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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館-高高屏代區圖書借代還服務系統 

 風訊-圖資中心訊息  

 >>2009 年臺灣學術電子書清單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圖書館資料庫清單 

 圖書館剪影-花絮  

 圖書館報一報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電子書 

 >> Ebrary 電子書 

 

主題館  高高屏代區圖書借代還服務系統 

系統名稱：高雄學園聯合書目查詢及代借代還服
務系統  

合作學校：高高屏區 22 校：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立高雄大學、樹
德科技大學、義守大學、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正修科技大學、國立高雄餐旅學
院、文藻外語學院、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國立屏東商業技
術學院、永達技術學院、美和技術學院、大仁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輔英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東方技術
學院。    

申請費用： 本系統於 98 年 12 月 31 日前申請，費用
為免費，之後依相關經費輔助情形制定收費標準。 

圖書代借規則： 每位讀者 5 冊，借期 14 天 ( 含書到申
請館後保留 7 天 ) ，不得續借或預約。 

 

 

      

創 辦 人 / 許 國 雄 
發 行 人 / 邱 明 源 
主    編 / 許 德 仁   執 編 / 蔡靜汶 
編    印 / 東方技術學院圖書及資訊中心 
電    話 / 007-6939552~6 (圖書組) 
           07-6939558~9 (資訊組) 

I S S N / 1818-6068 
出   刊 /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二十日 
創   刊 /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五月二十日 
地   址 / 高雄縣湖內鄉 829 東方路 110 號 
網   址 /  http://library.tf.edu.tw 
E- Mail /  tflib@mail.tf.edu.tw 

 

名條黏貼處 

本期要目 

系統網址： 
http://kaispill.kuas.edu.tw/kaisphyint/hom
e.jsp 

祝大家聖誕節快樂！ 

圖圖圖資資資中中中心心心全全全體體體同同同仁仁仁   賀賀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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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訊  風拂袖，新知落手中 

 
1. 開館時間：週日至一開館時段為早上 8:10~17:00。週二至五開館

時段為早上 8:10~21:00。週六開館時段為下午 16:10~21:00。 

2. 本學期起館際合作提供免費代借代印服務，申請者務必以個人帳
號提出申請，以利統計作業。館際合作申請費用依各館規定，可
參閱「各館服務收費一覽表」，唯「高雄地區大學圖書館聯盟」及
「南區技專校院」成員之收費方式統一如下：(1)紙本式影印費用
每頁新臺幣 2 元，郵資另計，不另收服務費。(2)以 Ariel 方式
傳送者，每頁新臺幣 3 元。(3)館際圖書互借，以實際郵資來計
算，不另收服務費。 

3. 【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聯合書目查詢及代借代還服務系
統】於今日開始啟用，本校師生可 透過本系統查詢高高屏區 
22 所大學圖書館館藏圖書，並直接線上「申請代借」，所申
請之書將快速送達本館，供讀者取書，提供 22 校師生省時
省力的貼心服務。 

4. 全國技能競賽南區於本校進行多項考試，本組承辦網頁設
計、網路技術、資訊應用等三項考區試務，並協助技合處處
理成績統計相關事務。成效卓越。 

5. 學年度圖書採購完成核銷作業已上架放本館一樓。優先讓老師借
閱，歡迎各系科持續踴躍薦購 97 學年度圖書資料。 

6. 98 學年度圖書預算共計 300 萬元，中文圖書 各系科圖書預算比例
以學生人數 50%，基本 10%、借閱率 25%、入館率 15%計算，請各
系科讀者進入圖書館時，持教職員證或學生證刷卡進入圖書館，
本學期刷卡入館人次列入下學年度各系科圖書採購比例。 

7. 9-11 月新進圖書於一樓新書展示區供讀者先賭為快，請讀者踴躍
借閱。 

8. 主題書展：圖書陳列一樓書架。11-12 月主題:1.智慧財產權  2.語言學習。歡迎大家踴躍利用。 

9. 為維護本校師生健康及防範 H1N1 新流感校園群聚感染中心圖書館於 98 年 4 月起即施行第一階
段防疫措施，籲請身體不適讀者戴口罩入館。惟今秋季 H1N1
新流感已擴大蔓延，自開學起圖書館即升級第二階段防疫
(抗役)措施，敬請讀者配戴口罩，並接受體溫測量及手部清
潔後再行入館。 

10. 寒假長期借閱服務： 

圖書館寒假長期借閱服務開跑囉！您只要於開放申請時間內，如
往常般辦理借書手續，一律自動享有長期借閱之服務，短期借書
者可隨時歸還。開放時間及到期日如下：  

開放日期： 98 年 12 月 31 日 (四) 起  

長期借閱到期日 ： 99 年 3 月 14 日 ( 日 ) ，不得續借  

可借冊數： 學生 10 冊；教職員 20 冊  

逾期罰則： 同借閱規則處理  

備註 ： 開學日起恢復一般程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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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9 年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電子書已開通，敬請踴躍使用。 

序號 產品名稱 連結網址 冊數 筆數

1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Collection 牛津線上學術電

子書（2008-2009 年共 734 個 Titles 全文） 
www.oxfordscholarship.com 750 734

2 
OVID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Medical Collection

醫學主題電子書 343 titles 

http://ovidsp.ovid.com/ovidweb.cgi? 

T=JS&MODE=ovid&PAGE=main&DBC=y&N

EWS=n&D=baov 

343 343

3 
NetLibrary 電子書-Education/Psychology 教育心理主

題(2006-2008 共 236 個 Titles 全文) 
http://www.netlibrary.com/ 236 236

4 
Cambridge eBook collections 電子書（1997-2008 年

共 1679 個 Titles 全文） 
http://tfit.cambridge.patron.eb20.com/ 1679 1679

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電子書  1318 筆 http://www.igpublish.com/columbia-ebooks 1322 1318

6 
Gale（Award Winners＆Social Reference Collections 

258 筆 Titles）電子書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twnsc121 571 258

7 
SpringerLink 電子書資料庫 (2009 版權年+贈送

2003/4 版權年) 
http://www.springerlink.com 3000 3000

8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 Elsevier 電子書(共 365本)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365 365

9 Ebrary 電子書 http://site.ebrary.com/lib/tfit  308 308

10 MyLibrary http://lib.myilibrary.com/browse/open.asp 1689 1689

11-1 
ABC-CLIO  &Greenwood & IOS(1291 筆本) (含 4 筆無

開通) 
http://ebooks.abc-clio.com 1354 1291

    http://ebooks.windeal.com.tw/ios/pass.asp 

12 Greenwood & IOS 增購案 408 筆 Titles (421 冊) + 4 冊 http://ebooks.abc-clio.com  425 408

13 Greenwood 電子書 11 筆(小額採購) http://ebooks.abc-clio.com  11 11

  合計 12053 11640

 

12.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圖書館新增資料庫清單如下: 

資料庫介紹及連線方式可參考本館網頁，並請讀者詳加利用。(http://library.tf.edu.tw/libdata-t.htm) 
序號 資訊庫名稱 語文 學科主題  適用學群 資料類

型  

使用限

制  

C01 
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百科全書 單機 (圖書

館 2F 檢索

區) 

C02 光華雜誌智慧藏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期刊全文 單機 (圖書

館 2F 檢索

區) 

C03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期刊 管控 IP  

C04 世界美術資料庫 中文 人文藝術 設計學群 圖像 管控 IP  

C05 故宮線上 中文 人文藝術 設計學群 圖像 管控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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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報紙 管控 IP  

C08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期刊全文 管控 IP 

C09 udn 數位閱讀電子雜誌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期刊全文 管控 IP 

C10 台灣史知識庫 中文 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學群 / 商管學群   管控 IP 

C11 台灣商學企管資料庫 中文 人文社會科學 商管學群   管控 IP 

C12 台灣經濟知識庫 中文 人文社會科學 商管學群   管控 IP 

C13 哈佛商業評論全球繁體中文版資料庫 中文 人文社會科學 商管學群   管控 IP 

C14 萬方數據庫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管控 IP 

C15 聯合知識庫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報紙 管控 IP 

C16 科學人雜誌中文版 中文 綜合學科 不限 期刊全文 管控 IP  

C17 CETD 中文電子學位論文服務 中文 綜合學科類   不限 學位論文 管控 IP  

E01 NetLibrary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電子書 可校外連

線使用 

E02 HUSO - (PA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Chadwyck-Healey)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學群 /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03 HUSO - (EEBO)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Chadwyck-Healey)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學群 /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04 HUSO - (ECCO)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Gale)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學群 /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05 HUSO - (MOMW)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Gale)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學群 /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06 (SOJA)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07 EBSCOhost - Academic Search Elite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08 EBSCOhost  - ERIC 西文 教育類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09 EBSCOhost  - Funk & Wagnalls New World 

Encyclopedia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0 EBSCOhost  - MAS Ultra - School Edition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1 EBSCOhost  - Military & Government Collection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2 EBSCOhost  - Primary Search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3 EBSCOhost  -The Serials Directory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4 EBSCOhost - (LISTA)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5 EBSCOhost  -Animals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6 EBSCOhost  -The Serials Directory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部份全文 管控 IP  

E17 EBSCOhost - Regional Business News  西文 商業管理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18 EBSCOhost - GreenFILE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19 EBSCOhost -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20 EBSCOhost -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西文 商業管理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21 EBSCOhost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ection  西文 教育類  不限   管控 IP  



東方圖資            第 22 期 

5 

E22 EBSCOhost - Teacher Reference Center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23 EBSCOhost - E-Journals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24 (IDL) IET Digital Library 西文 自然科學類 工程學群   管控 IP  

E25  (OJDA)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 - Humanities,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849~1995)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26 (PQDT)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學位論文 管控 IP  

E27 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 Online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百科全書 管控 IP  

E28 OCLC FirstSearch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索引摘要 管控 IP  

E29 Science Resource Center 西文 自然科學類 不限   管控 IP  

E30 Social Theory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學群 / 商管學群   管控 IP  

E31 WilsonWeb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期刊全文 管控 IP  

E32 (PAO 6)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Collection 6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商管學群 / 設計學群 綜合 管控 IP  

E33 (TL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Centenary Archive  西文 人文社會科學 商管學群 / 設計學群   管控 IP  

E34  (EHA) The Economist Historical Archive 1843-2003 西文 商業管理 商管學群 期刊全文 管控 IP  

E35 (MOML)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 Legal Treatises 

1800-1926 

西文 
法律 不限   

管控 IP  

E36 (MOML)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 Trials, 

1600-1926 

西文 
法律 不限   

管控 IP  

E37 (MOML)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 U.S. Supreme 

Court Records and Briefs, 1832-1978 

西文 
法律 不限   

管控 IP  

E38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DII) 專利資料庫 西文 自然科學類 工程學群   管控 IP  

E39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40 Web Of Science 西文 綜合學科 不限   管控 IP  

E41 CABI- Leisure and Tourism Database 西文 餐旅 不限   管控 IP  

E42 CABI- E-books 西文 餐旅 不限   管控 IP  

E43 Tech Science Press 期刊電子版 西文 自然科學類 工程學群 期刊全文 管控 IP  

13. 為落實本校園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與推動，並促進全校師生正確使用智慧財產權，中心圖書館特規劃一系

列活動如下： 

‧ 舉辦「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海報設計比賽」，由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美術工藝系及圖

資中心圖書組共同舉辦推動，以加強尊重智慧財產之價值觀與信念，報名日期由 98 年 11 月 17 日至 98

年 12 月 15 日，活動簡章可於圖書館網頁下載：http://library.tf.edu.tw/new/new-lib-981029.html。 

‧ 新生參與「智慧財產權評量」活動已落幕，全班平均成績優良班級，頒發獎狀以玆獎勵；平均成績不

佳班級業已安排參與本館於 10 月 29 日舉辦之保護智慧財產權講座活動，以灌輸智慧財產權之正確觀

念。 

‧ 智慧財產權有獎徵答活動正熱列展開，優勝者可獲得小禮品一份。本館持續加強宣導三大主題：1.校

園智慧財產權宣導(定期演講座談會、張貼宣導海報等)。2.校園網路管理(包含合法軟體使用、網路非法

下戴等)。3.圖書暨影印管理(校園非法影印問題、二手書流通市場建立等)。 

14. 資訊組電腦自學教室開放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8:00-21:30 星期六 17:00-21:30  星期日 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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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圖資諮詢委員會會議」已通過『各系科辦理教師指定參考書執行成效列
入各系獎補助款分配之參考』案。依據教育部台高字第 0960120213 號函辦理，為達到遏止校園非法影印
具體措施，各系科辦理教師指定參考書執行成效將提供財管組列入各系獎補助款經費參考。 

16. 「個人資料保護法修正草案」日前經過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但還有部分爭議條

文待協商。此次修正草案，主要是將電腦資料個人保護法全面適用到包含非電腦類的文件使用，

未來包括書面個人資料，或是依畢業紀念冊出賣個人資料，都將會有刑責與罰責。行政業務上

所有含有個人資料之文件應以密級或更高安全及別處理。 

17. 本 校 教 師 學 術 出 版 資 料 已 陸 續 回 溯 上 傳 至 東 方 機 構 典 藏 系 統

(http://163.15.43.17:8080/dspace/)，目前資料量有 270 筆，仍持續新增中。 

18.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海報設計比賽，詢問參與者眾，活動熱烈進行中。 

參賽資格：全校學生  
報名時間：98 年 11 月 17 日 – 98 年 12 月 15 日  
獎    勵：第一名 1 名，頒發獎金 3,000 元及獎狀乙幀。 
       第二名 1 名，頒發獎金 2,000 元及獎狀乙幀。  
       第三名 1 名，頒發奬金 1,000 元及獎狀乙幀。  
活動聯絡人： 圖資中心圖書組 蔡靜汶 。 聯絡電話：07-6939553 
詳情請見活動簡章 http://library.tf.edu.tw/doc/981029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海報設計比賽活動簡
章.doc 

19. 智慧財產權評量及有獎徵答活動完成。 

20. 高雄地區大學聯盟館際合作互借卡更新，原有指定學校的舊卡作廢，更換為一卡通用之新卡 30 枚；目前
本館可使用之跨館借書證類型如下，每人限借一張，借期一個月，借書證歸還本館前務必將合作館所借
之圖書還清。 

 

 

 

 

 

 

 

 

 

 

 

 

 

 

 

圖書諮詢委員會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 學生電腦實習 

智財權講座 主題書展-旅遊 

圖書館利用教育課程 

圖書館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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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報一報  輕取書中智慧，淡然耀升榜中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電子書 

涵蓋主題:1.人文 2.社會科學 3.科學 

1. Search 檢索：輸入關鍵字詞[element carbon] 

，且可選擇關鍵詞出現的欄位[全文] 

 
2.檢索結果頁面 

 
3.翻譯功能：使用者可以點選 
選擇內文要翻譯的語言，系統會整頁翻譯。 
可選擇的語言有：簡體中文、繁體中文、日本語、韓語及

阿拉伯語。 
PS：繁體中文之翻譯是根據 The Academy of Asian Scholars" 
，僅提供使用者參考，欲了解確切內容還是建議讀者直接閱讀英文

內容。 

 
 

 

 

 

 

EBARY 電子書 

1.Search 檢索：輸入關鍵字詞[element carbon] 

 
2.點選資料頁

 
3.Copy Text：複製選取文章及引用資訊 
複製文章中選取的文字，並且可將複製的文字貼 
到word、記事本等，ebrary會自動產品引文資訊 

 
4.Translate：可選擇 
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等10 種語言轉換， 
連結到altavista的網站 
作轉換  
(將欲查詢詞彙標記起來)

 
 

Search 檢索 

檢索筆數與檢索策略 

翻譯功能 

Ebrary 自動產生引文 

資訊。並且可設超連 

結連回ebrary 中的這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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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  寶  館藏統計 截至 98 年 12 月  
圖書 期刊 非書資料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149,103 23,511 433 147 10,429 4,117

資料
庫 電子書 其他 合計 

172,614 580 14,546 58 12,353 437 200,588

爭排名  輕取書中智慧，淡然耀升榜中  

96 學年度  98 年 09 月-98 年 12 月 中西文圖書借閱排行榜 
中文 書    名 索 書 號 西文 書    名 索 書 號 

1 大躍進!Photoshop CS3 の即效見本 312.837/8535/2007 1 Global business 382.02/P398/20

2 王子的仙人掌 947.41/865/2008 2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 337/K94/2009 

3 G 少年冬戰爭:池袋西口公 861.57/8456/2009/ 3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332.632/H913/2

4 姊姊的守護者 874.57/8745/2006c 4 Basic clinical massage therapy:integrating 615.822/C619/2

5 後青春期的詩 857.83/8656-9/200 5 Fashion sketchbook 741.672/A152/2

6 挑戰 Flash CS3 動畫達人百寶箱 312.8/8267/2008 6 Introduction to solid-state theory 530.41/T236 /

7 紅樓夢:如夢似幻的風月寶鑑 857.49/8446/v.2c. 7 Physiology of the skin II:an expanded 616.5/P978/200

8 種子:種子的傳播方法 861.59/8492 / 8 Solid state physics 530.41/B876/19

9 墨水世界 875.59/825-2/2005 9 Solid state physics / 530.41/R721 /

10 Photoshop CS3 創意玩特效 312.9837/888/2007 10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ircuit analysis 621.38132/I72 

96 學年度  98 年 09 月-98 年 12 月 個人借閱排行榜 
教師 讀者姓名 單    位 學生 讀者姓名 單    位 

1 何淑真 職員 1 殷郁翔 美術工藝系 
2 陳正宗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2 鄭凱名 美術工藝系 
3 戴文謄 電機工程系 3 李怡家 美術工藝系 
4 裴慶興 應用外語系 4 陳惠婷 美術工藝系 
5 李幸娟 電子與資訊系 5 陳培雯 美術工藝系 
6 吳忠華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6 章婉清 美術工藝系 
7 胡興民 電子與資訊系 7 鄭媄禪 美術工藝系 
8 蔡震哲 電子與資訊系 8 陳弈羽 美術工藝系 
9 林茂蓬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9 劉怡佳 美術工藝系 
10 呂青華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10 邱詩涵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96 學年度 多媒體中心  98 年 09 月-98 年 12 月十大名片賞析 

1 二分之一の友情 6 恐怖蠟像館

2 淚光閃閃 7 腦海中的橡皮擦

3 現在只想愛你 8 咒怨

4 終極殺陣:雷霆霹靂 9 珍珠港

5 魔戒三部曲:王者再臨 10 我的野蠻女友:蠻風再現 
 

中心圖書館開放時間 圖書資訊大樓  
項 目 時 間 地 點 項 目 時 間 地 點 

借還書服務 
 週二至五：08：10-21：00 

 週      六：16：00-21：00 

 週日至一：08：10-17：00 

1F 流通櫃檯 自修區 
  週二至五：08：10-21：00 

 週      六：16：00-21：00 

  週日至一：08：10-17：00 

B1F 閱覽室 
暨藝文中心 

參考 
諮詢服務 

 週二.四.五：08：10-21：00 

 週    六：16：00-21：00 

 週日至一：08：10-17：00 

1F 流通櫃檯 
2F 綜合辦公室 

閱覽區 
  週二至五：08：10-21：00 

週     六：16：00-21：00 

  週日至一：08：10-17：00 

1F 至 3F 

館際合作 週一至週五：08：10-17：00 2F 期刊辦公室 多媒體服務 週一至週五：09：30-17：00 4F 多媒體中心 

中心資訊組開放自由上機時間 數位教學大樓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六 16：30-22：00 週日 8：0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