀者

經由 WebPac 自行續借。辦理續借只允許一次，若要再續借，

則需先還書再借書。 

※要使用本館所提供之線上資料庫時，請先檢查您的電腦是否已

下載 Acrobat Reader 或是 RealPage 任一種閱讀軟體，才可順

利閱讀全文資料。前述軟體可在本館線上資料庫網頁中找到。

此外，由於出版商販售上的限制，通常只有校園網路範圍內的

電腦才能使用這些資料庫。 

  提升您利用圖書館的能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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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圖書資料 編覽組 
 

書 名 作 者 分類號 登錄號 

美國房地產交易實務 夙慧 554.89 KS033767 
土地、建物所有權登記實務 丘永台 554.4 KS034043 
前列腺(攝護腺)肥大症 古屋聖兒/洪玉真 415.818 KS034137 
舊山線鐵道小故事 蔡崇和 557.259 KS042120 
中國音樂賞介 杜裕明 910.7 KS042233 
房地產法律談.續(六) 林永汀 584.122 KS047241 
土地行政學 來璋 554.32 KS047812 
不動產證券化 臧大年 554.8 KS047819 
活性污泥法之操作控制 Eckenfelder W. 445.48 KS047822 
點亮臺灣文學的火炬 葉石濤 820.7 KS047827 
貨幣銀行學 李榮謙 561 KS047831 
企業導論 尼柯爾斯/麥克修 494 KS047832 
當宗教與道德相遇 孫效智 212 KS059872 
 

 

 視聽媒體 視訊組 
 

資料名稱 出版社／代理商 資料類型 

電話行銷技巧(卡帶 4 卷，學習手冊 1 本) 中國生產力中心 錄音帶 
管理名家精講第二套(第四~六集) 中國生產力中心 錄音帶 
我是自己的好主人 (附教師手冊及練習本)   輝洪文化事業 投影片 
與世界共舞—空間環境篇 (16 卷)  公共電視台 錄影帶 
數學—動畫教學篇(全套) 廣電發展基金會 錄影帶 
科學尋根(全套) 廣電發展基金會 錄影帶 
待解的難題(205) 中視文化事業 錄影帶 
代客停車問題多(212) 中視文化事業 錄影帶 
數學—動畫教學篇(全套) 忻智文化公司 錄影帶 
性話物語 輝洪文化事業 錄影帶 
零歲教育全集 輝洪文化事業 錄影帶 
名偵探柯南—世紀末的魔法師 輝洪文化事業 錄影帶 
電子情書 輝洪文化事業 錄影帶 
親親小媽 輝洪文化事業 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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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ＦＡＱ 編覽組 
 

  自從圖書館將讀者意見反映管道，從傳統意見箱擴展到網頁及線上公用目錄後，便

聽到更多讀者的聲音。其中突顯了館內人員用心而感受的稱讚，亦浮現出全館仍有諸般

尚待精進的地方；同時鑑於讀者就圖書館提供之服務有些未盡瞭解之處，特此將近來讀

者經常詢問的意見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與館員回答內容，舉隅若干，臚

列參考，期得解決一般之疑惑，增進圖書館利用效能。 
1. 館內期刊為何不可外借？ 

答： 期刊有其內容的即時性與及時性。若像圖書一般可以外借，加上續借權的情

況，那麼將造成某月份的月刊可能只有一位讀者可使用；同樣的，一冊合訂本

通常包含三期至六期，如果外借的話，也會影響其他讀者的利用，那就有違圖

書館的流通政策了。 

2. 既然圖書館館藏都經過磁化處理，應不必擔心失竊，為何還須限制讀者不得帶自己

的資料入館對照？ 

答： 為防止館藏失竊，各圖書館均加以磁化處理，但這並不是百分之百保證安全的

措施。一般而言，讀者可以攜帶筆記本或相關文具入館；而為避免館藏混淆或

其他違規情事，圖書館仍不允許攜帶書籍、期刊或電子媒體等進入。目前雖有

部份他館例外容許此類行為，然其限制仍多，亦時有糾紛傳出；經查國內大多

數圖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在內，均未採此開放措施，本館遂同法執行。 

3. 過於昂貴的資料是否不能推薦請圖書館購買？或者即使推薦，圖書館也不會購買？ 

答： 圖書館的館藏購置有一套完整運作的介購制度。其內容是各學系按人數多寡及

身分分配點數，再依點數佔全校的百分比分配到當年度的預算經費額度；所以

讀者們可向各系負責圖書介購的老師反映或推薦書籍，若過於昂貴，則視是否

合於該系額度範圍內決定。超過者通常無法購買；若合於範圍，但所佔比例過

重，可能影響同系年度購置他書者，則由該系負責介購老師決定；除此之外均

予購買。惟館藏預算經費年年在增加，今年超過額度者明年可能符合額度範

圍，所以真有需要而經一再推薦者，圖書館仍會適時購置。 

4. 要符合怎樣的條件才能申請使用團體放映室？老師要上課放映影片不可以申請嗎？ 

答： 近年學校在各學群，甚至許多科系，都設有課程專用視聽教室，因此圖書館的

團體放映室必須專供圖書館服務之相關用途，且容量有限，便不再開放老師們

作為班級上課場地。現時條件則為十人以上，需利用或於該室放映館藏影片

時，才可申請使用團體放映室。 

5. 為何有時會在分類號符合的地方，卻找不到我要的書？ 

答： 圖書館天天都有數位工讀生負責將館藏依分類號上架；館員其實並不十分要求

讀者必須在取用館藏後放回原架，只要整齊放置各樓層個人閱覽桌或書車上，

工讀生即會按架歸藏。惟全館面積甚大，藏書眾多，又採開架式管理，讀者取

用圖書後常有不按架便隨手歸放的情形，形成後來讀者找書的困擾。圖書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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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讀者在分類號符合的地方找不到所要的書時，同時搜尋其鄰近架位，或可找

到該筆館藏。 

6. 成大借書證為何常常借不到？可否請圖書館增發？ 

答： 成大館際互借圖書證在圖書館預約與出借率均甚高。然該證並非由崑技圖書館

發行，而是經與成大簽約，才得允受領十張，供本校讀者借用。由於十張實不

敷所需，圖書館多次爭取不得要領，據悉其係與讀者使用習慣有關。因本校師

生借用該證至成大圖書館後，常有遺失證件情況，或者逾期借書未還，更有將

該館架上圖書閱後濫置造成不雅觀的情形；故請各位讀者善用、珍惜此一得來

不易之借書證，同時顧及本校校譽，改進不良的圖書館利用習慣，方得成為向

成大爭取增發的基礎。 

7. 圖書館在寒暑假可以開放嗎？ 

答： 關於寒暑假圖書館開放情形，業已規劃行文修訂既有規定，目前正待細部研議

實施中。原則上若無特殊情形，本次寒假，將於 89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閉館；

而 31 日起是否開始進行寒假期間開放，會儘早公佈週知。暑假情形亦同。 

8. 遍訪各大書局找不到的專業期刊，可否委託圖書館代購？ 

答： 圖書館購書有規定的會計程序與預算支用進度，故恐難對讀者提供代購服務；

目前也未聞其他圖書館有此措施。建議您可以翻閱期刊內的相關出版商資料，

透過其網頁或專業期刊代理商訂購之。 

9. 小說類圖書借閱率甚高，有些已破舊不堪，可以常常更新嗎？ 

答： 由於圖書館有自己的館藏發展政策，學校圖書館的館藏仍應以輔助教學與研究

為主，小說則除部份文學性較強者，提供人文通識教育輔助外，其餘多屬休閒

性質。所以圖書館會適量增購或更新，但不會以此為館藏發展的重點。 

10. 圖書館是否能夠提供新近入館館藏的清單？ 

答：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上有一「新書通報」的功能選項，讀者只要點選，即可檢

閱圖書館每月新進的新書名稱、作者及相關出版資料。 

11. 很多書籍、期刊附屬的磁碟片或光碟片，往往含有範例程式，是否可以外借使用？ 

答：由於館藏附屬的非書資料在提供堪用品質的保證上有很大的困難，可能外借幾

次後刮損，或毀壞其中部份檔案卻無法一一測知，遑論責任之追究；為便於管

理起見，讀者可至三樓光碟檢索室借用各項所附非書資料，但限在該室使用，

不可攜出。圖書館也經常就此問題，與他館交換意見；若發現更妥適完善且便

利讀者的管理方式，會儘速研議實施。 

 

 
 

  館員動態： 
本館曾安吟小姐月前喜獲麟兒，全體同仁皆感喜悅，並齊予祝賀。 

崑山技術學院圖書館館訊第二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元月五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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