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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CISTI文獻傳遞服務
李紹迪
編者按：本館於93年12月申請啟用加拿大CISTI文獻傳遞服務，並由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協助提供相關的推
廣服務與教育訓練。本期特邀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專員李紹迪小姐撰文介紹。
壹、 前言
近年來由於圖書館的預算以及實體空間趕不上出版品數量種類的快速增加以及價格的不斷上揚（王美玉，民90），再加上資訊科技日新月
異的變化、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影響，以及學術研究朝向跨學科與國際化方向發展的趨勢（Martin & Kendrick，1994），對於圖書館來
說，提供讀者完整而廣泛的服務成為異於以往的全新挑戰，其中文獻傳遞服務的提供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其實對於讀者來說，不論使用何種檢索模式或是哪一主題領域的資料庫，最終目的就是為了得到全文資料（吳文慧，民92）。圖書館一方
面積極發展館藏來因應之外，另一方面透過館際合作或是文獻傳遞服務來協助讀者搜尋各種研究資源（何慧玲，民90）。因此，豐富的館
藏是從事文獻傳遞服務的重要基礎；當圖書館需要選擇優良的文獻傳遞服務提供者時，衡量標準也同時會著重於文獻的獲取率、處理時
限、提供時效及文獻影印品質等（吳文慧，民92）。
在眾多文獻傳遞服務提供者裡，加拿大的CISTI以本身的館藏為主，再加上一些合作夥伴的資源，而形成豐富的館藏資源，透過運行多年
且效率卓越的文獻傳遞服務電子化系統，提供兼顧時效及品質的最佳化服務；讀者更可以藉由CISTI在STM（Science、Technology &
Medicine）領域的豐富經驗及專業能力，得到最佳的回饋。而今，透過飛資得資訊的推薦，中原大學也正式成為CISTI的服務對象，所有
在中原大學的教職員生均可以透過CISTI來獲得所需的研究文獻資源。
貳、 關於CISTI

CISTI（Canad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隸屬於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是全球重要的科技、工程以及
醫學領域的資訊提供者之一。CISTI的歷史可以追溯至七十多年前的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圖書館，當時只提供加拿大境內R&D產業相關
服務，直到1957年才正式成立為加拿大的國家科學圖書館（National Science Library），並在1974更名為CISTI。直到今日，CISTI已經
成為全球理工科技與生命醫學領域文獻資料的最重要典藏單位之一。
CISTI的館藏資源在北美洲地區佔有相當地位，收錄1800年迄今有關自然與生命科學、理工科技與農業領域相關的文獻資料；內容涵蓋5萬
種以上由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期刊資料，60萬本以上的書籍、會議記錄以及技術報告，全球超過200萬份的技術報告以微縮片形式保存在
CISTI，可以說是只要是與STM領域相關的資訊，不論發表語言形式或是發表國家，都是CISTI的館藏資源。
CISTI的館藏資源中，最特別也是非常豐富的一個部分在於會議紀錄的收藏。CISTI在以往的經驗中發現，在STM領域中，許多最新的資訊
往往只會發表於科學技術年會或研討會的會議紀錄中。因此CISTI花費非常多的心力找尋這些會議紀錄資訊，購買並收錄於圖書館館藏資
源中。更由於近年來許多期刊會將相關會議資訊收錄於期刊中，因此CISTI的人員每天會瀏覽所有雜誌，確認已收錄所有相關的會議紀錄
資訊。目前CISTI可說是收錄會議紀錄資訊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
正由於CISTI的豐富館藏，以及長久以來在文獻傳遞服務方面的經驗，CISTI除了圖書館的角色之外，更同時擔任了非常重要的文獻傳遞服

務的提供者角色。
參、 CISTI文獻傳遞服務簡介
在CISTI文獻傳遞服務中，一般會以Ariel或傳真方式將文獻傳送給申請人或申請的圖書館，讓讀者可以獲得最快速和立即的服務；並依據
提供的館藏資源範圍來劃分服務的等級，依序分別為以下三種：
一、

DIRECT Service
1. 服務範圍：CISTI以及加拿大農業圖書館（Canadian Agriculture Library）的館藏資源。
2. 處理時效：90%以上的文獻會在24小時內會得到回覆。
3. 其他服務：

二、

(1)

提供書籍或一些會議紀錄的的借閱以及續借服務：借期為6個星期。

(2)

提供2小時內的急件申請服務。

(3)

提供線上館藏目錄以供讀者查閱。

(4)

提供高水準影印品質的文件。並可以根據讀者客制化需求提供彩色或特殊影印要求的文獻資料。

LINK Service
1. 服務範圍：包括以下國家級的科學資訊中心或大型圖書館。
(1)

英國的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BLDSC）

(2)

法國的Institut de l'information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INIST)

(3)

日本的SUNMEDIA

(4)

中國大陸的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ISTIC)

(5)

韓國的Kore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KISTI)

2. 處理時效：大多數的文獻資料會在72小時內傳遞完成。
3. 其他服務：

三、

(1)

可申請專利資訊

(2)

可提供書籍借閱服務（一般為期1個月）

GLOBAL Service
1. 服務範圍：搜尋範圍遍及全球，並提供文獻資訊的查核服務。
(1)

文獻形式：期刊文章、技術報告、書籍資料、會議記錄、以及標準文件和碩博士論文。

(2)

合作對象：作者、學術機關、學會、政府組織、出版商、專門圖書館、商業公司以及其他文獻服務提供者。

2. 處理時效：大多數資料會在4個星期內提供給申請者。
3. 其他服務：
(1)

此項服務每次均須繳交基本的服務費用。（依CISTI網頁公告為準）

(2)

若文獻傳遞費用超過一定金額，CISTI會事先與申請者確認。

肆、 CISTI文獻傳遞服務的申請方式
一、

透過CISTI館藏目錄查詢申請
一般讀者在查詢文獻館藏地時，經過查詢國內館藏仍無所得時，可以先連結至CISTI的館藏目錄查詢，連結網址如右：
http://cat.cisti-icist.nrc-cnrc.gc.ca/search（如下圖一）。讀者可以利用書刊名、作者、國際標準號碼（ISSN/ISBN）或技
術報告號碼等來做進一步的查詢。

圖一、CISTI館藏目錄查詢主畫面
以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bulletin這本期刊為例，假設讀者在國內找不到收錄此本期刊的圖書館，可以抄錄此本期刊的書
刊名或國際標準號碼（ISSN）到CISTI查詢是否有館藏資訊。以下圖二為例，讀者在查詢之後，系統表示CISTI的確有收錄此本期
刊，讀者可參考「LIB HAS」欄位來確認收錄的卷期資訊；並且瀏覽「Status」來了解目前CISTI的收錄狀況；若對文獻本身的資
訊有所疑問時，也可以利用「Related Resources」功能來了解哪一類電子資源收錄了相關的書目資訊。

圖二、CISTI館藏目錄查詢結果畫面
最後利用圖書館申請國外文獻的流程，提供圖書館作業人員詳細的書刊名及卷期頁數等資料、國際標準號碼（ISSN/ISBN）、發表
作者、該篇文獻之題名以及其他相關資料例如報告號碼或是CISTI的索書號等，讓圖書館人員可以立即申請並提供給讀者。
若讀者在CISTI的館藏目錄中也查不到相關館藏資料時，則可以在申請國外文獻時註明，並且告知館員是否要繼續利用LINK
Service或GLOBAL Service來繼續申請國外文獻傳遞服務，並且提供申請的預算上限金額（以美金計）。此時，圖書館員可以透過
CISTI特有的「Maximum Cost」功能在讀者的預算金額內向CISTI提出文獻傳遞服務的申請。
二、

透過資料庫檢索時提供的連結服務申請
以Ovid系統的INSPEC資料庫為例，讀者在查詢資料之後，若館內沒有購買電子全文、或是國內無圖書館收錄紙本資料，甚至包括
不易取得的會議紀錄等文獻資料，即可以透過連結到CISTI文獻傳遞服務系統來申請全文（如下圖三）。不但可以將完整的書目資
訊提供給CISTI，讀者更免去抄寫的步驟與不便。若是經常需要申請國外文獻資料的研究人員或教師，更可以透過申請個人帳號的
方式，快速的來申請全文服務。飛資得資訊也同時提供每月結帳方式，來作為教師或研究人員研究經費的預算掌控及申請依據。

圖三：由資料庫連結至 CISTI申請文獻傳遞服務
伍、 CISTI文獻傳遞服務的文獻提供方式
在CISTI文獻傳遞服務的文獻提供方式中，中原大學的圖書館預設以Ariel來作為文獻接收的方式。圖書館在收到申請的文獻之後，會立即
通知申請的讀者取件，並依據讀者申請的服務方式以及文獻處理費用來作為收款的依據。以讀者申請DIRECT Service 為例，讀者只需要
支付基本文獻處理費用即可。若需借閱書籍，須注意書籍借閱期限；如需辦理續借，在到期日前一週通知圖書館，以方便圖書館和CISTI
辦理續借手續。
陸、 結論
一個好的文獻傳遞服務提供者，不但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更需要高標準的文獻獲取率、穩定且快速的處理效率以及品質優良的文獻複印
品質。讓讀者可以快速獲得文獻全文資訊，更可以讓圖書館在有限的經費預算下，可以為讀者謀求最佳的文獻資訊獲得途徑以及最經濟實
惠而且公開的價格服務。飛資得資訊經過長久和CISTI的合作經驗，希望能把這樣優良的服務介紹給圖書館和所有的讀者，也希望帶給圖
書館和讀者另外一條獲得全文資訊的康莊大道。
參考文獻:
1. "About CISTI". http://cisti-icist.nrc-cnrc.gc.ca/about/about_e.html. 2002 Feb.
2. "About Document Delivery". http://cisti-icist.nrc-cnrc.gc.ca/docdel/docdel_e.html. 2004 Oct.
3. Harry S. Martin and Curtis Kendrick, "A User_Centered View of Document Delivery & Interlibrary Loan."
http://www.ifla.org/documents/libraries/resource-sharing/ill.txt. 1994 Jan.
4. 王美玉，英國文獻傳遞服務，圖書與資訊學刊36期，民90.02，頁63-70
5. 何慧玲，學術圖書館文獻傳遞服務之研究，大學圖書館5卷1期，民90.03，頁163-189。
6. 吳文慧，館際合作和文獻提供：資訊時代的定位和展望，圖書與資訊學刊47期，民92.11，頁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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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四種資料庫介紹
臺灣時報、法源法學、Lexis.com、Computing Reviews
壹、 臺灣時報
《臺灣時報》可說是日治時期最長壽、影響最深遠的期刊。早在西元1919年「臺灣總督府」發行《臺灣時報》之前，就有「東洋協會臺灣
支部」所發行的機關刊物，名稱同樣也是《臺灣時報》（1909～1945）。無獨有偶，此刊物又是承襲自「臺灣協會」發行的《臺灣協會會
報》而來（1898～1907）。故自《臺灣協會會報》創刊至1945年「臺灣總督府版」《臺灣時報》停刊，前後長達48年，幾乎與整個日治時
期（1895～1945）相始終。
舉凡當時臺灣的政治、產業、農業、貿易、交通、軍事、教育、司法、警察、土木、技術、工藝、文藝等的論文與統計資料皆在收錄之
列，同時並收錄在台知名的日本作家之俳句、詩、小說，皆是臺灣研究的寶貴資料。本套資料庫詳實的內容，正是研究明治時期不可或缺
的重要史料。
貳、 法源法學
全方位廣納我國最豐富之數位法學資訊，依資料性質與態樣分為法規、司法判解、行政函釋、裁判書、法學論著索引等五類。目前已建置
完成的資料，已達340萬筆，內容每日更新，質量更每日增加，足以滿足您法制作業上的各種法學資料查詢需求。
參、 Lexis.com
LexisNexisTM@Lexis.com提供龐大且多樣的新聞、商業資訊、金融財務和公共記錄等全文資訊，資料庫中有超過 45 億筆的文件檔案可供
檢索，同時資訊來源每年以 40% 的速度增加，讓您的檢索沒有任何的遺漏。LexisNexisTM@Lexis.com也是全世界第一的法律檢索資料
庫。結合豐富的國際法律資料庫內容、多樣的法律資料檢索方式以及其他受青睞的特色與功能滿足您法律檢索上的種種需求。
肆、 Computing Reviews
ACM一直以來都與Reviews.com合作，出版Computing Reviews電腦評論資料庫。Computing Reviews共有19位編輯評選，都是來自電腦相關
領域重量級學者，提供電腦領域的研究者在數學、機械、自然及社會科學、人文學、以及其他學科領域對電腦科學的任何領域的評論性資
料，回溯至1985年。
評論性資料可以幫助辨識出目前此領域中最新最熱門的主題，可以說是研究的前沿(Front-end)。CR是一個動態的社群，包含有權威的評
論家所推薦的最佳的書籍、文章、以及其他媒體；主編群所保證之完整性的評論；以及整個CS社群透過討論之通力合作的成果。新版的CR
增加了Hot Topic Essays(熱門話題論述)，Computing Reviews可與ACM做連結，使用上非常方便。
（讀者服務組

楊純萍）

服‧務‧學‧習

最溫馨的魅力
楊根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念圖書館在規模及藏書量方面雖不及一些公立大學的圖書館，但對我而言，這裡卻是一個最溫馨、充滿人情味的地方。工讀
生與館員像是員工與老闆，有時又更像是忘年之交的朋友。其實應該不只我有這樣的想法，就我所知也有資深工讀生更是把圖書館當自己的
家，喜歡三不五時就來圖書館幫幫忙。不計較得失、盡責，雖然她常弄得很累，但看得出來她的心意還有她的歸屬感。
「人」，是圖書館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接觸完全陌生的讀者、熟悉的館員、同是來工讀的夥伴們，我認識到各個領域的人，發現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是那樣新鮮有趣。彼此間一直有著良好的互動在運轉著，這裡沒有其他圖書館的生硬氣息，也沒有超大規模富麗堂皇的虛榮建築，我們卻
擁有最滿溢的人情。這就是中原大學張靜愚紀念圖書館最特別、最溫馨的魅力。它也是我稍長一輩的學長姐與我們共同擁有最美麗、感人、幸
福的時光。儲存在電腦中一張張的照片，訴說著當年在每個書架間的笑語。幸福不須遠求，在回首來時路時就會發現….
都在這裡了。
（作者為讀者服務組期刊區工讀生）

我喜歡為你服務
王儷靜

在圖書館工讀已經一年多，已經迷戀上在圖書館出入口工讀的那一份感覺！說忙碌呢…僅止於非常時期；說輕鬆呢…又讓人有股嚴謹卻不離自
在的感覺！對我而言，一切恰到好處─嚴謹卻不嚴厲，自在卻不慵懶！它有專屬於自己的一套風格與規矩，不遵守，可是會被淘汰的。
面對來來往往的讀者，替他們服務讓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喜歡為你服務」的實踐體驗。我體驗到許多待人處事的道理以及與人交往的禮儀和
助人關係，無形中替自己上了一門「人際關係」的實務課程。遇過無數各式各樣的讀者們，彼此間的觀念或習慣的不同下，在替他們服務的過

程與彼此互動中，有時也會發生一些小摩擦，但身為工讀生的我們，除了職責所在，辦好館員所交代的事情外，再來就是要面帶微笑、試著用
溫和的方式來協助讀者，讓讀者知道我是很認真喜樂地願意為他服務。
對於「圖書館工讀生」這個職務我做得樂此不疲，或許有時候會遇到一些令人不開心或難以接受的事，但只要一想到可以在種種的機緣下，認
識更多的人，以及在館員們和其他工讀生們的熱情關心和照顧下，讓我更歡喜中原圖書館，在這個環境下受益良多，也成長許多。現在我想大
聲的說，我深深的戀上中原大學圖書館的一切一切！
（作者為讀者服務組出入口服務台工讀生）

館‧務‧報‧導

中原讀書節推動校園讀領風潮
本館於五月第二週舉辦「中原讀書節2005」積極營造校園悅讀氣氛及帶動閱讀風氣，鼓勵學生閱讀的習慣、提升閱讀的品質及享受閱讀的樂
趣。有六項系列活動：啦啦隊讀領SHOW、借閱英雄榜、全人講座、聯合書展、跳蚤書市、范曉萱新書「亂寫」校園座談會等。
『啦啦隊讀領SHOW』，邀請中原啦啦隊比賽獲勝前三名的應用數學系、化學工程系、財經法律系秀出「讀、領」創意，在大草坪排出醒目的
「Read and Lead」字型，象徵閱讀是一切學習的開始，更能塑造領導品格的人。圍觀的師生紛紛報以熱烈掌聲，也炒熱讀書節活動氣氛。

『借閱英雄榜』，圖書館透過借閱統計數據，共選出耕讀十傑獎（大學部學生累計借閱圖書冊數全校最多的學生）、勤讀標竿獎（大學部學生
累計借閱圖書冊數全系最多的學生）、悅讀標竿獎（大學部學生累計借閱圖書冊數全班最多的學生）、樂讀標竿獎（以全校累計借閱圖書冊數
最多的行政人員）四獎項，公開表揚並頒發獎狀及獎品。
『全人講座』，邀請暨南大學教授李家同前來與學生分享讀書的樂趣，講題為「鐘聲又再響起」，演講前另有與大師對談及簽書會等活動。此
外，也請李家同教授頒獎給中原的「借閱英雄榜」得獎者，藉以鼓勵校園的讀書風氣。現場參與學生非常踴躍，約有630人次擠爆了全人村的
瑞麗堂和演藝廳，同時網路上也有現場同步錄影直播放映服務。
『聯合書展』，為推廣「讀書‧人‧最美、最樂‧我‧讀書」運動，邀請國內10家中外文書商來本校聯展，提供多元的參展內容和超低的折
扣、特價書，讓全校師生能輕易的挑選喜愛的圖書。『跳蚤書市』，特別安排了一場愛書人和好書喜相逢的聚會，由校內師生將自己閱讀過的
好書委由圖書館代為販售，或是採捐書方式義賣，大家一齊來讀好書做好事。共計募得圖書1,190冊，義賣所得已捐給本校「撒瑪利亞愛心基
金」，未售出的圖書徵得同意皆捐給圖書館處理，如無法列入館藏者將於12月圖書館週活動免費贈送給本校師生索閱。
『范曉萱新書「亂寫」校園座談會』，邀請到音樂才女范曉萱談新書並以過來人的身分提醒有憂鬱症傾向的人，對抗憂鬱症最重要的是不能自
我放棄，永遠都要懷抱希望。她也建議憂鬱症除了循正常的醫療管道外，一定要找出情緒發洩的出口，她常看一些勵志積極正向思考的書籍，
幫助自己掙脫走出了幽暗低谷，而家人與朋友的關懷與陪伴，更是最有效的抗憂鬱症良藥。
（讀者服務組

彭淑珍）

中西文書庫煥然一新
您知道嗎？最近本館三至五樓中西文書庫已煥然一新，每座書架兩邊側板皆已改裝了指引目錄框，同時羅列每座書架圖書之分類簡表與類目名
稱說明，方便讀者您參照板上所列詳細之分類簡表找書會更快速，也更清楚了解圖書館的藏書所在地。四、五樓中文書庫再增添20台的單面輕
便書車，放置於借閱流通量大或空間流暢處，更方便讀者放置閱畢的書籍，並可加快工讀生上架速度，請同學們多多配合利用。倘若您有任何
疑問或建議再改進的意見，歡迎您提供給蔡燕芳小姐，聯絡電話：03-2652846或Email：yenfang@cycu.edu.tw
（讀者服務組

蔡燕芳）

歡迎校友申請借書服務
本館歡迎畢業校友踴躍申請借書服務！本校校友借書的申辦方式：請持校友證正本親至本館二樓出納台辦理(洽詢電話03-2652833)，繳交保證
金新台幣貳仟元整，有效期限終身。校友證限本人使用，不得轉借他人，入館並請遵守本館閱覽規則。保證金於校友您辦理停止借書手續，並
還清所有圖書資料及繳清罰款後會無息退還。
一、 已辦完校友證之校友享有權利如下：
(1)

可終身入館閱覽。

(2)

可以使用地下閱覽室閱覽。

二、 已辦完校友證及借書申請之校友享有權利如下：

(1)

可終身入館閱覽。

(2)

可以使用地下閱覽室閱覽。

(3)

借書：可借閱圖書5冊，借閱期限30天，如無他人預約，最多可續借二次。

(4)

可以透過網路收聽使用圖書館空中英語教室。

(5)

利用線上館際合作服務申請館合文獻複印及借書。

如果您的舊版校友證需要換發新的校友證IC卡者，請親至校友室辦理或通訊申辦，換發方式如下：
一、 填寫申請書：填寫中原大學「中原校友證」換卡申請書表格，並繳交舊證、彩色照片一張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二、 製卡時間：五個工作天。
三、 申辦時間：星期一 ~ 星期五

AM 8：30 ~ 12：00

PM 13：30 ~ 17：00

四、 校友室位置：全人教育村北棟四樓
五、 承辦人：校友室張素惠小姐，電話：03-2651505或Email：sophia@cycu.edu.tw
（讀者服務組

彭淑珍）

親自前往台北醫學大學借書免費
即日起，本館與台北醫學大學圖書館互換借書證，分享彼此圖書資源，歡迎本校教職員工生多加利用。辦理方式請參本館網頁或洽本館出納台
03-2652833。請您先至本館二樓出納台登記借用台北醫學大學圖書館借書證，每張借書證可借書5冊，借書期限為21天，不提供續借服務。
（讀者服務組

廖美娟）

線上館際合作最新消息
負責國內線上館際合作業務的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站長科資中心於94年5月1日起正式更名為「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又名：國家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簡稱：科技政策中心)，期盼全校師生繼續給予支持，並歡迎多加利用!
本校讀者已申請館際合作讀者帳號者，如您現在所使用的e-mail與原先申請填寫的不同，為了確保您能接到館際合作申請件的相關處理訊息，
請重新上網更正您個人的e-mail地址。倘若您是延畢生或直升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請再確認館際合作帳號是否超過使用期限而無法使用，
您可透過電話或e-mail給館合負責人更正後即可繼續使用。您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本館館合負責人彭淑珍小姐，聯絡電話：03-2652831或
Email：shuchen@cycu.edu.tw
（讀者服務組

彭淑珍）

準研究生的貼心服務
圖書館為服務尚未註冊的研究所新鮮人準備了體貼的借書服務，歡迎您多加利用！！
一、 申辦資格：

已報到並繳交畢業證書之準研究生，經所屬單位指導教授或所長書面保證後，得辦理準研究生臨時借書證入館及借書。

二、 檢附文件:

1.

填寫借書證申請單，並經所長或指導教授核可。

2.

本校教務處研究所報到證明正本及影本一份。

3.

繳交一吋相片一張。

4.

身份證明文件(備查)。

1.

有效期限至註冊日止，已註冊尚未領到學生證者可續用至學生證核發止。臨時借書證於學生證發放時，自動失效。

2.

借閱冊數以20冊為限，限期30天，讀者於借期屆滿時，如無他人預約，得於借期屆滿前辦理續借，每筆借書館藏最

三、 借閱規則：

多可續借2次。借書有其它讀者預約則會催還並縮短借書期限。
3.

如註冊日前離校，需至圖書館還清借書、繳清罰款，辦理離校手續。

4.

申請人離校未結清之借書和罰款，由指導教授或系所協助本館追討。

5.

其它相關規定悉依本館管理辦法辦理。
（讀者服務組

畢業生借還書及離校注意事項
在這風車季，祝賀您即將畢業踏入人生的另一階段！ 圖書館提醒您在借還書及辦理離校手續時請注意：
大學部學生
圖書館辦理離校手續時間：

研究所學生

廖美娟）

週一至週五

09:00 ~ 12:00
13:30 ~ 17:00(暑假至16:30)

畢業典禮當天

09:00 ~ 12:00

94.6.4 (六)

13:30 ~ 16:30

先上傳論文並確認無誤，相關問題請洽圖書館系統組(032652851)。
圖書館辦理離校手續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 ~ 12:00
13:30 ~ 17:00(暑假至16:30)

應屆畢業生借書證有效期限至94年07月31日止。
自94年05月31日起可洽各系辦領取離校單至出納台辦理畢業離校手
續。
為簡化大多數讀者離校手續，93年12月01日起至94年05月23日未曾

畢業典禮當天

09:00 ~ 12:00

94.6.4 (六)

13:30 ~ 16:30

至圖書館二樓參考區諮詢服務台繳交：

辦借還書手續且未欠書欠款者，畢業離校免至圖書館而由圖書館批

論文精裝本壹本。

次辦理離校手續。

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上網授權書壹份。

已批次辦理離校之應屆畢業生如要繼續借書者，94年05月31日起可

中原大學博碩士論文全文電子檔上網授權書壹份。

洽系辦領取離校單後，至圖書館出納台辦理延長至94年07月31日

至圖書館二樓出納台清查借閱記錄，辦理畢業離校手續。

止。
已辦離校手續並領取畢業證書者，得申請校友證後，持校友證親
已辦離校手續並領取畢業證書者，得申請校友證後，持校友證親至

至圖書館辦理校友借書手續。

圖書館辦理校友借書手續。
相關問題，歡迎與圖書館參考台聯絡
相關問題，歡迎與圖書館出納台聯絡

(03-2652831)。

(03-2652833)。
相關網站: 93學年第2學期畢業證書領取公告
（讀者服務組

廖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