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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表文章選粹服務

曹午蘭

在此出版物氾濫的年代，您是否有快被淹沒，卻仍無法確切的掌握您所需資訊的苦惱呢？如今可經由本館電腦查詢系統連上往美國Uncover資料
庫，該資料庫除了提供免費查詢期刊文章目次外，又增加了一項主動的文章選粹服務，該項 服務包括了--◎提供５０種期刊最新的目次表：可由Uncover資料庫的14000種期刊中任選５０種您感興趣的期刊雜誌，每週定期提供最新目次表。
◎提供２５個關鍵字及作者姓名的文章書目：Uncover資料庫可自動過濾14000種期刊中的文章找出您感興趣的主題及作者。
以上的服務，每週定期經由網際網路的電子郵件功能，將Uncover資料庫新增的文章中，符合您需求的篇名/作者/刊名(書目性資料)傳送到您的
E-mail信箱中，不待外求即可同步掌握全球最新動態。
您僅需具備下列的條件即可成為該服務的會員-年費$２０美金(提供書目)
E-mail帳戶
有效的付款信用卡(VISA/MASTER/DISCOVER/AMERICAN EXPRESS..)
有感興趣的主題
若您急於一睹某篇的全文，亦可線上立即訂購，次日即可傳真取件(每１０頁約 ２０-３０美金)，若該篇已提供過傳真服務，一小時後即可獲得
原文,省去了您四處奔波，仍無法窺得全貌之苦。若您並不迫切需要此篇文章，何不稍待幾週，等國內圖書館收到該期後，再前往瀏覽，亦不失
為一省錢省力的捷徑。接下來若您有興趣，不妨依下列步驟，進入此資料庫享受我們為您所安排的自助之旅，付費與否完全由您自行決定--步驟一：請選擇一部可執行telnet指令的電腦。
步驟二：請進入中文模式 (ex.et3)
撥接 140.135.41.1 (圖書館電腦查詢系統位址)
▲login: library
▲選擇 B> Big five
▲OPAC主畫面選 C> 連接其它資料庫
▲選 O> 國外資料庫
▲選 3> Uncover
▲SELECT LINE #： 5 (為VT100英文終端機模式)
▲Enter the NUMBER of your choice...the <ＲＥＴＵＲＮ> key>> 1
(選擇Uncover--Article access & document delivery)
※...or press <ＲＥＴＵＲＮ> to set up a new PROFILE， or...>>
(直接按enter鍵)
▲Type NEW to CREATE a new profile
>> new (輸入 new 建立個人資料檔，須填下列資料)
z

Please your FULL NAME： Alice Chao (輸入申請人姓名)

z

E-mail address： alice@cchp01.cc.cycu.edu.tw
(輸入e-mail帳號)

z

1st line of address：Dept of English,CY Christian Univ.
(輸入街道門號)

z

2nd line of address (not city)： 22 Pujen Li (輸入街道門號)

z

City,State,Country(if not USA)： Chung-Li,TAIWAN

z

ZIP or Postal code： 32023 (輸入郵遞區號，以方便郵遞)

z

... on the FAX cover sheet?

(輸入城市、國家)

>> TO： Alice Chao,Dept of English (傳真時封面註明的文字)
z

....FAX COUNTRY CODE：
>> 011886 (輸入接收傳真機的國家代碼)

z

FAX Telephone City Code： 3
(輸入接收傳真機的城市區域碼，不需加０)

z

FAX Telephone Number： 4383838
(輸入接收傳真機號碼，不可轉分機)

z

VOICE Telephone Country Code：
> 011886 (輸入接收電話的國家地區代碼)

z

VOICE Telephone City Code： 3
(輸入接收電話的城市區域碼，不需加０)

z

VOICE Telephone No.： 4563171 ext 2821 (輸入電話號碼)

z

Payment Type： vi (選擇以何種信用卡付帳)

z

Card number： 1001001000 (輸入信用卡號碼，省略空白)

z

Account experiation： 03/99
(以 月月/年年 的格式輸入信用卡失效日期)

z

Your Profile Registration Number is： 1211172
(請印出記下系統所給您的編號，日後以此代碼進網路)

z

Please choose a PASSWORD...up to 10 characters long：
(請設定你的密碼，最多可設10位文數字)

z

OK to SAVE your profile? (Yes or No) yes (確認是否要儲存您的個人資料檔)

步驟三：選擇您感興趣的期刊雜誌目次表，最多可挑選５０種的刊物
◆B to BROWSE by journal title
：
ENTER COMMAND (? FOR HELP) >> B
(輸入B，瀏覽依字母順序排列刊名)
▲ENTER TITLE TO START： Vogue (輸入欲選擇的刊名)
▲<ＲＥＴＵＲＮ> to ... LINE NUMBER for FULL record...>> 1
(選擇 vogue 的編號)
▲請注意螢幕顯中間若有下列訊息：
"The publisher does not permit Uncover to deliver articles from
this title" 表示該期刊未授權網路傳遞資料，請跳到★步驟。
▲for HELP > reveal
(選擇 reveal 將此期刊列入您個人的選單中)
▲Pay NOW? Yes or No? >> no
(詢問您是否要啟動每週email傳送目次表的功能?若您尚未完成篩選，則回答 no，回答 yes 則由信用卡收取美金２０元年費)
★ >> q (選擇 quit 退出)
▲<ＲＥＴＵＲＮ> for a new search：
(直接按enter，回到步驟◆，選擇其它感興趣的期刊)
步驟四：設定感興趣的主題關鍵字或作者，最多可選擇２５組。系統能自動搜尋14000種期刊中的每一篇文章，為最具特色的服務項目，設定需

有特殊技巧 ，請由圖書館專業人員為您分析建檔。
步驟五：>> //exit (於提示符號下輸入 //exit 可隨時退出此系統)
一旦完成篩選的步驟，您就可以在家中經由電子郵箱及傳真服務，臥遊全球相關的文章，豈不快哉! 有心嘗試此網路服務者，請至參考區
填寫申請單，安排上線時間，有任何疑問請電２８２１參考臺。
TOP

圖‧書‧館‧查‧詢‧系‧統‧解‧惑‧篇

OPAC查詢系統
１０月１３日OPAC系統正式上市後，對全校師生而言都是一種嶄新的經驗，叫好之餘，仍有不少迷途羔羊，圖書館特闢此專欄，專治各項疑難
雜症。
同時您可在OPAC主畫面選擇 B> 佈告欄 中隨時找到本專欄所提供的各種處方，歡迎您隨時上線一遊，相信不會讓您失望的。
請問：我可以從家中或實驗室進入圖書館系統查詢嗎？
解惑：沒問題，只要您能接上臺灣學術網路，我就在IP ADDRESS--140.135.41.1， login: library
請問：如果書不在架上，我可以直接線上預約嗎？
解惑：目前只有已借出的資料才可預約，如果資料顯示為 "在架上"，是不可預約的。
再問：既未借出，又不在架上的資料，該怎麼辦呢？
解惑：請到出納臺填寫"待尋資料申請單"二週內我們會告知處理的結果。
請問：借期滿了，我可以利用系統自行辦理續借嗎？
解惑：從此以後，您不用經由他人之手，可自己辦理續借，你只要由主畫面中選擇V> 查尋個人借閱狀況 即可進入本人的記錄中，執行續借。不
過.... 如果有人預約該資料，您是無法再續借一次的。
請問：現在已不再使用借書證，我怎麼知道我借閱的情況？
解惑：你可以由我的主畫面選擇 V> 查詢個人借閱狀況 就可以看到你究竟借了幾本書，此外還可看到你預約、罰款的狀況，是不是比以往更方
便了?
請問：我預約一本書，可是為甚麼當我跳到個人的檔案中，卻未顯示我已預約該資料？
解惑：因為目前系統，僅供讀者線上申請預約，待館員再次確認後，次日才會在你的記錄中顯示，可不要太心急，對同一本書下了好幾次的預約
申請喔！
請問：預約書還回來時,你會通知我嗎？
解惑：當然會有書面通知到系辦公室，不知是否有轉給每一位師生呢？另外... 選擇主畫面 V> 查詢個人借閱狀況 會有訊息顯示"預約書已到
館"。
再問：預約到館的資料，如果忘了來借，怎麼辦？
解惑：我們會為你保留一週，如果第８天你才來圖書館，那不是在架上，就是被腿長的讀者借走了，你只有再辦一次預約，下回請早！
請問：要找健康世界要由那一個查詢點著手？
解惑：就是主畫面的 T> 書/刊名 ，刊就是指期刊或雜誌。
請問：我只記得書名中有"直銷"，是否可用 T>書刊名查詢？
解惑：書刊名必須要由書名的第一個字輸入，如果你不確定"直銷"是否是起首字，可先以 T> 書刊名查詢 若找不到,可直接選W> 轉為關鍵字查
詢。
請問：為何選擇 E> 轉錄資料 ，都未真正down load到我的硬碟或磁片上？

解惑：這時只是暫存在圖書館的系統中，請你退回到主畫面時，中間會多了一項選項 E>轉錄資料到硬碟/磁片 執行此選項，方可將先前選擇的
項目，實際轉到個人的磁片或硬碟檔案中。
再問：download資料時，畫面會告知 "啟動PC擷取資料的程序" ，這是什麼意思？
解惑：若你是採用NCSA通訊軟體(如館內的終端機)，當你看到此訊息時，請同時按Alt-C二鍵，則可起動PC的抓資料的功能，別忘了抓完資料
後再按一次 Alt-C二鍵，取消抓資料的功能,否則你會抓一堆垃圾回家。轉錄資料這部份還有很多要留意的，何不瀏灠 B>佈告欄中「如何轉錄查
詢結果？」的選項。
請問：若我想找雜誌中有關某一主題的文章(如：愛滋病)是否可在OPAC中查詢？
解惑：不行，除非您已確定，文章是出現在那一期刊中，因為OPAC僅可以刊名查詢，每期內的文章並未存於此系統中，你必須使用----「中華
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位於２Ｆ參考區，才可針對文章來查詢。

您是否仍意猶未盡呢？
請密切期待我們再次出擊！！
TOP

新‧館‧藏‧掃‧描

＊新訂期刊清單＊
西文期刊

中文期刊

ALGEBRA COLLOQUIUM

力與美

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土木工程技術期刊

ASTRONOMY

印象市場

CONTEMPORARY ORGANIC SYNTHESIS

考銓

INORGANICA CHIMICA ACTA

便利通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保成考訊月刊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電子出版快訊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JOURNAL OF POLYMER RESEARCH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OPTICS COMMUNICATIONS
PSYCHOMETRIKA
SCHIZOPHRENIA BULLETIN
SCIENCE & ENGINEERING ETHICS
SIAM JOURNAL ON SCIENTIFIC COMPUTING
SKY AND TELESCOPE
SMALL GROUP RESEARCH

＊查中文期刊的文章不再四處奔波＊
深受讀者喜愛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光碟索引，已與本館的館藏狀態結合，讀者可在畫面上看到本館的架位號（包括了五樓裝訂期刊、及二
樓近期散本期刊的架位號），如此一來讀者就可直接到架上找所需期刊中的文章，在以往必需一一查過館藏查 詢系統才可獲得排架號，如今已
可省略此繁瑣的步驟了。
若本館未收藏該期雜誌時，於畫面上選 Alt+I 聯合目錄的功能，則可立刻得知國內 還有那些圖書館有收藏，直接到參考區填寫館際合作單
向該館申請影印，省去了另外查聯合目錄的時間。這些方便服務您是否注意到了呢？歡迎全校師生一同來享用新版新功能！

＊新 到 館 錄 影 帶＊
館藏地：４樓視聽室
1.吃在中國 第１集～第３９集 公共電視小組監製
排架號：VC 427 9681
2.現代企管新知 光啟社製作
排架號：VC 494 9033
3.華夏萬里 中華電視公司製作
排架號：VC 610 4381
4.甲午戰爭
排架號：VC 627.86 4381
5.長江全程冒險之旅 韓國國家電視台製作
排架號：VC 682.81/4632
6.話說長江 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
排架號：VC 682.81/5651
7.室內設計實務與經營
排架號：VC 967 0538
8.無障礙校園環境
排架號： VC 527.51 2424
TOP

84‧年‧度‧圖‧書‧館‧週‧活‧動‧系‧列‧報‧導

１２月３日到９日為一年一度的圖書館週，本館舉辦了多項活動，使每一位師生更能充份瞭解，如何利用圖書館的資源，活動包括了
z

電影欣賞：播放了幾部電影佳作如"長日將盡"、"橄欖樹下"...叫好亦叫坐。

z

1206全民開講--圖書館服務大家談：這是圖書館週的新嘗試，現場氣氛十分熱烈，同學與圖書館間充份交流彼此的意見。

z

滿載而歸贈書活動：今年一共有近千本圖書免費贈送，相信有備而來的同學一定是裝滿了書包紙袋。

z

有獎徵答：今年150道題中，一共答出142題，中獎機率高達95%以上...每一位答題者，對圖書館的服務有更深一層的認識。

由於圖書館人員精心的籌劃，如往年一樣，在全校師生歡笑聲中，圖書館週劃下完美的句點，向隅者只有等待來年了！
TOP

讀‧者‧園‧地

週週有新書展示 圖書館四樓新書展示區，改為中西文圖書同時陳列，每週更新，展示期間暫時不外借，提供所有讀者翻閱瀏覽。
期刊送裝訂 1994 年西文期刊裝訂已全部回館，尚有部份於採編組處理中，需利用資料者， 請洽服務台。 1995年中文期刊已開始整理，準備
送廠商裝訂，裝訂期間請透過館際合作服務 向他館影印。
圖書館組織變更 圖書館新成立系統資訊組，以因應日益增加的電腦網路業務，由曹午蘭小姐擔任該組負責人，於１２月２７日下午舉辦茶會慶
祝。
研讀室清潔日 ５樓１２間研讀室固定於每月１、２日為清潔日，若遇假日則順延，請各位使用人注意配合，謝謝合作。
寒假圖書館開放時間表 自１月２９日至２月２４日寒假期間，本館的開放時間變更如下－－－ ２Ｆ～５Ｆ 週一到週四 ８：３０～１６：３０
地下閱覽室 週一到週五 ８：００～１７：００
續借、預約不求人 在以往您必須請圖書館代為辦理續借或預約，從此以後您可以利用本館電腦查 詢系統，由主畫面選擇 V>查詢個人借閱狀況
即可自行辦理，不再有往返奔波之苦。

光碟查詢訓練課程 本學期本館舉辦了一系列的光碟課程，包括物理、化工、科學、電機、工程 ...使全校師生對此套多功能的檢索系統有了進
一步瞭解，若老師因上課需要，請與２８２１參考區接洽，歡迎團體報名。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