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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鎖定>>－OPAC換新妝

陳芷瑛

　　中央大學圖書館線上目錄自推出
後，使用者不斷提出各項改進意見，系
統原始設計者樂見良性互動之餘，自是
戰戰兢兢廣納各方建言，不斷推陳出
新，系列推出『 改良版』OPAC 。對曾
經來館或透過網路上線檢索的同學而
言，有著先前累積的檢索功力為基礎，
改版不致造成使用上的困擾。然而不可
諱言的，對自認為『電腦文盲』的使用
者來說，無疑的是一項考驗。所以，檢
索手冊之撰寫確有其必要，寄望這些步
驟化的操作說明，對您能有實質上的幫
助。由於篇幅所限，不擬刊出線上目錄
操作說明全文（在總圖、文圖、管圖、
工圖，均可取得該項參考資料 ），本文
只就本版OPAC之特色提出說明。

一. 螢幕顯示畫面全面更新。
二. 查詢代碼由操作功能鍵指示切換方
式改為鍵入英文代碼。
三. 取消證號及密碼大小寫之限制。
四. 密碼顯示隱藏。
五. 加入線上續借之功能。
六. 加入個人預約圖書之查詢。
七. 加入取消預約之功能。
八. 加入關鍵字查詢之功能。
九. 查詢畫面切換顯示：雖從不同的查
詢點切入，可將其查詢結果，按不同的
欄位做切換排序。
十. 當期館訊全文內容之加入。

目前線上目錄在使用上仍有其不便之
處：

一. 未涵蓋圖書館所有館藏：現有書目
資料約八萬筆，流通記錄之資料，或採
購之新書，若有找不到的狀況，並不表
示本館絕對沒有該書。此時使用者需轉
移至卡片目錄查詢。
二. 西文書名，作者首字查詢仍需維持
首字母大寫，其餘小寫之限制。

三. 資料顯示有所誤差：明明已曾在書
庫中見及甚或外借之圖書，在畫面顯示
上狀態欄為 C（表分編中），未見分類
號。作者號等索書管道。對於這項問
題，起因於目前使用之書目資料為遷就
流通而建，資料較簡單，未為編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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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故而未將分編處理妥當之圖書
補鍵分類號及作者號，即送典藏外借，
需待典藏組逐一抄錄，再行鍵入書目檔
內，才算完成完整書目之建立。這段時
差之存在，因而造成有書無法找出的異
常現象。若在使用上曾出現上述狀況，
可請櫃台人員協助。在回溯建檔工作完
成後，這個現象才能根本的解決。

有挑剔的讀者才有進步的圖書館，良性
互動永遠是我們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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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鎖定>>－光碟網路新氣象

周芳秀 林麗芳

　　近年來智慧財產權觀念抬頭，尤其是電腦應用軟體的使用與
保護，更是倍受重視，圖書館站在教育讀者的角度，更為了表示
對著作財產權的尊重，特別不惜耗資百餘萬元，引進SCI 網路版
光碟資料庫及加裝一部含十二機組的光碟網路工作站。同時為了
實際了解光碟資料庫使用狀況，已於各光碟機器上加裝DIRECT 
ACCESS 軟體，此軟體可統計各系所使用光碟系統的時間，亦可
以圖形顯示結果，日後光碟資料庫的統計在此一利器的協助下，
將更能呈現其統計數據的意義及成成績。

由於新機組工作站的加入，使得光碟網路上有更多的空間，可以
容納較多的資料庫系統，但受限於網路使用版權問題，目前本館
所放置於網路上的資料庫除SCI 及HUMANITIES INDEX具有合
法的網路使用權外，其他資料庫皆暫時屬於測試階段，原置於網
路上的 COMPENDEX-PLUS 及COMPUTER SELECT 二個資料
庫因測試期間已過，已經從網路上撤下（註一），如果各位讀者
認為上述兩資料庫仍有上網路的必要時，請向各系所及圖書館反
應，以作為採購時之參考。對於目前正在網路上的資料庫如有任
何意見，也歡迎隨時利用意見箱或以E-MAIL的方式向圖書館提
供建言。光碟網路為全天候服務，歡迎多加利用。資料庫內容如
下表。不熟悉各資料庫操作方法者，歡迎到參考室參考各種資料
庫之操作手冊。

網路版資料庫 82.03.01

光碟片名稱 內容主題 年份

BOOKS IN PRINT PLUS 出版圖書書目資料庫 CURRENT
HUMANITIES INDEX 人文科學文獻索引 1984 -
SCI 科技期刊文獻及其引用書目 1991 -1992

測試中資料庫 82.03.01

光碟片名稱 內容主題 年份

ABI/INFORM 商業及企管資料庫 1987 -
GRADLINE 美加研究所資料庫 1992
SCI 科技期刊文獻及其引用書目 1987 -1990
SSCI 社會科學文獻及其引用書目 1990 -

加裝上 DIRECT ACCESS 後，上網路檢索光碟的步驟略有改
變，請大家依下列指示，循序進入。

(1) 在軟硬體均設置妥當，且依序執行過IPX及NETx之後，使用
磁碟機至網路硬碟 (通常網路硬碟自F磁碟機開始編號號使用者
鍵入F：

(2) 在網路硬碟上找到 LOGIN子目錄，執行以下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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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 NCU-LIB GUESTCD
↓ ↓

光碟服務站代號 一般使用者連線代號

(3) 鍵入系所代碼以為進入檢索系統之統計
(4) 選擇檢索系統
(5) 開始檢索
(6) 結束檢索( 或選擇其他光碟檢索系統)
(7) 按 F10 (EXIT) 以跳出光碟網路系統

上光碟網路檢索各光碟資料庫，能幫助您很方便、迅速的查得所
需資訊，歡迎多加利用。使用上若有任何困難，請洽 7414 參考
室，我們樂意為您解答任何問題。

註一：COPMENDEX-PLUS 目前可透過 STICNET 檢索。本館為
STICNET 會員，各位老師如有需要，可向圖書館申請帳號、密
碼，自行上線使用。學生如需檢索 STICNET上的資資料，請向
指導老師索取帳號及密碼，或到圖書館參考室使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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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翹首引頸看新書＊＊

陳芷瑛

曾有讀者反映總圖沒有多少新書可看，
面對這項質疑，我們試圖歸納原因：

1. 讀者興趣相近，而館藏複本不足
~FK;--尤以武俠小說，倪匡小說，市面
圖書排行榜上赫赫有名的文學或非文學
類作品為例，書甫上架隨即外借，或早
已被人預約，向隅者自然為數不少。

對策：酌購複本。

2. 典藏組未及時搬運分編好之新書：
FK; 在未搬移大套叢書之前，書庫書架
呈現爆滿，熱門書籍不致有久佔書架空
間的問題，故可先行上架外借，但一般
特定用書則需考量空間問題，會有無處
可放的窘境，新書問題也讓我們深覺困
擾。

對策：利用大套叢書佔用之空間，另闢
新書放置專區。

3. 待分編圖書眾多：總圖編目組屢有傷
兵，心有餘卻力未逮，出爐時間延宕，
我們也覺抱歉。

4. 採訪角度與讀者興趣有所誤差：讀者
大嘆『其實你不懂我的』或是『英雄所
見不同』，再不然便是採錄組同仁茫茫
書海偶有迷亂，一不小心遺漏了。

對策：充份運用圖書介購單，以免滄海
遺珠之憾。

館長室補充：

　　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專業性書籍
的採購書單是由各系所提出，而且經費
也百分之百掌握在系所手上，如果是專
業新書不足，請勿怪罪圖書館，應該向
各系所反應，或經由「愛校信箱」向學
校反應。

＊＊【新書何處尋】＊＊

『 小姐，這本書目錄上有，書庫裡怎麼
會找不到？』
如果您也有這個問題，先判斷一下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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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的這本書是不是新書 。

總圖中西文書庫因爆滿之故，不得不另
闢空間以安置新書，然而，若將這些為
數不少之新書與舊有圖書混合排序，必
將造成書庫之大移架，需採權宜之計以
因應，陸續處理好之新書便域之書架：

西文新書：

(一) A-I大類新書放置在總圖二樓中文書
庫，原大套叢書區第五排B面。（ 按：
舊有A-I大類放在中文書庫第十，十一
兩排）
(二) J-Z大類新書放置總圖一樓西文書庫
第十，十一兩排及第十二排靠右邊三
座。（按：舊有J-Z大類完全放在一樓
西文書庫）

中文新書: 000-900大類放置在原大套叢
書區第一到第五排B面。如果您在舊書
架內找不到的書，可以到上述新闢出的
書架空間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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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飛鴻--網路上的讀者投書

楔子

由於文化昌明、科學進步，讀者投書的管道亦趨多樣話。為了透過各式
媒體表達的意見給予一視同仁的尊重，特將近月來經由電腦網路對圖書
館業務提供建言的讀者來函，藉此轉載答覆。由於來函均為英文，且來
函多為敝館網路系統管理人私人信件的電子郵件，轉載時均經節譯；且
在此專欄的答覆文案用語可能與網路系統管理人自行回覆的電子郵件略
有不同，尚請見諒。同時為了身份認證方便，希望往後藉電子郵件投書
的讀者，能夠提供學號。若郵件內容不願被公開，請事先聲明，否則均
以公開信件處理。謝謝！

DATE: 5-MAR-1993
FROM: 賴 (YISHAO, LAI NCU865::U322543)
SUBJ: 是否可以修正OPAC上的錯誤

敬啟者:

我們膫解到在OPAC上有些打錯的書目資料是無法避免的，請問在使用
者發現這些錯誤後，是否可以加以更正？

DATE: 7-MAR 1993
FROM: 黃大偉 (NCU865:T062536)
SUBJ: 回覆:是否可以修正OPAC上的錯誤
親愛的賴同學：

在流通出納台（借還書的櫃台）工作的館員，可為您修正您所提及的任
何錯誤；但是，一般讀者(圖書館使用者）是無權透過OPAC 線上公眾
書目查詢系統來修改書目資料記錄的任何內容的。相信您能膫解其中的
理由。

因此，我們非常歡迎您在借還書之時，指出您所發現的錯誤，我們的櫃
臺服務人員將很樂意更正您所發現的錯誤。（我們膫解目前的書目資料
中有不少錯誤：有些是打字時的疏忽，有些是轉碼及格式轉換時所造成
的；有些錯誤的原因到目前還不詳）。

謝謝您的體諒

DATE： 8-MAR-1993
FROM： 賴 (YISHAO LAI NCU865::U322543)
SUBJ： 回覆：是否可以修正OPAC上的錯誤 ---- 續問篇
謝謝您的回覆。我的確了解只有部分擁有修改書目資料庫權限的館員才
能修改書目資料記錄內容。我倒是有個建議，不知道是否可以讓使用者
透過 OPAC 將錯誤訊息反應給館方，好讓那些擁有修改權限的館員來
修正錯誤。您以為如何呢？

DATE： 9-MAR-1993
FROM： 黃大偉 (NCU865::T062536)
SUBJ： 回覆：是否可以修正OPAC上的錯誤

親愛的賴同學：

您透過任何管道來告知，我們都歡迎。您的建議是個好主意。半年之
內，當我們的新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開始運轉之時，圖書館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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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戶即可透過系統內建的電子郵遞功能，直接反應任何意見給館方。
您以為如何呢？

目前，我們仍以為當您借還書之時，直接反應您所發現的錯誤給當值櫃
臺人員，如此能得到最快速的回應（別怪我有些老古董式的保守）。其
實，我們一直有這樣的構想---將電子佈告欄(BBS)的功能加入我們目前
所使用的 OPAC 系統中；不過，由於這個系統的階段性角色即將結
束，所以目前沒有進一步的更新計劃。

祝春祺

**************************************************************

DATE： 13-MAR-1993
FROM： NCU865::U321656 (土木系 楊勝發同學 EDWARD YANG)
SUBJ： 關於新CD-ROM光碟網路上線

親愛的館方：

請問為何新的CD-ROM光碟網路反而沒有掛上原有的 COMPENDEX 
CD-ROM ？我想有很多人都在用這個光碟呢！

雖然，我們仍然可以透過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上的科技性全國資
訊網路（STICNET）得到同樣的資訊；但是這是一項收費的服務，而
且，最近 STICNET 的公用帳號好像有問題。我都無法上線使用呢！）
在我認為，既然我們中大圖書館買了COMPENDEX CD-ROM，為什麼
不讓我們物盡其用？是的，我們可以到圖書館參考室去用，可是您不認
為這是在開倒車嗎？

DATE：13-MAR-1993
FROM：NCU865::T065236 （黃大偉）
SUBJ：關於新CD-ROM光碟網路上線

親愛的楊同學：

敝人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們應該把COMPENDEX CD-ROM放在網路
上。但是，由於電算中心/圖書館/校方基於鼓勵中大人運用臺灣學術網
路（TANET）及科技性全國資訊網路（STICNET）上資源之原則，由
電算中心撥款贊助了STICNET 的使用年費八萬元，使得本校師生可以
較無後顧之憂的使用 STICNET，同時，我們政府投入巨額資金在購買
STICNET 上的 COMPENDEX資料庫的更新資料。所以，雖然我們也明
白CD-ROM 版的 COMPENDEX 較之 STICNET 上的 COMPENDEX 提
供比較好的使用者介面這個事實，館方還是訂下鼓勵使用者優先使用
STICNET上有的資料庫之政策。另外，由於：

1. 資源有限--網路上的光碟機不夠，我們在考慮哪些光碟要掛上網路之
時，要經過相當大的掙扎。
2. 版權問題--過去我們放在網路上的 STICNET資源既定政策--恐怕至少
直到下學期之前，我們都不會把COMPENDEX CO-ROM放上光碟網
路。

不過，不用太懊惱--您知道，這是一個民主社會。只要您能收集較多的
聲音/ 民意來表示對圖書館的這條既訂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我想站在服
務中大人的立場，圖書館應該會考慮大多數中大人的福利來修正發展政
策。並且，在爭取相對的資源時，也才有足夠的民意需求基礎。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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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說，如果更多的投書表達著與您相同的意見，館方應該會在擬定下
年度預算分配時，將 COMPENDEX CD-ROM 網路版光碟資料庫的採
購，放到優先考慮順位的。

謝謝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

DATE: 13-MAR-1993
FROM: NCU865::U321656 (土木系 楊勝發同學 EDWARD YANG)
SUBJ: 關於新上線的OPAC
親愛的館方：

我在用新版的 OPAC 時發現有些問題--例如有些書的預期歸還日1999年
元月一日，不是有些奇怪嗎？這些書的借閱人幾乎可以不必還書了，您
說是吧？借書不用還（或無限期借書）這個漏洞是多麼可怕的錯誤啊？

我不太了解狀況是如何，我還在測，不過，我相信您能知道到底是怎麼
回事吧？

DATE: 13-MAR-1993
FROM: NCU865::T065236 （黃大偉）
SUBJ: 關於新CD-ROM光碟網路上線

親愛的楊同學：

對不起，應該不是程式設計上的錯誤，請聽我解釋。您知道，有些老
師/教授會接受政府單位或國科會獎助/資助進行一些些研究計劃。原則
上，運用這些獎助/ 資助計劃經費來購買的圖書儀器之所有權，是屬於
計劃研究人員的。不過學校有這樣的政策--圖書館應總理所有與圖書相
關的業務（採購，編目，典藏，及提供相關服務）。所以，館方有代為
採購獎助/資助計劃用書及負責購後處理的責任與義務。但是，也為了
讓這些計劃用書能充分發揮其輔助計劃進行的作用，我們的流通出納規
章（借還書規則）對於計劃用書之借閱期限常有特殊的附帶條款。（所
以，您常會看到「計劃用書，不在此限」的字樣，出現在我們的借書規
則中）如果一位老師借閱他計劃所申請的圖書，館方即會根據計劃用書
的條款，給於特案借書的權利。還期，是計劃結束日；　而1999年元月
一日僅僅是個象徵的符號而已，這樣您明白了嗎？您的觀察入微，謝謝
您的細心。我可以做得是將畫面上的01/01/1999改為「計劃用書」或是
「特案借閱」，不知您以為這樣是否會比較不會造成誤解？我欣賞敏銳
科學化觀察力的人，這是成為科學研究人員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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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系列介紹

文 圖----心靈之國智慧寶庫

張玉梅

一、位置：文學院舊一館三樓

中文書
出入口 期 刊

西文書文圖

閱報區 參考書

二、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早上八時-----下午四時五十
分
週六 早上八時-----中午十一時五十分

三、借還書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週日及國定例假日休館；寒暑假開放時
間另定

四、館藏：

1、圖書：
中文書四萬兩千餘冊
西文書兩萬餘冊
參考書籍萬餘冊
2、期刊：
中文期刊四十三種，另大陸期刊四十三
種
西文期刊（含英文，法文，德文）三百
零八種
日文期刊三種（過期期刊裝訂後存置於
總圖期刊室）
3、報紙：
中文----中國時報、中央日報、聯合
報、民生報、青年日報、台灣時報、中
華日報
西文----（英、法、德）日報，週刊，
旬刊

要進入心靈之國智慧寶庫；先瞭解其位
置及規則；然後您才能得心應手。歷史
使人聰明；詩歌使人富於想像；自然哲
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學
和修辭學使人善辯。文圖藏書中盡是這
些息息相關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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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四書五經、二十五史、史記，古今
文選至美術書法語文；世界名著....等
等。還有想練功夫的人，金庸及古龍的
武俠小說在文圖可是搶手貨，及早光臨
捷足先登以免向隅。

一本好書之是否為好書，以及配不配稱
它為好書，要看是否讀完它；一處好的
圖書館亦然。不去和它接觸，怎會發覺
它是一座寶庫和可充實心靈的國度呢！
「知識即權力」，「滿朝朱紫貴，盡是
讀書人」，還有能使您變聰明富想像既
善辯又使人印象深刻....也是您求職換業
的充實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文圖雖
然只有十二年的歷史和不到兩百坪的空
間，但它卻可給您全世界。

文圖大門敞開地歡迎您的光臨。

頁 2 / 2館訊第八期 文 圖----心靈之國智慧寶庫

2015/1/28http://ir.lib.ncu.edu.tw:88/book/n8/8-5.htm



工圖--硬體乎！　軟體乎！

李淑容

圖書館，對於一位在學學生而言，不可
或缺的。就精神食糧的獲得，知識的汲
取等層面而言，圖書館可說是最佳的場
所。無論是求學過程中的課業學習，知
識的增長，或是日常生活中的休閒調適
等。無非裨益良多。

就中大本身的圖書館而言，除了眾所周
知的總圖--中正圖書館，還有各學院附
設圖書室，及其他各科系自己設立的圖
書室等。這些圖書館所提供的，雖說不
上是盡善盡美，但就種種方面而言，仍
不失為其他各大學的典範。當然，本文
並非在說明圖書館的真諦，而是要帶領
你進入一個與工學院息息相關的殿堂
--工圖。

工圖--〔工學院工程研究圖書室〕的簡
稱，對於工學院的學生而言，可謂是關
係最密切的地方。望文生意即可知，其
開放的主要對象乃是工學院系所的師
生。但就求學求知的理念而言，和一般
圖書館相同。對於其他系所的師生，工
圖當然亦竭誠歡迎。除了總圖外，工圖
的位置也不是人人皆知。其實不難找，
就在工程一館三樓（百花川側），只要
由靠近百花川的側門循著階梯拾級而上
三樓，即可看見在素樸中帶點優雅的工
圖了。這條路線夠簡單吧！它不會使你
迷失於工程館的方陣中。

工圖內之館藏有工學院各系訂閱之現
期，過期期刊，參考工具書：

1. 期刊部份：

種類
系所別

英文 中文 日文

土木系
化工系
資工系
電機系
機械系
環工所

98種
49種
41種
158種
105種
16種

5種
4種
1種
12種
5種

14種
2種

4 種
4 種

2. 參考工具書部份：所謂參考工具書，是指僅供查檢之用的
書，如百科全書，字典，索引等，多加利用工具書，對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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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資料之收集有很大的助益。

3. 其他：不定期之零星贈刊。

為因應資訊時代的來臨，工圖特別開放網路查詢，以服務讀
者。如今，您只要身在工圖，就可利用中大的校園網路，享受
到和總圖參考室一樣的光碟查詢，或是利用OPAC（線上公用
書目查詢）查看您在總圖的借閱記錄，預約圖書，以及總圖的
最新資訊。您也可以利用INTERNET（國際學術網路）的遠程
載入的功能，查看教育部，清華，政大，....等各國立大學的圖
書館資訊。STICNET（ 科技性全國資訊網路）也即將開放供
工學院師生使用。

和一般圖書館一樣，工圖成立的目的在於提供同學一個兼具參
考，研讀，研究以及休閒的良好環境。因此除了提供閱讀參考
的期刊外。另含報紙的訂閱，其內也有29個閱覽座，41個自修
座。除此之外，亦提供了影印，黏貼等服務，歡迎師生利用。

工圖所提供的是硬體的設備，而知識的獲得則是屬於軟體的。
唯有同學們好好利用這些硬體設備，才可以從中得到軟體的結
晶。所以只要你有心，在~T64FB5#4;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早上八
點至晚上十點的時間內，工圖的大門將為您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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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圖----求學研究的好工具

陳玉珍 等

管理學院圖書室位於志希館四樓，存放
企管系所，資管系所，產經所，財管系
所與經濟系的期刊與圖書，以及部份統
研所的期刊。全校師生均可到本館借閱
圖書；本館已連線到總圖，圖書的借還
可透過網路，利用總圖的主機作業，到
本館借還圖書只要服務証及學生証即
可。

為了方便師生的使用，本館的期刊可以
外借，但未裝訂的期刊需當天歸還，裝
訂好的期刊需於隔天歸還。如不想外
借，本館也有影印機可供影印，為了使
讀者能愉快的影印，本館已於去年十一
月特別爭取經費，把影印機換新。

我們在管圖也提供電腦可以上學校的綱
路；因此，您可以在管圖做底下的事
情：

(一)利用總圖的光碟查調資料。
(二)查詢您想要的圖書。
(三)查看您在學校的各個圖書館的借閱
記錄。
(四)總圖的最新資訊。
(五)也可以上教育部，清大與交大等學
校查看圖書的情形。
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管圖內的館藏有圖書八仟多卌及多種參
考工具書(不外借)，訂閱五份報紙，現
期期刊中文有三十三種，日文二種，西
文三佰三十九種，過期期刊裝訂合訂本
約七仟卌。歡迎全校師生在星期一至星
期五上午八點至下午十點（五點至六點
休館，六點至十點不辦書與期刊之借
還），星期六上午八點至十二點的時間
內到管圖研讀。

管理學院已成立八年，在這幾年中，由
於各個系所均相當重視圖書與期刊，到
目前為止，期刊的館藏已相當豐富，圖
書則稍嫌不足。本校管理學院的特色之
一是： 經濟與商學方面的系所在同一學
院（在台大，政大與中興等校，經濟方
面的系所都不是在商學院），由於經濟
與商學的互補，本館有關經濟與商學的
期刊的館藏並不比歷史悠久的一些學校
遜色。例如，排名前五十名的經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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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本館館藏大多從第一卷開始。本校
師生如果要借閱這方面的期刊可至本館
查詢參考（ 可查閱期刊清單），大可不
用跑到其他學校借閱。目前期刊館藏已
經大致完備，管理學院近年來已開始大
量補充圖書，由於各個系所間的互補
性，相信在未來的幾年內，應該可以迎
頭趕上一些歷史悠久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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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非廣告

全球語言文學資料庫（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
及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新上市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全球語言文學資料
庫。

本資料庫收錄自1981年至今有關語言，
文學，民俗等的書目資料。取材自 3000 
多種刊物，每年約增加 40,000 多筆資
料。主題包括：東西方各國語言、語言
學、文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比較
及歷史語言學、現代希臘文學、民俗、
非語言溝通、類型、理論及描述語言學
等。

適用對象：適於對語言、文學及民俗有
興趣的讀者。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2 CD）：牛津英語大辭典

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OUP ）於1928年出
版牛津英語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ED）第一版，至1989 年才
有第二版問世，之後 OUP 推出 OED 第
二版光碟，使用者可以瀏覽主要字彙，
然後再以語法種類、日期、片語、拼音
或希拼音或希臘字源來繼續篩選；亦可
以字源出處、定義、引言來叫出全文再
以日期、著者或題名來繼續篩選。最具
特色的應該是應用超級文案網路
（hypertextnetwork），由任何一點都可
參照相關資料。

適用對象：辭典編輯者
（Lexicographers），語言，文學，歷
史，哲學，法律，通訊及媒體專家，學
術機構及圖書館。

 STICNET檢索有新方法

為舒解 STICNET 在TANET上檢索時，
路徑擁擠，造成執行速度太慢的瓶頸，
國科會科資中心特別免費提供 MT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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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版軟體，讀者可以到圖書館拷貝該
軟體，安裝到自己的機器上，在自行準
備 MODEM及電話，便可透過電話線與
STICNET 連線，省去網路上排隊的時
間，當然，相對的，得支付電話傳輸的
費用。不過，在時間就是金錢的時代
裡，花點小錢省些時間，有時也蠻划得
來的。

國外館際合作新途徑

自三月一日起本館正式開放與英國大英
圖書館資料供應中心直接館際合作業
務，以往國外館際合作都必需透過國科
會科資中心申請，輾轉來回需一個月的
時間才能取得資料，爾後讀者只要將國
外館際合作申請表交給館員，由館員直
接上 INTERNET 上的 JANET向大英申
請複印，大約十多天便可拿到資料，既
方便又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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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報導

三月一日起全面停止期刊外借

依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第一三六次行
政會議修訂）第九條：「凡珍貴圖書、
期刊....及報紙等僅限於館內閱讀，概不
借出。」但為方便師生們在系上影印免
費，期刊室遂提供臨時借閱辦法，卻因
此造成管理上的極大困擾。最近更發現
有不法人士冒名借閱，而致遺失。本館
為避免此一管理上的漏洞以及類似情況
再次發生，更為遵行行政會議的決議，
落實管理制度化，決定於三月一日起全
面停止期刊外借措施。經與各系所圖書
委員座談（二月十五日），大致獲得共
識，落實期刊不外借對大多數使用者較
有利。

即日起至四月十五日退還影印卡保證金

即日起至四月十五日己售出的影印卡辦
理退還保證金二十元。請逕洽影印小
姐。超過期限後，恕不受理。請大家告
訢大家。更別忘了即早將您的保證金領
回。別讓它進了影印公司的私囊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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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橋

本欄歡迎讀者們踴躍提供建言，或是有關圖書館的任何諮詢，我們都
樂於公開回答冀能與讀者達成溝通及共識。

意見：閱覽組之辦公場所應與閱覽室隔間，以避免電話及公私交談的
聲音影響閱覽室的寧靜。（機二C 陳益源 81.12.23）

答覆：一則因為中正圖書館已無空間可作進一步隔間，二則學校缺乏
經費支付這種工程，辦公與閱覽室讀者間之互相干擾是無可避免的，
在新館落成使用後，這種無奈才能獲得解決。

**********************************************************

意見：是否能將「線上公眾書目查詢系統」中，「書名」項目，把它
修改成「全部書名」的顯示。因為往往由keyword 來找，都會出現十
幾本開頭相同之書名，就須逐次按enter 來找，太麻煩了。
（資電所二乙組 林裕明）

答覆：線上公眾書目查詢系統（OPAC）將在81年寒假中大幅修訂改
版本期修改的重點主要在於關鍵字的查詢。（過去並未提供關鍵字
KEYWORD 的查詢）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在修改顯示模組時，
作為重要參考原則。謝謝您的坦誠相告，給予我們留有進步發展的空
間，在改版之前尚請多包涵忍耐暫時的不便。

************************************************************

註：已依照您的建議更改修正，目前除可以採關鍵字查詢外，每筆
--書目記錄之書名欄位，已顯示其在書目資料庫中的極限長度66個
Bytes。

意見：

學生化工四陳玉棠。近日欣見新館即將落成，白色的巨大建築與天合
成一體，令人為之心怡，在此學生有幾分拙見，希望能為圖書館盡一
些心力：

一、本校建築向來以四週之樹木，綠草為一大特色，新館左右兩側及
後圍僅有韓國草不見樹蹤，或可植一些高大的松樹，想必更能襯托新
館的宏偉。

二、新館四周鄰大馬路旁，所植之柏樹不知如何竟全為水泥所局限，
此一措施似乎有畫蛇添足之嫌，望能還這群柏樹生長的自由。

三、新館旁延伸出之高起之地，全部鋪以白色瓷磚，雖言與主體調
和，將來必將為髒亂所苦，工程館前之例可為證。

四、希望新館之空間能妥善規劃，因現今舊館仍留有很多舊房間及可
充為大一之上課教室，館方竟言空間不足。

相信新館在諸位之規劃下必成中大之一大象徵及精神堡壘。
最後祝健康快樂（化工四陳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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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謝謝陳同學您寶貴的意見。不過對於您的建議圖書館有幾點說明：

一、 關於您所提的第一至三點都出於建築師之設計，該部份由總務
處營繕組負責，您可以直接向總務處提出建議或投書「愛校信箱」。

二、 有關舊館，由於建築本身並不全是為圖書館使用而設計，並未
考慮到使用時動線的走向與管理上的需求，因此造成部份空間只能權
充備用書庫卻不能開放給讀者使用。且大一上課所使用的教室為教務
處所有，並不屬於圖書館可用的部份。

三、 關於新館內部規劃、目前正委託一位對圖書館內部設計頗有經
驗之設計師設計中，如果您對於這方面有興趣，可參考本館館訊第七
期，洪館長所寫「圖書館新館的規劃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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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事記 82.01.15 - 82.03.08

82.01.15 82學年度第一次館務會議，訂定白樓藏書處理及典藏細則

82.01.16 全體館員歲末聚餐及摸彩

82.01.18 寒假彈性上班開始

82.01.28 全校新春團拜

82.02.02 館員至交大參加松竹梅三校館員新春進修課程

82.02.14 寒假結束

82.02.16 中文書庫大套叢書完成搬遷

82.02.18 甄選本學期工讀生

82.02.22 館長、朱主任、黃主任、藍組長等參觀上奇科技公司多媒體系

82.02.22 線上目錄第四版上線使用

82.02.23 圖書自動化規劃委員82年第三次會議

82.02.24 臨時人員魏美玉小姐離職，其缺由楊政男先生遞補

82.02.24 光碟網路正式上線

82.03.01 開放與英國大英圖書館館際合作業務

82.03.01 臨時人員丁孟俠先生離職，其缺由鄭盛富先生遞補

82.03.01 總圖期刊全面停止外借

82.03.02 館長及四位主任至藝術學院和長庚護校參觀其視聽圖書館

82.03.03 中文書庫第二書區（原大套叢書區）啟用

82.03.04 館務座談

82.03.08 閱覽組及編目組部份同仁工作輪調

82.03.08 臨時人員劉于萍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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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約

　　本刊創刊宗旨在於增闢一個開放空
間，讓讀者的意見得以表達，館員的心
聲得以抒發。更重要的是，讓讀者與館
員之間的代溝能夠縮小，讓彼此之間能
夠相互了解、相互體諒，更進而彼此幫
助，攜手合作，共創更美好的校園生
態。

　　「分館」的存在導至不少相當棘手
的問題，本期中各「分館」管理人員描
述了好的一面，但未提到實際的問題與
困難，因此我們下期的主題之一即為
「分館問題大家談」，除管理人員繼續
未完的說明以外，也歡迎全校師生或其
他圖書館的同道們踴躍參與，一起討
論。任何有關圖書館的使用心得或任何
與圖書館相關的創作，也歡迎投稿。

　　圖書館是屬於大家的，館訊也是屬
於大家的，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關心，
一起來灌溉這一塊屬於您我的園地。套
一句方瑀女士的名言「讓他們好、你也
會更好」。

　　本刊所登載的文稿，以尊重作者原
意為前題，但仍保有刪改權。如不願被
刪改者，請事先註明。

來稿請寄：中壢市五權里中央大學圖書
館 館長室收校內稿件請逕送圖書館館長
室或投入圖書館意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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