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意見調查 

2004/05 年度圖書館本科生意見調查共收到 1,063 份回應，在此我們衷心感謝每一位參與的同學，謝謝你們
的寶貴意見。

恭喜得獎的

護理學系一年級生王淑儀同學被抽中成為幸運兒。 

她從大學圖書館館長貝勵敦先生手中接過一個128MB 
Flash軟盤。

調查結果速遞

滿意程度的指標是用5分表示，1分是「非常不滿意」，5分是「非常滿意」。 圖書館的整體表現達3.9分。 
99%的同學給分都在3分以上，顯示他們滿意或接受圖書館的整體表現。



 

 

 

同學的意見 圖書館的回應

希望圖書館能夠多買些我們就讀課程的各種書
籍，並且增加指定參考書庫內複本的數目，及
延長指定參考書的外借時間。

圖書館會繼續擴展藏書量。 

另外，我們亦會加強與教學人員的聯繫，盡量
確保提供各科指定讀物。並且會根據使用量，
檢討指定參考書的外借時間。

可否多買些消閒性的書籍，以及增加中文書及
小說的數量?

在資源許可下，圖書館會增加購入不同的紙本
書籍及電子資源，以配合通識教育及輔學課程
的需要。

請提供多些影印機及打印機，最好多買些較新
的型號。

圖書館會研究能否再增加影印機及打印機的數
量，以及以新型號取代舊有的機種。

file:///D|/My%20Documents/news/survey0405_student_report.pdf


位於視聽資料部，載有Microsoft Office 
Suite 的電腦經常都有人在使用。

為配合同學的需要，圖書館會增加該處電腦的
數目。

等候升降機的時間可否縮短? 我們會聯同物業管理處研究能否為圖書館的升
降機安裝一套「聰明系統」以縮短等候時間。

二十四小時閱讀中心/小組研討室在圖書館關
閉後，非常嘈吵，難作自修用途。

我們會在二十四小時閱讀中心內增加張貼告
示，提醒同學該處在閉館後還用作自修室，同
學要保持安靜。

我們對圖書館的工作坊，所知不多。 圖書館會嘗試用新的渠道宣傳工作坊，例如在
借還櫃台派發推廣用途的書簽。

 

AirPAC 

不要再被你的桌面瀏覽器所局限吧！現在你可利用你的手機或電子手帳，透過AirPAC作無線圖書館目錄
(OPAC)連線。 

功能包括： 

●     在無線圖書館目錄進行搜索，可使用先
進的搜索功能，結果可設限定及分類，
亦可顯示藏書記錄。 

●     搜尋圖書資料包括書庫、 分類號、與有
關圖書狀況及供應情況。 

●     預留、檢查外借書籍到期日及續期 。

如果您的手機或電子手帳可連線到互聯網，您
可以現在用您的手提儀器到以下URL 體驗 
AirPAC 的功能。 http://library.polyu.edu.hk/

airpac  
快用你的手機或手帳來體驗無線圖書

館目錄（OPAC）連線！

http://library.polyu.edu.hk/airpac
http://library.polyu.edu.hk/airpac


最新數據庫 

Title Subject Type

AACE Digital Library Education Technology Full text 

CHANT (Chinese Ancient Texts (漢

達文庫 ))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ll text 

CRCnetBASE Chemistry Full text 

Encyclopedia of Agricultural, Food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Raw Production Technology, Encyclopedia Full text 

Encyclopedia of Plant and Crop 

Science 

Crop Science, Encyclopedia Full text 

Encyclopedia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Chemistry, Encyclopedia Full text 

Fashion Archive & Fabric Library Fashion, Textiles Full text 

Harrison '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Internal Medicine Full text 

Knovel Basic Science, Engineering Full text 

LexisNexis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Full text, Abstracts 

 

 

甚麽是 PolyU eLinks? 

讀者可透過圖書館目錄或個別的電子數據庫使用一項嶄新的項目 --- PolyU eLinks 。 PolyU 
eLinks 是根據讀者所選用的搜索詞在互聯網搜索相關的資料 , 新項目提供的連結包括 : 

查看香港各大學圖書館是否擁有該本圖書或期刊。

查閱書評或摘要。

查閱是否提供文章的全文 。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A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C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cd.htm#chant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cd.htm#chant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C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F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H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H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K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fulldex.htm#L


檢索互聯網上之資源 ( 例如 : 大英百科全書 ) 作進一步
的資料搜集 。

以互聯網瀏覽器 ( 例如 : Google, Yahoo) 在互聯網搜
索相關的網址 。 

為甚麽使用 PolyU eLinks? 

它不但為你節省時間，且亦簡化搜集資料的步驟 。

如何使用 PolyU eLinks? 

非常簡單！當你查閱圖書館目錄時，會看見  ，點擊這圖標，一個新視窗會
列出一些選擇。

PolyU eLinks 如何搜尋期刊文章 ? 

當你檢索一個建立了 PolyU eLinks 的數據庫，你會見到這圖標已加在引文後。點擊圖標，一個
新視窗會列出一個或多個可供尋找的文章之資料來源。



 

當你點擊一個數據庫平台的連結 (例如 Ebsco, Ovid 或 ScienceDirect) ， eLinks 會在背後做配對
工作，引導你到其他數據庫中這期刊文章之全文。 

在理大校園外可用到 PolyU eLinks 嗎？ 

你使用圖書館目錄及數據庫時，都可用到PolyU eLinks。但在校園外使用電子資源，就要用虛
擬私人網絡(VPN)的服務。 

 

網上自學課程 

有興趣學習網頁設計嗎？現可在任何時刻或任何地方進修多項網上自學課程，包括 Dreamweaver, Flash, 
Sound Technology 等，請立即登入 Library E-Learning 網頁，開始你的學習之旅吧！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learn2-list.htm


中國書庫哪裹去了 ? 

為了讓讀者易於搜尋書籍，我們已將中國書庫合併入流通書庫內， 現整個流通書庫則按分類號由四樓往下順
序排列。

 

圖書館新增閱覽座位 ! 



圖書館於四樓L404室增設更多閱覽座位，在此你除可享用不受干擾的獨立小間及隨意使用個人筆記本電腦
外，更可從新增的座位上遠望窗外園林景色，並且感受踏足簇新地毯的舒適。

善用圖書館資源 – 網上教學篇 

 
1. 連結至電子期刊 / 數據庫上的文章

在設計網上課程時，你會否指示學生閱讀某些期刊文章? 圖書館提供超過28,900份電子期刊，大
部份容許你直接連結到某期的文章，透過以下簡單的程序，你便可以在你的網上指定參考目錄上
建立「永久連結」( Durable Links )，直接把學生帶到某篇文章，( 請定期檢查已建立的超連結是
否有效) 

請注意: 

切勿把文章的全文上載，或用任何形式加入自己的網上教學材料中，並請參閱有
關「遙距使用圖書館指南」及 「電子資源版權警告」。 

 

 

以下各電子期刊 / 數據庫 支援「永久連結」( Durable Links ) 

ABI/INFORM via ProQues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via EBSCOhost

ACM Digital Library

AMED (Allied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via Ovid

British Nursing Index (BNI) via Ovid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via EBSCOhost

Emerald Full Text

ERIC via EBSCOhost

Health & Psychosocial Instruments via Ovid 

Hospitality & Tourism Index via EBSCOhost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ngenta

Institute of Physics: Electronic Journals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ovid.htm

JSTOR

Kluwer Online 

Medline via Ovid

MetaPress

ProQuest 

Regional Business News via EBSCOhost

ScienceDirect

http://www.lib.polyu.edu.hk/collser/libguides/index.html#remote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copyrigh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proque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bscoho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acm.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ovid.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ovid.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bscoho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merald.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bscoho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ovid.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bscoho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ieee.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ingenta.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iop.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ovid.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jstor.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kluwer.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ovid.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metapress.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proque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bscoho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science_direct.htm


Scitation

SpringerLink Online Libraries

Synergy

Textile Technology Index via EBSCOhost

Wiley InterScience

2. 連結至圖書館目錄內的書籍或期刊 

 

３月份圖書館工作坊

要溫習你的資訊管理技巧嗎 ? 來參加圖書館工作坊吧 ! 凡出席共 3 個工作坊的同學，均可獲發證書一張。

以數碼視頻光碟格式錄製本地電視節目 

由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所有由圖書館錄影的本地電視節目將會以數碼視頻光碟格式(DVD-video)提供，使錄
像質素能達到更佳的效果，這些數碼視頻光碟除可供使用者在圖書館視聽資料部內觀看外，也可讓老師外借
到課堂上利用相關的設備播放。

 

有線電視節目 

由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圖書館已獲准錄影由有線電視製作的公共事務節目，歡迎讀者推薦任何有助你教學
或研究上相關的電視節目給圖書館錄影。如同亞洲電視及香港電台節目，所有近期的有線電視節目，均可在
校內經由圖書館網頁Local TV Programs 線上收看。

便服有理 ! 

超過70位圖書館職員曾參與二
零零四年度公益金便服日善
舉，是次活動我們共籌得總數
港幣 $6,550，圖書館再次成為
籌款最多及參與人數最多的部
門。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scitation.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springer.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synergy.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ebscohost.htm
http://myweb.polyu.edu.hk/~lblcau/webct/wiley.htm
http://myweb.polyu.edu.hk/%7Elblcau/webct/part2.htm
http://www.lib.polyu.edu.hk/seminar/libseminarmar05.html
http://www.lib.polyu.edu.hk/electdb/localtv.htm


踴躍為南亞海嘯賑災捐款

圖書館同樣非常熱心支持大學內廣泛的賑災籌款，為南亞海嘯災民解窘重建家園，經圖書館職員慷慨解囊
後，共收集了港幣 $34,155 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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