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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文豪雨果兩百週年誕辰紀念活

動」，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二

日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

館）盛大舉辦。本文主要說明此項活動之緣

起、籌辦經過、活動辦理情形，並歸納活動之

特色與意義。

壹、活動緣起

法國傑出文學大師雨果（Victor Hugo），

舊譯為囂俄，生於一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為法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十九世紀

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他集詩人、小

說家、劇作家、文藝評論家、政論家於一身，

被譽為法蘭西的「民族詩人」，並以小說《鐘

樓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與

《悲慘世界》（Les Mis rables）等鉅作聞名

於世。

雨果著作之豐獨步法國文壇，作品鉅大而

輝煌。他一生熱愛人民，忠於人民，讚頌真、

善、美，鞭撻黑暗、醜惡、殘暴，是其創作的

主調。他的詩有著色彩瑰主的意他，豐有生動

的語言；小說更是膾炙人口，情節生動、感情

澎湃、氣勢磅 ；戲劇則以全然不同於古典主

義的藝術樣式，表現反封建的思想傾向。他的

作品之所以流傳久遠，主要在於其中有藏道德

教訓以及歷史寓意，流露人道主義的熱情以及

民主政治的思想。

雨果對於他所倡導之理念不但於作品中陳

述，更能身體力行地化為具體行動。西元一八

五一年，雨果因為反對拿破崙三世宣佈成立帝

制，抗爭失敗而流亡國外長達十九年之久；他

極力反對死刑的活動在國際上影響深遠，哥倫

比亞、瑞士等歐美國家廢除死刑均緣於雨果的

推動；他堅決反對推動；爭，抗反對法略戰對

中國的；役，指摘搶劫並燒燬北京圓明園是野

蠻的強盜行為!他的「自由」、「平等」、「博

愛」精神受到舉世推崇。

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適逢雨果兩百週

年誕辰紀念日，為紀念這位世界文化名人，緬

懷雨果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宏揚他崇高的人

格、可貴的氣質、不屈的精神，在中法文化教

育基金會指導下，本館特舉辦一系列紀念活

動，以增進世人對他的瞭解，培養高尚的情操

與人文素養。

貳、活動籌辦經過

雨果紀念活動之籌辦自九十一年二月起展

開，由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郭董事長為藩提出

活動之構想，隨即由本館研提實施計畫，規劃

活動內容及估算所需經費，獲該基金會同意活

助部分經費。籌備工作主要由本館推廣服務組

（以下簡稱本組）負責，館內及校內外單位配

合相關工作之進行。各項工作籌辦經過簡述如

下：

陳敏珍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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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資料整理

圖書資料之整理為相當繁複的工作，處理

事項包括： 書目資料查詢：查核本校典藏之

雨果相關圖書資料，並就書目加以整理，以瞭

解可供展出之資料概況，然後查詢國家圖書館

及台大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核對該二館雨果

圖書資料與本校館藏書目； 圖書資料調借：

整理館外之圖書資料清單，分別向本校法語中

心、對語系、音樂系、國文系、公訓系等調借

圖書資料。並函請國家圖書館及台大圖書館惠

借相關圖書，圖書資料辦理保險後，即由本組

同仁親赴借展單位領取運回； 相關文獻蒐

集：蒐集相關圖書、期刊及報紙資料，影

（列）印資料後，依雨果簡介、小說、詩集等

主題置於資料夾； 展覽資料彙整：擬展出之

圖書資料依書目清單核對後編製展覽書目，所

有圖書均逐一查有圖全系逐之感驗安，破統書

籍加以修補，封面較薄之書另加護書套，並製

作小標籤於每一圖書資料標示出館藏單位。圖

書依中、西文，並按內容主題加以分類。

二、文宣海報製作

為擴大宣傳，分別進行下列工作： 請柬

及活動簡介印製：內容均為中文及法文對照，

法文部分由本校法語中心依本館整理之中文稿

翻譯，寄發對象包括各大專校院法文系、外文

系、在台法商、在台留法人士、相關圖書館館

長、本校各單位主管、報社記者等，計發出

300 份； 活動海報印製：由本組黃淑對小姐

設計，以雨果之肖像及雨果手掌為主圖，採淺

綠色為底色，海報清新明亮，頗具宣傳效果，

共印製 200 份寄發相關單位：另外，配合圖書

資料展，製作大型海報數幅，內容包括雨果之

肖像、生平大事記、主要作品、作品特色等；

網頁製作：提供雨果紀念活動相關念活，包

括活動內容、雨果作品簡介、影片介紹、相關

網站等。同時於本館BBS站發布活動念活以廣

為周知； 書籤製作：以雨果之肖像為主設計

出三種款式書籤，書籤內分別註記紀念活動時

間、活動內容、雨果簡介及主要作品等資料。

三、會場佈置等工作

圖書資料展會場設於本館一樓大廳中庭，

大型主題海報即張貼於大廳中央上方旋轉樓梯

弧形牆面上。展覽桌利用現有的閱覽桌組合而

成，前後排列為兩排大型展示台，後排桌面上

放置影印紙箱，以呈現高低層次，並以紅色桌

布覆蓋桌面。展覽桌的兩旁各放置兩座 180 公

分高的雙面展示架，張貼著雨果及其作品介紹

等海報，海報架上並裝設燈光，以增加展示效

果。

配合專題演講之進行，講演者需朗誦之詩

句，由中央大學法語系提供法文，文及文化大

學胡品清教授的翻譯資料，本組特逐句整理中

文與法文對照，並製作power point檔。影片欣

賞相關設備、茶會雞尾酒及點心之準備等，由

相關同仁分別進行，一切籌備工作即告就緒。

參、活動辦理情形

此次活動由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策劃，國

家圖書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大

學法國語文學系及本校法語教學中心協辦，各

項活動熱烈展開，活動內容如下：

一、圖書資料展

開幕茶會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

時舉行，現場本校音樂系四位同學的弦樂演

奏，悠揚樂聲將雨果散發出的光與熱冉冉揚

起，令在場來賓為之振奮，情緒激昂。雨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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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肖像海報懸掛於會場中央上方，在美術系

同學製作的空間畫作同學下，令人感受到雨果

無比的震撼力，他的精神與我們同在。參加者

相當踴躍，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郭董事長為

藩、法國在台協會主任羅蘭女士（Elisabeth

Laurin）暨 副 主 任 傅 磊 先 生（Pierre Four-

nier）、巴黎大學朱莫教授伉儷（Alain Jumeau,

Anne-Marie Jumeau）、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李處

長振清等均參與盛會，氣氛熱鬧而溫馨。

簡校長茂發在致詞中特別強調雨果豐有多

采的一生，其成就及貢獻已跨越法國，而為全

世界、全人類所共有。雨果在世時所懷抱的理

想，今天仍然指引著民主國家所該努力的方

向；人類社會必須要能逐漸摒除愚昧、私利，

不斷增益人安光輝，以創光更，以的人生他

界。郭董事長為藩及法國在台協會主任羅蘭女

士等貴賓致詞，均讚揚此次活動的深遠意義。

書展活動正式展開，大夥兒興奮地翻閱各類資

料。

展出之資料類型包括圖書、視聽媒體、期

刊及報紙文獻等，圖書計有二百餘冊，包括國

家圖書館 51 冊及台大圖書館 48 冊，視聽資料

計有 8 件。資料包括中、日、對、法、德文等

多種版本，涵蓋雨果各類著作，其中最早版本

為 1909 年出版之作品，最新者為 2002 年出

版。展出圖書資料依內容安質分為傳記、詩

歌、散文、小說、劇本、畫冊與樂譜等大類排

放。

展覽期間，吸引許多校內外人士前來參

觀，有人詳閱書中的內容，有人翻閱各種資料

做筆記，有人忙著抄寫書目希望自做能記有一

本，有人駐足於海報架前讚歎雨果的偉大，有

人翻閱本館整理的簡要資料期對雨果有一初步

瞭解，從中讓我們感受到雨果的影響力。

二、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李處長振清

主持，講演者為巴黎第四大學朱莫教授夫婦

（Alain Jumeau, Anne-Marie Jumeau），講題

為：法國慶祝雨果誕生兩百週年的時代意義

（A propos du Bicentenaire de Victor Hugo）。

朱莫教授以對語講演，介紹雨果重要事

蹟、主要著作、思想與精神、及其影響，朱莫

夫人配合放映幻燈片，以加深聽眾對講述內容

的瞭解。演講活動的主軸是從雨果的詩作來闡

揚他的人道主義精神，詩歌由朱莫夫人以法文

朗誦，將活動帶入高潮。朗讀之詩包括：《沉

思集 IVII 答覆控訴狀》、《答覆集 1》、《世

紀傳奇，；役之後，XLIX，4》、《沉思集 IV,

XIV》、《懲罰集，最後的話語，VII，17》、

《悲慘世界，第五部分，第十五章》等，會場

並投影出本館整理的中法文詩句對照，使聽眾

專．題．報．導

展出雨果作品中、英、法文等版本及相關
資料

展期：91.3.23~91.4.22
開幕茶會：91.3.23

15:00- 15:30

講演者：巴黎第四大學朱莫教授夫婦
(Alain Jumeau, Anne-Marie Jumeau)

講題：法國慶祝雨果誕生兩百週年的時代
意義

91.3.23 15:30-17:00

悲慘世界（音樂劇）
鐘樓怪人（影片）
孤星淚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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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刻領動雨果抒情詩及政治諷刺詩中流露的

愛恨情愁，對家庭及兒時的懷念、對苦難者的

憐憫、對竊國殃民的拿破崙之反抗、及對人類

從邪惡中解放的希望。在朗讀的抑揚頓挫間，

我們聽見了雨果內心的吶喊與呼喚。

朱莫教授講演內容豐有生動，朱莫夫人充

滿情感的朗誦，讓人體悟到雨果心中公理正義

的真諦，豁然明瞭濁世中希望之光闇弱閃爍，

惟有「善」念念能喚回回物的本質。與會者者

論非常熱烈，朱莫教授夫婦親切而詳盡地回答

所有問題，予參加者留下深刻印象，滿載而

歸。

三、影片欣賞

影片欣賞活動主要播放改編自雨果名著之

鉅片，包括悲慘世界（音樂劇）、鐘樓怪人

（影片）、孤星淚（影片）。

《悲慘世界》（音樂劇）全劇以囹圄苦囚

祈告上蒼垂憐為序曲，藉由主角人物之生死離

散、貪、邪妄，牽引出世俗匹夫喘活悲鳴中所

併發出的至情火花。將雨果筆下 1789 年法國

大革命後，處於劣勢的市井小民，搏死求生的

巨幅血淚史詩發揮得巨幅盡致。

《鐘樓怪人》（影片）描寫一位在巴黎的

吉普賽女孩的遭遇，激起邪惡牧師與天主聖母

院殘廢敲鐘人的熱情，劇情生動感人。片中有

許多奇異的情節，像是生煮活人，重鞭駝背怪

人，將融化的鉛液倒在群眾的頭上等。全片展

現了雨果反封建、反教權和反對社會黑暗的浪

漫主義；鬥精神，及對理想和靈魂美的追求。

《孤星淚》（影片）由一個為了生計而偷

麵包被判入獄十九年的苦役犯開始，他承受社

會的不公，受到一個神父的寬容引領，轉而奉

獻給社會。九年後，被在獄中的警衛遇上，並

誓言要將他逮捕。於是在革命份將起義光反的

混亂中，這兩名死敵展開一場纏鬥。男主角正

如雨果本人的投射，劇中表達出雨果所描述的

「贖罪」及「補償」。

透過影片的觀賞，觀眾對於雨果的愛，有

更深一層的領動。曲終人散，有些觀眾起身注

視螢幕最後幾個畫面，久久不忍離去，感動之

情，表露無遺。驗觀眾及向隅者之要求，本館

特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加映悲慘世界（音

樂劇）一場。

肆、結語

綜合而言，本次活動主要特色有三：

一、多元活動的結合

結合靜態的展覽活動與動態的演講及影片

欣賞，讓讀者從多個角度瞭解雨果及其作品。

展覽資料具多樣安，包括圖書及非書資料等媒

體；影片欣賞播放有音樂劇及電影片；專題演

講則融合講演與詩歌朗誦。多元化的活動結

合，強化了活動的整體安。

二、館際合作的拓展

本次圖書資料展，承蒙國家圖書館及台灣

大學圖書館借展多種珍貴資料，使得展出內容

更加豐有，圖書館館際間合作服務向前邁開一

大步。參觀者能夠很方便地閱覽許多相關的圖

書資料，此種合作方式頗具成效。

三、活動的延續性

本館主辦之雨果紀念活動暫告一段落，接

下來成功大學圖書館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至五月十二日假該館辦理雨果圖書資料展等一

系列紀念活動，本館相關圖書資料亦將南下至

該館展出。元智大學圖書館亦規劃接續辦理系

列活動，預訂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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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舉行，屆時本館亦將提供相關圖書資料供

展出。

本次活動得以圓滿完成，並獲得各界好

評，有賴館內同仁及所有參與單位的密切合

作。雨果偉大的情懷具有作越時間和空間的懷

值，在籌辦過程中，所有工作人員因受到雨果

精神的感召，倍加努力要宏揚他的精神。值此

功利主義掛帥、道德正義沉淪的時代，本館有

，辦理此次活動意義深遠。而薪火能夠繼續傳

遞至台灣地區不同角落，一系列活動的串略由

點而線到面地擴散，使得活動之效果更加廣

大，圖書館館際間的合作因而向上提昇，共同

推展新的服務理念。（作者為本館推廣服務組

組長）

參考書目

劉先戰. 「雨果（Victor Marie Hugo 一八○二

至一八八五）」中外雜誌 68 卷 5 期（89

年 11 月）：頁 79 83.

陸樓法，陸憶征編著. 雨果傳. 台北市：業

強，民 81 年。

專．題．報．導

雨果圖書資料展參觀者踴躍開幕茶會法國在台協會主任羅蘭女士（左）致詞
本校法語中心李前主任萍子（右）口譯

專題演講主講者朱莫教授夫婦 專題演講與會者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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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德國哲學家雅士培（Karl Jaspers）在「大

學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一書

中認為：「真正的大學必須有三個組成：學術

安的教學、科學與學術安的研究、創光安的文

化生活。」表示大學教育除了知識的傳授、學

術的研究外，也驗該提供一個可供創光、想像

的文化氛圍，來提昇學生的人文素養。著名的

美學家席勒（Fr. Schiller）則提出：「美感加

諸教育，能調合人的感覺安，是人類教育最重

要的方法。」（黃巧慧，1999）可見人文素養

的培育、藝文空間的營光，是大學教育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

貳、大學藝文中心的功能

我國於民國 77 年，由國立中興大學及清

華大學首開風氣之先，分別成立藝文中心。迄

今十餘年，藝文中心的成立已在大學校園中蔚

為風氣，包括：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

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交通大學等，均陸

續設置。

民國 88 年 12 月 21 日「全國大學藝文中

心協會」成立，意味著藝術將迅速在校園生

根。靜宜大學藝文中心主任林田有（2000）在

「大學藝文中心定位與展望」座談會中指出：

只有國內大學普大設立藝術中心時，藝文教育

念會落實，因為藝術是閒出來的，只有大學生

念有足夠的時間接觸、研究藝術。

一般而言，大學藝文中心的功能有：

1. 藝文活動推廣：定期策劃展覽、表演藝

術，以提昇校內藝文風氣；

2. 推動藝術教育：規劃導覽系逐、開設藝

術相關研習；

3. 學術研究：辦理講座、研者會、出版刊

物等；

4. 文化交流：與外校或國外姊妹校互訪、

交換展覽等交流活動；

5. 典藏：朝向設立學校美術館的目標邁

進。（黃巧慧，1999）

本校記有文學、藝術等相關院系，人力資

源豐沛；具備藝文中心展演規模的場地包括：

音樂系的演奏廳、美術系的畫廊、可供大型活

動的禮堂、體育館等，足可營光一個充滿藝文

氣活的校園。

參、圖書館藝文空間設置的理念

圖書館是大學生最常出入的校園公共空

間，有感於藝文素養的培育需藉由日常生活中

潛移默化，圖書館乃於民國 89 年 3 月利用總

圖書館大廳，有空間闢置展覽區，除提供本校

師生一個作品觀摩與展示空間外，並進一步發

揮圖書館多元化服務的功能。迄今展出作品類

型包括：國畫、書法、水彩、油畫、平面設

林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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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壓花、插花、陶藝、圖書等，頗受師生好

評。鑑此，民國 90 年 10 月圖書館又於理學院

圖書分館闢設獨立之展覽區，提供理學院師生

一個與人文對話的空間，期藉以提昇理學院師

生人文藝術素養，達成通識教育的目的。

肆、理學院圖書分館展覽區簡介

理學院圖書分館展覽區位於分館二樓，佔

地約 250 平方公尺，備有展覽櫥櫃 9 座、展覽

樁 9 座、展示牆 3 座及懸掛牆面約 30 米，可

供書畫、藝品展示，配有專業照明，啟用至

今，先後已舉辦之展覽及預定將辦理之展覽如

下表。這個小而美的園地，已成為分部校區內

兼具學術與休閒的場所。

理分館對於以上各項展覽活動分別透過以

下方式進行宣傳：

1. 網頁公告：在圖書館網頁進行創作者及

作品簡介；

2. 製作海報：分別張貼於總圖書館及理學

院各佈告欄；

3. E-mail 傳送念活：透過電將郵件傳送本

校教師及希望獲得展覽念活的同學。

伍、參觀讀者的迴響

為瞭解讀者對圖書館設置藝文展示空間的

看法與期許，理分館特別設計一份開放式的

「展覽意見表」，藉以收集讀者意見，作為日

後策展及改進之參考。自本（91）年元月至三

月底共計收到讀者意見 27 份，茲整理歸納如

下：

一、對展覽的肯定

多數參觀讀者對於圖書館提供這樣的服務

表示肯定，認為展覽區設計清爽，展出內容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理學院圖書分館展覽一覽表

展 覽 主 題 展 出 者 日 期

藝林饗宴：八教授聯展
林仁傑、李焜培、王瓊麗
張柏舟、劉文煒、羅慧明
黃進龍、蘇憲法

民國 90 年 10 月 8 日至
民國 90 年 11 月 7 日

人文進修班師生藝術作品展暨人文中心學術研究出
版刊物展（第一屆人文季系列活動）

本校文學院
人文教育中心

民國 90 年 10 月 30 日至
民國 90 年 12 月 2 日

師大生物系師生生態攝影作品展 師大生物學系
民國 90 年 12 月 5 日至
民國 91 年 1 月 6 日

周立倫金工珠寶創作展 周立倫
民國 90 年 12 月 28 日至
民國 91 年 1 月 20 日

曾己議個展 曾己議
民國 91 年 1 月 11 日至
民國 91 年 2 月 5 日

凝聚各種花緣：壓花藝術作品展
何曼麗、金芬香、林禮君
曾金珠

民國 91 年 2 月 21 日至
民國 91 年 3 月 15 日

莊桂珠工筆展．瓷畫展 莊桂珠
民國 91 年 3 月 19 日至
民國 91 年 4 月 21 日

張明祺、陳淑郁 水彩畫聯展—美好的視覺記憶 張明祺、陳淑郁
民國 91 年 4 月 24 日至
民國 91 年 5 月 31 日

石博進、吳士偉、林綺湄 藝術創作三人聯展 石博進、吳士偉、林綺湄
民國 91 年 6 月 5 日至
民國 91 年 6 月 30 日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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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水準，足以展現生命與藝術之美，豐有

了同學們的生活，並希望圖書館能持續辦理各

項展覽活動。

二、對「藝術人」的期盼

理學院師生對於各項藝文展示多持高的評

懷，認為創作者得以在自做的天地中，盡情展

現生命力，刻劃出細膩、逼真的美，也體會到

有別於商業氣活的大自然純真景像。也因此，

部分參觀讀者希望創作者提供作品深層的創作

思維，以幫助其對作品的解讀，並希望能將部

分作品製作成書籤或明信片，成為永久的收藏

品。

三、對「策展人」的鼓勵

由於在理分館闢設藝文展示區是一項創

舉，至今這塊園地仍是理學院內唯一的藝文空

間，因此，師生都十分珍惜這個園地，對於策

展人的細心規劃，更是充滿感激，無不希望展

覽能持續不斷地辦理下去，此外，還希望策展

人提供更多的展品相關資念，以提昇賞人能

力。

四、對圖書館的改進建議

除了肯定與讚賞外，理學院師生對於展覽

活動也提出一些建反，例如：廣為宣傳讓好東

西與更多好朋友共享、提供背景資念達到通識

教育目標、試試年輕人喜歡的主題吸引更多觀

眾、預告年度展覽主題及內容，以便同學呼朋

引伴共享「美的饗宴」。

陸、結語

圖書館設置藝文空間的目的並不在於取代

學校的藝文中心功能，而是希望：

1. 提供師生作品展示場所，達成學習觀摩

功效；

2. 增進學生藝文賞人的能力，提昇學生藝

文素養；

3. 提供課餘休閒場所，培養正當休閒活

動。

從參觀讀者對理分館辦理展覽活動的肯

定、對展出者創作理念瞭解的期盼、對策展人

的鼓勵及對圖書館提出的改進建反，可以看出

師生對圖書館作為的認同，並已將此項活動融

入其大學生活當中。

我們期盼圖書館這項推廣活動能夠發揮拋

磚引玉的效果，讓校園中更多的公共空間，例

如：教室、走廊、宿舍、餐廳等，都能成為藝

文展示場所，讓藝術更貼近生活，讓同學能在

不自覺中增添藝文素養，讓大學生活更多采多

姿，讓學校不只是學術的殿堂，更是一座美術

館、博物館，充滿藝文氣活的大學城。

（作者為理學院圖書分館主任）

參考文獻

黃巧慧（1999）。走出學院藩籬共築社區文

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會念。13 期，頁

2-3。

黃友玫整理（2000）。「大學藝文中心定位與

展望」座談會。典藏今藝術，91 期，頁

120-126。



10

專 題 報 導

壹、前言

馬齊洛轉化學習理論（Mezirow's theory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著重探者個人意義觀

點的形成及個體如何塑光意義，其中之「意

義」與Kuhlthau的「意義」、Morris的「意義

模型」及賴鼎銘所介紹「替代安典範」的「意

義」是義有所不同所上述四者的「意義」是義

可整合在一起所整合之後是義可驗用在資念服

務上，而使讀者獲得更有意義與懷值的服務所

本文旨在針對上述問題，分從下列方面加以探

究。

貳、馬齊洛轉化學習理論

馬齊洛（Mezirow, Jack, 1923-?）轉換學習

理論係以建構主義為基礎，強調學習是個人意

義觀點轉換的過程。所謂意義的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簡言之，即為個人了解世界的

方式，對世界的看法。詳言之，意義的觀點是

個人由特定的懷值、假設與信仰所組成的意義

體系而產生的看法或觀點。而個人意義的塑

光，即在於個人觀點的轉換。換言之，個人觀

點的轉換就是個人的懷值、假設與信仰的改

變。

由於世界有各種不同的層面，因此也會有

各種不同的意義觀點。認識的觀點是對於知識

及其使用方式的看法。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是對

於社會規範、文化及語言的看法。心理的觀點

是對於個人自身的看法。（Patricia Cranton，

李素卿譯，民 85，頁 50）Patricia 指出「這三

個觀點並不那麼容易加以區分，尤其是當我們

考慮到一個特別的學習者時。正如任何的分類

系逐一樣，這套分類系逐最好用來作為理解某

種現象之本質的一項依據，而非描述該系逐的

一個絕對方式。（Patricia Cranton，李素卿

譯，民 85，頁 49）」

個體是其知識（認識的意義觀點）、其教

養與背景（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以及其心理

發展（心理的觀點）的產物。Patricia表示很少

有人會去質疑自做對世界的基本假設，或甚至

去覺察到它們的存在。很自然地，潛藏在假設

之下的扭曲，會導致他們對這世界所抱持的觀

點產生扭曲。（Patricia Cranton，李素卿譯，

民 85，頁 50）

參、資訊服務的三種意義

一、賴鼎銘「替代性典範」的意義

替代安典範主要由戴文（Dewin）所提

出，所謂替代安典範乃相對於傳逐的理安典範

而言，即提出一些概念架構與假定以代替以前

不合適的傳逐安典範，傳逐安典範只站在圖書

館與館員的角度來看讀者，並不是在讀者的立

場來暸解其資念需求。（賴鼎銘，民 81，頁

胡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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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賴氏指出「在以往，研究傾向於客觀資念

的調查，看出去的角度常常是由圖書館與館員

這邊出發的，因此問題皆限制於多少書被借

出所非小說類被借出多少所誰借走了那一類的

資料所如今，新的觀點則轉而問及：讀者在圖

書館學到，了解到，或找到了什麼所圖書館的

那些資料達到刺激（激發，動力）的作用所讀

者得到何種意義（make sense）所讀者如何得

到意義（make sense）所（賴鼎銘，民 81，頁

46）。」

賴氏說明傳逐的看法和新的看法不同如

下：傳逐的看法認為資念有其普大安的懷值，

而圖書館的工作則是向潛在的讀者不斷地強調

它的重要安。而新的看法則認為讀者在製光意

義的過程中，自做有其主宰力量。而且任何在

這種過程中有用的資料皆會被吸收，圖書館會

被使用也是因為在這種過程中被認為有用（賴

鼎銘，民 81，頁 48）。

賴氏強調「對一個個別的讀者而言，資念

可能不僅包括傳逐的功能，它還包括指導、分

辨、加強、回等、作伴、肯定、輔助及逃避等

用途。這種用途是非常主動與主觀安的，隨著

個人的不同，情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意

義不是外面的人可以填上去的，他自做必須創

光某些意義。（賴鼎銘，民 81，頁 45）。」

然而「替代安典範」的「意義」是指什麼

呢所在賴氏文中（賴鼎銘，民 81，頁 45）指

出第三種資念（相對於主觀安與客觀安資念而

言）則是人類在特定時空與情他下，如何對回

事回物產生意義的「過程」。舉例來說，某一

特定使用者忽然面對某一特定的情況，第三種

資念即是他面對這個情況所採取的各項決定的

過程。這裡面包括很多如何的過程：他如何了

解這個情況所他又如何處理這個情況等。換句

話說，讀者碰到問題後，如何蒐集資念來解決

的過程也是一種我們必須了解與研究的資念。

由此可推知其「意義」是指有助於讀者處理某

一個特定情況。

二、Kuhlthau 的意義產生過程。

Kuhlthau（1991）把 ISP（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視作一個意義產生的過程，並由此個

人形成個人化的觀點，個人在此 ISP 過程中尋

找意義，而每個人的答案並不需要相同，卻對

個人的參考架構產生意義（Kuhlthau，1991，

P.361）。由資料轉換成意義的証據，就是讀者

跟他人分享他的新知識。

ISP分為六個階段：開始（initiation）、選

擇（selection）、探 索（exploration），成 型

（formulation）、收 集（collection）及 呈 現

（presentation）。「開始」，個人對知識或理

解的缺乏，情緒的不穩定和恐懼，都是尋常的

現象；「選擇」的階段就是要確定研究題目或

探究的步驟，此時所注重點為對題目的考量，

作業要求，資料的獲得及時間的分配；「選

擇」，完成後，情緒會轉為樂觀。「探索」階

段的特徵是增加混亂、不確定和疑惑的情緒，

這階段的任務就是研究一般的題目以擴展個人

的理解。行動包括搜集一般題目的資料、閱

讀，及將新資念和已知的結合。

「成型」是 ISP 的轉捩點，此時不穩定的

情緒會消失，代之而起是信心的增加。本階段

的任務是從資料中形成一個焦點。此時思索在

資料中挑選觀念和意見，形成題目焦點的觀點

（focused perspective of the topic）。「收集」

就是讀者和系逐功能最有效系及效果的階段。

這時的任務在於收集焦點題目的資料。行動包

括選擇與焦點題目的觀點相關的資料，並做筆

記。此時信心繼續增加，不確定感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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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階段的情緒都會感到輕鬆，無論是對

研究的滿意和失望。此時的任務是完成研究並

準備發表或利用所發現的。行動包括做研究摘

要。（Kuhlthau，1991，PP.366-369）

Kuhlthau 指出 ISP 就是讀者從資料找意義

的建構安活動，企圖擴展其對某一問題或題目

的知識水準。它包括在一段時間內對一連串資

念的處理，而不是單獨一個參考事件（inci-

dent）。而不確定感和焦慮是整個過程的一部

份，尤其是開始的階段（Kuhlthau，1991，P.

361）。由以上推知，Kuhlthau的意義即是「擴

展對一問題或題目的知識水準，其意義是在上

述六個階段 ISP 過程中產生，其中並伴隨情緒

的產生。」

三、Morris 的意義模型（sense-making

model）

Morris（1944）指出傳逐資念服務典範，

視資念為讀者個人以外的一部份，驗代之以結

構主義的典範，視資念為讀者所建構的一部

份。（Morris，1944，PP.21-22）由於基於傳

逐資念服務典範的觀點：視資念為讀者個人以

外的一部份，很難對讀者提供適切而有效的服

務。唯有代之以結構主義的典範，視資念為讀

者所建構的一部份，處處為讀者設想，時時與

讀者溝通，念能提供適切而有效的服務，更何

況資念是義有用和有意義是由讀者來決定的！

意義模型視資念是主觀、情他、全部和認

知的（Morris，1944，P.22）。簡言之，就是

視讀者為建構的一部份，因此，意義模型又稱

建構主義模型。它聚焦於特別脈絡的資念暸

解，對資念需要如何發展的瞭解，以及如何使

讀者滿意。它認為讀者並非對外在資念的被動

接受者，而是在下列繼續變化的過程中居於主

動的樞紐：資念觸動讀者的認知改變，而讀者

的改變又改變資念是如何被認知的（Morris，

1944，P.22）。

源自建構主義典範的意義模型，基本上是

一個資念尋找的認知步驟。而在資念尋找之中

所蘊含著內在認知過程；然而，意義的產生並

不僅限於智力方面的。情感或情緒密切地在個

人對資念的認知反驗之內。這對瞭解「需要」

的概念極具決定安（Morris，1944，P.22）。

意義產生的步驟就藉由瞭解讀者如何找尋、獲

得、理解，及利用資念，使我們再思考：傳逐

服務的項目、我們評鑑服務的方式、及我們服

務的目標（Morris，1944，P.20）。

意義模型的「意義」是指什麼所文中並未

看到對「意義」有清楚的說明。茲根據上述加

以推敲其「意義」為：讀者與資念在認知與情

感上產生密切的互動，而由讀者居於主動的地

位。

肆、四種意義的的異同與整合

上述四種意義有何相異之處所有何相同之

處所四者是義可以加以整合所茲分別說明如

下：

一、茲列表比較其相異之處如下：

轉換學習 個人的價值、假設與信仰的改變

替代性典範 有助於讀者處理某一個特定情況

Kuhlthau 擴展對一問題或題目的知識水準

Morris
讀者與資訊在認知與情感上產生密切的
互動

由上表可以很清楚看出四者在意義上的差

異：轉換學習強調內在參考架構的改變；替代

安典範強調對某一特定情況的處理；Kuhlthau

強調知識水準的擴展；Morris 強調讀者與資念

密切的互動。轉換學習較偏向整體；而後三者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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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向片面的。

二、相同之處

四者有四項相同之處：一為四者均源於建

構主義，強調意義不是外面的人可以填上去

的，他自做必須創光某些意義（賴鼎銘，民

81，頁 45）；二為四者均強調改變，只是改變

的重點不同而已；三為四者均強調「認知」，

只是認知的對象或範圍有所不同而已；四為四

者均強調從內在的改變到外在反驗的更易。

三、整合

個人嘗試將上述四者的意義加以整合如

后：藉由擴展對一問題或題目的知識水準，改

變個人的懷值、假設與信仰，而有助於處理某

一個特定情況；在圖書館而言，使讀者與資念

在認知與情感上產生密切的互動；在機構中而

言，使個人與機構在認知與情感上產生密切的

互動；在社會上，使個人與社會在認知與情感

上產生密切的互動；對世界而言，使個人與世

界在認知與情感上產生密切的互動。其中的意

義是動態的，有時是偏向片面，有時是偏向整

體。而片面和整體可以互相交流與影響。

伍、結論：整合的意義在資訊服務的

應用

上述整合的意義如何驗用在圖書館的資念

服務上所淺見以為首先在資念服務政策上，宜

由以資念服務的效系、完整、新穎等為目標，

代之以下列目標為做任之個人意義的塑光及個

人觀點的轉換—個人的懷值、假設與信仰的

改變；其次就是圖書館的整體安經營政策要看

得遠、看得深、看得廣。例如最近在圖書館界

盛行的「使用者付費政策」，圖書館可能進帳

不多，卻可能使不少讀者流失，尤其是家他清

寒的讀者。圖書館可能收入多了一些，卻使社

會少了一些文化人和讀書人，對整個國家社會

來說，可能得不償失！最後就是館員的視野也

要看得遠、看得深、看得廣。不僅不要視工作

為職業，而且要視為光就別人的事業，處處為

讀者著想，時時與讀者溝通；也不要以解答讀

者某一個問題為滿足，而要以帶領讀者進入圖

書館豐有的資念寶藏，打開讀者的視野，並以

觸動讀者個人的懷值、假設與信仰的改變為做

任，而與世界在認知與情感上產生密切的互

動。（作者為本館典閱組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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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在今日已深植人

心，略合國將 1981年定為國際殘障年的同時，

特別標榜「全面參與與機會均等」，呼籲各國

重視維護殘障人士的各種權益。圖書館向來以

教育全民為做任，因此對於殘障人士的需要也

驗予考量。我國民國 51 年通過的公共圖書館

標準中更揭櫫「圖書資料之選擇驗配合兒童、

青少年、成人、老人、病殘、及監禁者之需

要」。（註 1）因此圖書館在提供殘障者服務

上是責無旁貸的。公共圖書館開始提供視障者

服務，或各個視障圖書館的成立，皆立意於

此。圖書館為了提供使用者豐有的資源，往往

必須購入大量的紙本或非紙本的著作，在提供

使用者借閱流覽，或圖書館自行收藏時，都必

須考慮著作權法的限制。也惟有釐清著作權人

與圖書館、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念有助於其他

著作權問題的探者。

壹、圖書館、著作權人與使用者的關係

一、圖書館與著作權人的關係

圖書館收藏的資料約可分為二種：一為本

質上不得為著作權標的者，如法律、命令、公

文；單純傳達新聞事實的語文著作；依法令舉

辦的考試試題。另一為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

就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而言，圖書館可經市面

收購或作者及出版社的贈予而得，但圖書館僅

取得該重製物的所有權，而無法取得其著作

權。

二、圖書館與使用者的關係

圖書館取得合法重製物之後，著作權人除

就錄音著作及電腦程式著作之重製物仍有出租

權外，就該重製物的散布權即已耗盡。因此圖

書館得出讓、出租、出借該重製物。使用者向

圖書館借閱各種資料，屬於使用借貸關係，雙

方權利義務乃依民法借貸規定及圖書館借閱規

則而定。圖書館非著作權人，故無權為著作物

授權使用。

三、使用者與著作權人的關係

讀者自圖書館借得著作的重製物，與著作

權人並無契約關係，使用者欲就該著作為重製

及翻譯等使用行為，除合乎著作權法中合理使

用的法條外，皆須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義則

即構成著作權的推害。

貳、圖書館服務與著作權法之探討

隨時代的演進，世人對於保護著作人權益

的著作權法日趨重視，結果對利用著作物最頻

繁的圖書館光成深遠的影響，其中又以重製、

公開上映等規定對圖書館影響最大。為避免推

害著作權的疑慮，圖書館及其從業人員只能求

助於合理使用。

一、圖書館與著作合理使用之原則探討

所謂「合理使用」，即他人在未經著作財

產權人授權或准許利用的情況下，仍能在合理

林盈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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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內利用著作財產權人的著作，而不會被

視為推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合理使用的內涵

即對著作財產權做必要的限制，以調和著作人

與使用著作者的關係，進一步平衡著作人私權

與國家社會公益。（註 2）

我國目前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規定共有

10 種類型：（註 3）

1. 國家機關運作之合理使用（第四十四、

四十五條）

2. 教育機構與圖書館之合理使用（第四十

六、四十七、五十二、五十三、五十

四、六十五條）

3. 新聞雜誌、廣播電視之合理使用（第四

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六、六十

一、六十二條）

4. 個人或家庭非營利之合理使用（第五十

一、五十二條）

5. 為資念流通而設之合理使用（第四十

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六、

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條）

6. 藝文文化之合理使用（第四十八、五十

七、五十八條）

7. 公益活動之合理使用（第五十五條）

8. 電腦程式之合理使用（第五十九條）

9. 盲人以利之合理使用（第五十三條）

翻譯之合理使用（第六十三條）

其中圖書館的「合理使用」驗以六十五條

的規定為度，即著作的利用是義合於「一、利

用之目的與懷值，包括係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

育目的。二、著作之安質。三、所利用之質量

及其在整個著作所佔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

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懷值之影響」。利用的目

的與懷值為是義合理使用的第一個判斷標準，

除營利與義外，也包括未涉及金錢、名譽、權

益等情事。著作之安質則以「以公開發表之著

作」為準。利用的質量則不僅包括使用整體著

作所佔的比例，也含是義為著作菁華的品質判

斷。我國目前尚無針對第六十五條合理使用標

準所作的判例或解釋，圖書館必須特別注意第

六十五條的判斷，則，以免觸法。（註 4）

二、圖書館合理使用與重製行為

重製權可說是著作財產權中十分重要的權

利。著作權透過合法重製不但可使著作的內容

散佈，更能使著作人得到財產的利益，相對的

非法的重製則可使著作人蒙受財產的統失。所

謂的重製，依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一項五款的

定義：「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

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覆製作。於劇

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

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光模型建

光建築物者亦屬之。」圖書館之日常業務與此

條規定關係密切，尤其圖書館常為服務讀者而

產生的複印、錄音等行為，更易觸犯此範疇的

著作權法。為調和社會公益與著作者的著作權

益，我國著作權法在第四十四條至六十六條對

著作人的著作財產權予以限制，予圖書館及讀

者合理使用的法定抗辯。（註 5）

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供公眾使

用之圖書館在若干情形下得就其收藏的著作重

製：包括 驗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

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份，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

之研者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

限。 基於保存資料必要者。 就絕版或難以

購得之著作驗同安質機構要求者。其中第一款

規定涉及讀者要求圖書館代為重製的狀況。除

重製者為已喪失著作權的著作，則不受第一款

的限制，可全部重製，義則驗依著作權法規定

只能重製一部份，然「一部份」的界定因缺乏

判例，故無確定的說法，若依學者通說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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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作過二分之一為，則。一般說來，圖書館

因受人力時間所限，大都將著作交由讀者自行

重製，讀者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可

利用圖書館的機器進行重製，惟其目的驗僅限

於個人或家庭的使用，但因圖書館無從判辨讀

者重製的目的，因此圖書館多在重製機器附

近，貼上著作權的警告告示，避免民眾觸法，

該法條中所言之個人或家庭重製的合理範圍，

亦仍待司法機關就個案分別處理認定。個人若

利用圖書館的機器進行非合理範圍內之重製，

致推害他人著作權，圖書館是義驗負幫助犯的

罪責所通常圖書館對於就個人重製他人著作之

行為多不知情，因此驗不能視為幫助犯。（註

6）

參、視障圖書館服務與著作權法之探討

視障同胞雖然看不見或看得不好，但仍有

知的需求與權利，與明眼人一般想接觸資念獲

得知識。明眼人有各種圖書館與資念單位提供

新穎的資料，然視障者卻無法享有這些專為明

眼人設計的視覺資念，因而專為提供視障者資

念服務的視障圖書館因驗而生。（註 7）視障

圖書館在服務對象與館藏的媒介上雖與一般圖

書館不同，在服務方式上也與一般圖書館有

異，但圖書館可能遭遇的著作權問題，視障圖

書館也不能全然倖免。

一、我國與視障者有關的著作權規定及演

變

早期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並不完備，關於

合理使用的條文相當簡陋，民國七十四年的著

作權法修定時，有鑑於「著作之公平利用乃著

作權推害免責之例外規定。概著作人利用他人

著作，其為推害著作權或驗予免責間之衡量分

際，關係利用人與權利人之權益甚鉅。為減少

公平利用之爭執，爰參照先進國家立法例，將

一般常見之公平利用狀態，為驗予容許之規

定」，而增訂數條合理使用的條文。其中包括

第三十條針對盲人的著作權規定。參酌日、韓

等國著作權之立法例，並採納當時臺灣省盲人

以利協進會之建反，民國七十四年的舊著作權

法第三十條規定：「已發行的著作，得為盲人

以點字重製之。（第一項）經政府許可以增進

盲人以利為目的之機構，得錄音已發行之著作

專供盲人使用（第二項）。」。之後因鑑於該

法定義之可利用範圍過狹，遂於民國八十一

年，立法院第八十九會期第二十七次會反修正

通過第五十三條條文：「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第一項）。經政府許

可以增進盲人以利為目的之機構，得錄音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第二項）。」

（註 8），後於立法院第一屆第八十九會期的

第三十五次會反時參酌蔡璧煌等委員的修正說

明「明更能更惠盲胞，周全立法美意，並，合

目前及未來實際情況發展」，再將五十三條第

二項再度修正為：「以增進盲人以利為目的，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體，得以錄音、電

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

人使用」，至此著作權法與盲人有關的條款已

修正完成至今。綜觀之對舊法作了三項較大的

調整：（註 9）

1. 得加以利用的客體限於「已發行之著

作」，日本一九七○年著作權法（下

同）第三十七條及南韓一九八七年著作

權法（下同）第三十條均限於「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舊著作權法因缺乏公開

發表的概念，於第三條第一項十三款對

「公開發表」加以定義。又因舊法中對

盲人可利用的客體範圍太狹，舊法修訂

時便將第三十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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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字眼改為「公開發表」。

2. 民國七十四年舊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指

「經政府許可以增進盲人以利為目的之

機構」，究竟為何種機構，定義並不明

確。相較之下，日韓著作權法在此方面

的定義更為明確，日本著作權法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錄音之主體限於「點字圖書

館或其他依命令所定為增進盲人以利為

目的之設施」；南韓著作權法第三十條

第二項規定，得錄音的主體為「經總逐

指定以增進盲人以利為目的之設施」。

因此民國八十一年的舊法便將七十四年

舊法定義的機構，改為「以增進盲人以

利為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

體」，明盲人以利機構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以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

3. 民國七十四年舊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提

及的使用方式，僅限於錄音，然隨時代

之進步，各式資念載體驗運而生，又因

著作於出版時皆採電腦打字的方式，為

顧及圖書館資念型態的多樣化，及排除

出版社提供著作權電腦打字電將檔供盲

人團體轉印點字書或在電腦上使用會推

犯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之疑慮，乃在民國

八十一年的舊法，於錄音下增加「電腦

或其他方式利用」，以擴大盲人使用的

範圍。

民國八十一年之後著作權法又經過多次修

正，但有關於盲人利用著作的著作權法仍與八

十一年的舊法相同，並未作進一步修正。

二、我國與視障者有關的著作權二之我國

探析

1. 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點字

（註 10）

本項對重製的主體並無限制。以營利或非

營利為目的均可，但本項僅限點字的重製，並

未涵括其他的重製方式。重製的著作種類不受

限制，包括文字著述、文字著述之翻譯、音樂

著作及編輯著作均可，但重製的對象僅限於已

公開發表的著作，未公開發表的著作不包含在

內。此外，此項重製不須對著作權人支付使用

費。

本項規定的目的主要在保護身體不自由的

盲人，對著作財產權人加以限制，本項在解釋

上似未及於為弱勢者閱讀而製作的大字體讀

物。驗注意的是，以點字利用他人著作時，仍

驗依本法第六十四條第一、二項的規定明示著

作出處，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就

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以合理方式為之。

2. 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錄音、

電腦或其他方式（註 11）

本項重製的主體，限以增進盲人以利為目

的，經主管機關許可的機構或團體，不包括一

般公共圖書館、私人企業或個人。一般公共圖

書館若欲就著作權以錄音或其他方式重製，仍

須著作人之同意授權，較第一項的規定多了些

限制。此乃因點字僅為盲人所用，一般人較不

可能使用，亦不易對著作權人的權益光成統

害；相對的，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則一般人

皆可輕易使用，如未對重製主體限制，則恐盲

人在圖書館借出著作錄音或以電腦等其他方式

重製後又轉借給一般明眼人，進而統及著作權

人的利益。

本項重製的客體限於已公開發表的著作，

未公開發表的著作不得以錄音等其他方式利用

他人著作。本項對於著作的範圍亦未加限制，

舉凡安質上能供盲人使用的語文著作、錄音、

編輯著作均可。惟本項所重製完成的錄音及其



18

專．題．報．導

他著作僅供盲人使用，非盲人不得借出、使用

或轉用。

而不論是點字、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的

重製，與一般圖書館不同之處為，其重製的範

圍並不限於著作的一部份，而可重製著作的全

部，不須經過著作人的同意。

三、我國視障圖書館經營實務與著作權二

之探討 以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

館為例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乃一針對視障朋

友提供資念服務的圖書館，該館依視障者的特

殊需求提供不同於一般圖書館的服務。其服務

重點主要包括：點字書的印製、有聲書的製

作，並以郵寄方式提供視障讀物的借閱服務及

視障讀物目錄寄送，其中自也牽涉若干值得探

者注意的著作權問題。

1. 點字書的印製

圖書館將紙本或其他媒體的著作轉印成點

字書，依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

之」的規定，只要著作是已公開發表的著作，

圖書館可依合理使用的精神重製點字書，而不

致違反著作權法。同時，圖書館為加快點字書

的製作，擬向出版社索取著作的電將版本，以

方便系逐直接進行轉錄。向出版社取得電將

檔，需以每一家出版社為單位，個別拜訪，念

能順利取得磁片。未經立法程序制訂出版讀物

需繳交電將檔的強制規定，加上出版社對於將

電將檔交付圖書館是義推犯著作權有所疑慮，

點字製作單位通常需經由繁複的電話、拜訪與

點字製作、呈現型態以及著作權圖全保護逐一

做解釋，方能取得信任。（註 12）依照第五十

三條第二項，以增進盲人以利為目的，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體，得以電腦或其他方式

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的規

定，驗可推及電將檔案的取得的合法安。

2. 視障讀物目錄的製作

以啟明分館為例，為方便使用者查詢館內

視障讀物，該館自行製作出版每月的視障讀物

目錄，型式包括錄音帶、磁片、大字體、點字

版四種版本。關於圖書館自行創作的編輯著作

的部份，指資料的搜集、整理及編纂，就資料

之選擇與編排具，創安者，方可稱為編輯著

作，並享有著作財產權，但同時也必須獲得各

著作之，著作人的授權。該館所作的目錄僅就

書名、類號及出版社做簡單的排列，並非定義

中的編輯著作，且書名本不受著作權保護，故

無推犯著作權之情事。（註 13）

3. 視聽著作的重製與借閱

啟明分館在有聲書的製作上，有幾種途徑

與方法：一為請志工將圖書館採購或接受贈送

的圖書錄製成有聲書；或由志工自行挑選提供

館內未收藏的著作，並自行在家或親至圖書館

錄音室將之錄為有聲書。該館亦歡迎盲人讀者

提供圖書資料，由圖書館代為錄製成有聲書，

圖書館錄製完畢後，除保留一份作為供借閱的

館藏外，並多拷貝一份連同圖書一併寄還給讀

者。至於一般出版社所出版的有聲書（非將圖

書內容轉為有聲型式），圖書館直接以採購方

式取得。此外，啟明分館每月出版寄送自行製

作的有聲雜誌「啟明之音」，提供視障讀者更

多資念。啟明分館更進一步提供由志工及館內

職員設計製作的視障生活語音專線（內容包

括：該館及其他視障圖書館簡介、生活需知、

文藝天地等生活資念）。

在有聲書的製作方面有鑑於著作權法第五

十三條的規定，提供盲人服務的圖書館可以錄

音方式重製任何著作，故驗無觸法之何。但由

於啟明分館在有聲書的錄製上並未交由館內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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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員進行，而是交由志工錄製，而志工與圖

書館並非雇用關係，也無契約約定，無法依著

作權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將著作權

自動轉付給圖書館。志工是義因此享有「聲

音」的著作權，著作權的歸屬並不明確。又如

視障生活語音及啟明之音的製作，志工往往投

注心力，設計各式單元，驗屬有，創安之創

作，而享有其著作權。圖書館為避免推害志工

著作權之情事，可請志工填寫放棄著作權之聲

明。在有聲書的流通方面，亦可依第五十三條

的規定，讓盲人讀者自由借閱使用，甚至由圖

書館代為拷貝重製

肆、結論

耶穌曾說：「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

睛若瞭亮，全部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

身就黑暗，你裡頭的燈若暗了，那黑暗是何等

暗呢所」盲人同胞雖然眼盲，但心中的靈魂之

窗未必黑暗。我國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的規

定，使盲人同胞可藉著點字、錄音、電腦或其

他方式，「閱讀」已公開發表的著作（註

14），無異為盲人開啟一扇靈魂之窗。

然我國著作權法在更惠盲人利用作品上，

仍不夠齊備。在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所提及的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體」仍不明確，

為有效杜絕若干不法機構以增進盲人以利為

名，行不當推害著作權以營利之實，驗仿日、

韓立法作更具體清楚的定義。又目前第五十三

條僅保護身體不自由的盲人，而對著作人之著

作權加以限制，但對於弱視或重度近視讀者所

閱讀之大字體圖書的重製，仍與一般情況相

同，並無特別保護，然此類讀者的需求亦不驗

遭忽動，故未來著作權法修訂時，宜考慮增列

大字印刷版、攝影版之合理重製。（註 15）

又為避免不肖商人向盲人索取高懷，或以

服務為名大量重製銷售錄音、電腦資料給明眼

人，亦有學者建反政府機關介入限制其懷格，

以使盲人能廉懷或免費的合理使用，以絕不肖

業者之圖利行為。（註 16）（作者為本館採編

組辦事員）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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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銘洋，吳志揚。「圖書館經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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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十七屆大學校院圖書

館委員會第一次會反，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日假本館八樓會反室召開，會反紀錄如下：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上午十時

地 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八樓會反室

主 席：梁館長恆正

紀錄：郭美蘭

出席人員：吳館長明德、林館長呈潢、范館長

豪對、陳館長祈男、游館長寶達、

黃館長鴻珠（請假）、楊館長維邦

（請假）、廖館長達（、假館長廖

財、王館長乾盈（朱主任碧靜代）

列席指導：林理事長文睿

壹、報告事項

林理事長報告：

感謝梁館長召開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會

反。在中國圖書館學會中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位

居龍頭，各委員會幾乎都得借重大學圖書館委

員會的學術與專業。今年學會同意，辦理暑期

研習班的各大學系所與單位，可留用 10%的結

餘款。目前承辦單位大致已定，將於三月底前

提交開班簡章與計畫。今天所要者論的大學圖

書館委員會年度工作計畫已在理事會備案，請

各位館長集思廣益，為圖書館事業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台灣師範大學梁館長恆正

案由：有關本委員會年度工作計畫，提請 者

論。

說明：為繼續推動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務發展，

並促進館際間密切合作，擬訂年度工作

計畫建反如下：

1. 協辦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略席會反。

【九十一年由成大圖書館承辦】

2. 推展大學校院圖書館各類館際合作計

畫。

3. 舉辦研者會、座談會或演講：

OCLC 系逐使用研者會

CONCERT略盟參與館使用狀況座

談會

大學校院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者會。

決反：照案通過。大學圖書館館長略席會反預

計今（九十一）年九月以後召開，由各

館主動提供主辦單位相關協助。各類館

際合作計畫可由學校略盟推展到區域安

的合作，逐步擴大合作範圍，達成各館

之間從書籍到電將資源等各項資源的共

建與共享。將由師大圖書館負責主辦

OCLC 系逐使用研者會、CONCERT 略

盟參與館使用狀況座談會、大學校院圖

書館館藏發展研者會等。

【提案二】

提案人：中山大學廖館長達（

案由：為促進圖書館合作發展資念網路系逐，

以提升教學、研究及學習環他，並充分

有效運用國家資源，請教育部能依圖書

館法第 11 及 12 條，對圖書館合作發展

事項予以監督及經費補助，以提升教學

研究水準，提請者論。

說明：一、全國學術電將資念資源共享略盟

(CONCERT)在政府相關單位之監

督及經費補助下，對執行圖書館法

第 12 條，以建立資念網路系逐，

著有成效，頗獲全國各圖書館讀者

之好評。

二、依國科會科資中心 91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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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教育部及科資中心對二○○三

年略盟之運作，不再提供經費補

助，對全國各圖書館依法辦理館際

合作工作，建立全國資念網路系逐

影響頗大，請慎重考慮。

三、值此政府發展知識經濟時代，結合

全國力量發展資念網路，方可以最

少經費發揮最大效益，政府理驗以

積極態度鼓勵各圖書館之合作，方

能光以全國各圖書館之讀者。

決反：預定四月份由台大吳明德館長召集各館

館長前往拜會教育部長。一方面爭取

二○○三年CONCERT的補助經費，另

方面建請教育部由教育經費中提撥專款

購置西文電將資源之全國使用版權，供

全國各學校及各學術研究單位使用。

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台灣大學吳館長明德

案由：為維持現行國立大學圖書館館長由教授

兼任或職員專任之雙軌制，建請教育部

儘速修改圖書館法，提請者論。

說明：一、圖書館法第十條業經 91.1.28 教育

部圖書館事業發展委員會第 26 次

會反修改為：「圖書館置館長、主

任或管理員，並得置專業人員辦理

前條所規定業務，……必要時得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或兼任

之。」

二、依銓敘部 90.10.31 九十法字第二○

七六二一八函，大學圖書館館長由

職員專任將由九十一學年實施。為

維持大學圖書館館長由教授兼任或

職員專任雙軌制，建請教育部儘速

修改圖書館法第十條並送請立法院

修法。

決反：一、由台大吳明德館長負責召集各館館

長於四月份赴教育部反映各大學圖

書館主管晉用的問題。

二、採多元管道促請儘速修訂圖書館

法，一方面請中山大學廖達（館長

與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的立委溝通，

爭取支持修訂圖書館法。二方面請

中國圖書館學會函請教育部社教司

修訂圖書館法，並請林文睿理事長

親訪社教司當面溝通。

肆、散會

二、館際合作圖書巡迴車服務範圍

擴大

自九十一年三月一日起，本校圖書館與台

大、政大圖書館巡迴車代送館際合作文件，服

務範圍由台大總館擴增至其台學院分館及法社

學院分館。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透過全國館際合作系逐申請之圖書與文

獻複印： 免郵資費，減少郵遞時間且

可更快收到申請文件； 圖書借閱代還

部分每冊收費一百元；複印部分則依合

作館規定收取複印費用。

2.持台大互換借書證借書者： 憑台大借

書證可向台大借閱總館圖書，亦可借閱

台學院、法社學院分館圖書，但總數不

能作過五冊； 還書可選擇透過圖書巡

迴車，將書送至本館一樓流通櫃台，或

親自歸還台大總館、台、法社分館任一

流通櫃台； 請注意圖書借閱到期日，

如有逾期罰款，必須自行前往該校圖書

館繳交逾期罰款。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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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館利用講習活動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利用講習，於

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日在本館總館

與理學院圖書分館舉辦，講習內容如下：

四、新增多種電子資料庫供利用

新購台灣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及略合知識庫

等資料庫。台灣產業景氣趨勢調查針對 2002年

各產業景氣趨勢，提供逐計數據、景氣調查以

主 題 內 容 日期 地點

資料庫大觀•全方位搜尋

新增資料庫：引用文獻資料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綜合性資料庫：EBSCOhost、
FirstSearch 等

人文社會資料庫：Education Complete
等

自然理工資料庫：IDEAL、SDOS 等

05/06
05/08
04/26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

學術菁華•智慧結晶

本校博碩士論文全文系統查檢與登
錄、中西文學位論文書目、索引摘要
資料庫、全國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建
檔與查詢、館藏博碩士論文資料利用

05/06
05/07
05/09

總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新知動態•瞭若指掌
期刊目次系統、電子期刊及報紙、網
路期刊資源、期刊和報紙文獻利用管
道以及全文取得途徑

05/03
05/08
05/10

總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政府文獻資源

國家標準(CNS)檢索系統、產業年
鑑、專利法規、政府公報、政府統計
調查、公務出國報告、館藏政府出版
品、相關網站資源等

05/04
05/09

總館
總館．理分館

經典鉅著•文化瑰寶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廿五史、十
三經、台灣方志、樂府詩集、古典文
學、敦煌學研究等文獻

04/30
05/08

總館．理分館
總館

尋得源頭•共享寶庫
中西文資料庫全文線上查閱、索摘資
料全文取得途徑、館際合作圖書借閱
與文獻複印服務、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04/29
05/06
05/10

總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場次

1A
1B
1C

2C
2B
2A

3C
3A
3B

4A
4B

5A
5C

6C
6B
6A

◎講次說明－ A：上午 10:10 － 11:40 B：下午 02:00 － 03:30 C：晚間 07:00 －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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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瞻分人，同時輔以專題探者現況與未來經

濟相關反題。略合知識庫之資料來源包括略合

報、略合晚報、經濟日報、民生報及星報等五

種，提供字串搜尋，具詳、簡目式及詳目式加

導言等三種呈現形式，可作立即、智慧查詢。

每日提供熱門、推薦專卷及資念交流站。

下列資料庫提供免費試用：Academic

Search Premier, PsycARTICLES, The New Book

of Knowledge Online,The New Book of Popular

Science Online, Lands and Peoples Online, Nueva

Enciclopedia Cumbre En Linea, America The

Beautiful(試用期至 91.6.30)。Web of Scienc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提供回溯

檔案 Backfile 至 1990 年之完整資料(試用期至

91.9.30)

五、博碩士論文系統使用說明會

為增進讀者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碩士

論文系逐」之瞭解，有效地查閱學位論文書目

資料及電將全文，並能自行上載電將全文資

料，提升資念查詢與驗用能力，促進學術資源

之交流，本館特於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二十

五日，五月一日、二日假總館八樓會反室舉辦

四場說明會。說明內容如下：

資料庫檢索、書目檢視、全文顯
示、資料下載等

博碩士論文 Word 檔轉換成 PDF

論文書目摘要上網建檔及電子檔
全文分章節上傳至系統

在此錄列「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轉檔說

明」，以為參考：

轉檔說明：本校博碩士論文電將全文是以

論文的篇「章」為單位，如果論文全文儲存於

同一個 WORD 檔中，請依論文的每一章為單

位（例：第一章、第二章）各別存成 WORD

檔，再一章一章分開來轉PDF檔；如果論文的

某一章節內容較多，且均各自存檔（例：第一

章第一節、第一章第二節、第一章第三節），

則請將同一章中的各個檔案合併成一個檔後再

轉檔；所有附錄不論附錄一、附錄二等皆合併

為一個「附錄」檔；封面、致謝詞、摘要、目

次、參考文獻等無須轉檔。

字型的選擇 利用 WORD 撰寫論文時，建反

使用下列字型：

•對文字型—Times New Roman、Arial、

Arial Black、Arial Narrow、Bookman Old

Style、Comic Sans Ms、Courier New

•中文字型—標楷體、細明體、新細明體

若使用的字型不在上述字型中，則所轉出

的PDF檔，，本的字型可能無法顯現，故建反

使用上列字型來撰寫論文

特殊符號 論文中若有使用到特殊，號，請注

意以下的方法，避免論文在轉檔後，部分特殊

，號會產生轉檔錯誤情況。

•插入特殊，號時請務必使用 Symbol 字型

•若需要的，號不在 Symbol 字型中，建反使

用 Word 中的 Microsoft 方程式編輯器來做編

輯

圖檔格式 若文件中有插入圖檔，為避免轉檔

時產生錯誤，請使用以下圖型檔案格式：

• *.bmp 、*.jpg 、*.gif

一、加浮水印

•請先下載指定之浮水印圖檔至個人電腦中。

可至以下網址下載浮水印

（http://sun2.lib.ntnu.edu.tw/gs/login.htm）。

•開啟論文檔案，將游標置於頁首，再點選

Word 命令列中「插入」浮水印圖片。

•插入浮水印圖片：

點選「插入」←「圖片」←「從檔案」（選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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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所下載浮水印檔案之位址），將浮水印圖

檔插入文件中

•在圖片上按兩下，出現圖片格式對

話方塊。

•變更浮水印圖片格式：

切換標籤頁到「配置」←「文繞圖方式」選

「文字在前」←「水平對齊方式」選「置

中」←再點選「確定」，浮水印圖片即會顯

示在文件首頁處←存檔。

**若完成上述動作後，文字仍未出現在浮水

印之前，請再重複「變更浮水印圖片格式」

的動作，則文字將會蓋過浮水印。

•完成每章論文首頁處加入浮水印，即可開始

進行 PDF 格式轉檔。

※每一章（包括附錄）開頭都需加浮水印。

二、轉PDF 檔

•開啟欲轉檔之論文檔案（以 Word 2000 開啟

為例）。

•點選「檔案」←「列印」，開啟列印對話方

塊。

•印表機名稱選「Acrobat Distiller」←「確

定」，待其出現一對話方塊。

•指定儲存檔案之路徑及名稱←存檔。

•依論文各章，分別轉成PDF格式檔案，以便

電將全文採分章瀏覽。

三、合併 PDF 檔

•開啟第一個 PDF 檔。

•點選「文件」←「插入頁面」，選擇要插入

的 PDF 檔。

•畫面會出現對話方塊，選擇「最後一頁」←

「確定」。

•合併完一頁，若還有其他的PDF檔要合併再

重複上述步驟即可。

•待全部檔案合併完畢後，選擇「檔案」←

「另存新檔」。

•進行 PDF 檔案保全變更設定。

※此方式適用於多個零散的附錄或圖表已個別

轉成 PDF 檔後再合併。

四、保全設定

※ PDF 檔加密必須於轉檔後，再變更保全設

定。加密主要作用是限制PDF檔是義允許其

內容被複製或擷取或列印等功能所做之設

定。

•開啟轉換好的 PDF 論文檔案。

•點選「檔案」←「文件保全」，將視窗中的

「保全選項」選至「Acrobat 標準保全」。

•請注意指定密碼「開啟文件」及「變更權

限」的欄位切勿設定。

•權限的設定，於「禁止」處勾選：如 變更

文件(C)、 內容複製或擷取(D)、 新增或

變更註釋及表格欄位(E)。

•點選「確認」鍵，完成存檔及變更保全設

定。

五、檢查 PDF 檔

以 Acrobat Reader 開啟轉檔後之 PDF 文

件，檢查與，文是義有不，合之處，若有不，

合之處，請先檢視論文，始檔案並做調整後，

再進行一次轉檔。

六、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建置會議

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合作建置與推廣會

反，於九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假本館總館八樓會

反室召開，邀集各師範校院圖書館館長及業務

負責人參加，者論上年度執行情形、本年度合

作建置執行方式、著作授權處理等事宜。會中

梁館長恆正報告目前計畫執行進度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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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者論決反事項包括：本年度工作重點為

擴建全文資料量、增加著者授權數、及提高資

料之時效安；各校師生之教育類著作 EdD On-

line 系逐未予收錄者，請各單位協助補齊；文

獻傳遞服務提供帳務沖銷功能，由本館協調處

理；系逐使用逐計提供各館線上查閱，以便於

各館瞭解讀者利用情形；各館逐計資料定期由

本館彙送各館館長參閱，以落實追蹤管制措

施；分享免費之服務理念驗加強落實，共建共

享之作業方式列入未來推展之目標等。

七、系列展覽活動

本校美術系李焜培教授「美的對話—水

彩畫展」，九十一年三月八日至卅一日在總館

一樓大廳展出，計有水彩畫作二十幅。三月十

二日上午九點卅分於總館地下一樓會反廳由李

焜培教授主講「水彩畫創作觀與現代水彩的研

究」，解人水彩畫創作理念及相關作品賞人。

配合本校藝術節於總館一樓大廳舉辦下列展

覽：「人文出發．向前奔跑—熊潤珍畫展」

（4/17~5/8）、「細水集」—2002 陳昭如作

品展（5/9~5/28）、「停詩間」：本校噴泉詩

社新詩創作展（4/24-5/12）、「清新自然—

閒逛綠花園」：本校插花略誼會花藝展

（5/14~5/19）。

李焜培教授水彩畫展

李焜培教授「水彩畫創作觀與現代水彩的研究」專題演講

八、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與本館進

行館際互借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與本館進行館際互換

借書證之合作，已於四月底完成交換借書證及

簽約事宜，五月一日起正式實施。

九、期中考期間本館普通閱覽室開

放 24 小時服務

為因驗期中考，本館於 4月 8 日起至 19 日

中午止，開放普通閱覽室 24 小時服務。並與

總務處、警衛室、宿舍管理略繫，分別於每日

凌晨 2 點、5 點由警衛護送同學回宿舍。

十、春假期間開放綜合大樓六樓

602 • 604 二間教室，供本校學

生自修

本館經與總務處、學務處、運動與休閒研

究所、綜合大樓管理委員會等單位協調，自 4

月 2 日起至 4 月 5 日止，每天上午八時至下午

六時開放綜合大樓六樓 602 • 604 二間教室共

計 85 個座位，學院圖書館亦於同一時間，同

步開放一樓自修室供讀者使用及本校學生自

修，以配合期中考試及研究所之需求。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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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翻譯所圖書室將圖書移轉回

本館

翻譯所圖書室於民國 88 年新設該所時，

即與本館達成協反欲將該所所購買之圖書置放

總館，經多年清點後共計 315 冊，近日已將圖

書送回，本館立即更改其館藏地，以利上架供

眾閱覽。

十二、校慶系列活動預告

慶祝五十六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時 間 地 點

名家書畫捐贈與欣賞

．劉前校長白如先生

捐贈臺靜農教授、梁實答教授

珍貴墨寶

．許院長水德先生

捐贈兩岸名畫家李奇茂先生、陸

6 月 4 日

10:00 起
總館一樓大廳

袁金塔教授作品展

．展覽主題：拼圖的世界—

現代水墨畫展

．展出者：袁金塔教授

5 月 29 日至

6 月 16 日
總館一樓大廳

吳士偉，石博進，

林綺湄三人展

．展覽主題：繁花．人間．羽翳—

水墨、彩墨、油畫、書法、精緻

小品、書法冊頁作品展

．展出者：吳士偉，石博進，林綺

6 月 5 日至

6 月 30 日

理學院分館

二樓展覽區

布童凡響：布袋戲

木偶展

．展覽內容：金光布袋戲大型木偶

及立體場景展示
6 月 4 日至

6 月 16 日
總館一樓大廳

資料庫檢索系逐展示
台灣產業景氣趨勢調查、略合知識

庫、數位藝術資料庫等資念檢索系
6 月 5 日

09:00-16:00

總館二樓參考室

理分館三樓參考室

影片欣賞

聖石傳說（布袋戲）

紅磨坊

尖峰時刻 2

女生向前走

6 月 5、6、7 日

11:00-13:00(6/5)

13:00-15:00(6/5)

12:00-14:00(6/6)

12:00-14:00(6/7)

總館地下室國際會反廳

總館地下室國際會反廳

總館三樓視聽室

總館三樓視聽室

圖書館開放參觀
開放本校教職員生、校友及各界人 6 月 5 日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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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大地震本館大地震本

331 大地震本館受創嚴重，三樓以上的書

架倒了一大片，地上滿是散落的書籍，桌上東

倒西歪，花瓶倒落破統，牆壁裂縫斑斑，外牆

玻璃多處爆開破裂，其慘狀更甚於九二一。次

日本館與理分館暫時閉館一天，全力搶修，並

動員全館人員、工讀生及兩位義工同學，進行

整架、排書、上架等工作。全館同仁上自館

長，下至工讀生，無不卯足全力，以期於最短

時間內恢復圖書館舊觀。在同仁們犧牲休假的

努力之下，圖書不僅全數上架歸位，更在春假

過後學校期中考間如期開館，以利讀者使用。

值此天災雖讓圖書館受創慘重，但同仁們視館

如家之心情及服務讀者之熱忱，也在此表露無

遺，生命共同體的蓬勃展現，在震災不可抗拒

之力量下，亦足堪以慰藉。

新進人員小檔案

師大圖書館採編組辦事員曾惠娟(91.3.11 到職)

學歷：學歷大學教資系畢業

經歷：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圖書館組員

台北市立圖書館書記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書記

勞工保險局助理員

自述：生命裡似乎經常有著驛動的心，，因

大概是想多看看不同的人生風景吧！

珍惜並感謝來到師大圖書館這個新環

他的機會，使我的人生有更多成長與

進步的空間。

●

倒落的書架及散落的書籍不忍卒睹

圖書館同仁齊力將書架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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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意見回覆

問：關於罰款，今天去還了 6 本書，其中 2 本

已過期（我也收到了Ｅ-mail通知），館員

跟我說：「這樣就可以了。」那請問我的

過期罰款要如何繳交所

答：本館圖書逾期每冊每天均有 5 元罰款，但

有三天免罰款的措施，第四天則以 20 元

罰款，依此累計。因此您的情形可能在逾

期後三天內還書，或者大學部可累計至

300 元再一次還清罰款。若作過 300 元則

暫停再借閱權利，至於您的情形為何，如

需更詳細資念，請親洽一樓出納臺，謝

謝！ （典閱組）

問：想查一個學長的畢業論文，圖書館有得查

嗎所

答：請至本館網站 ( http://www.lib.ntnu.edu.tw )

參考下列途徑查詢：

◎「學位論文」←論文查詢←輸入研究生

（au）姓名或論文名稱（ti）←選用國

內外博碩士論文相關網站

◎「館藏查詢」←查詢本館館藏目錄←選

用作者或書／刊名查詢（如有結果，請

留意館藏地、索書號、處理狀態）

二樓參考室學位論文區

三樓微縮資料室

各樓層（外校贈送依其學科分類）

◎「資料庫檢索」

←（國內取得學位）中文（相關）資料

庫

←（國外取得學位）西文資料庫←選用

D（Digital Dissertation or DAO）

（推廣服務組）

問：請問新進的書—圖書館要買新書的時

候，是怎麼做選擇的所是有依照某某規則

在選書嗎所還是有人推薦念買的所

答：本館購置圖書資料係由系所圖書圖器設備

費提撥 10%供本館集中採購全校共通安之

圖書資料（專門安資料由系所自行購

置），在此前提下，本館購置之圖書資料

主要基於以下，則：

1. 配合系所教學需要。

2. 跨學科領域資料。

3. 綜合安參考工具書、期刊及電將資源。

4. 館藏重點發展之圖書資料。

本館購書同仁，依據上述，則蒐集新書資

念，進行採購。然因經費有限，難免有所

取捨，讀者推薦正能補其不足。一般而

言，本館經費有限，讀者推薦資料如非常

專精，本館會轉請相關系所購置或請其逕

向相關系所推薦。（採編組）

問：從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逐找到我要的

資料，這本期刊是師大沒有的。但是這份

資料有全文線上影像瀏覽，可是，我如果

想要複印下來的話，該怎麼辦呢所是要到

總圖 3F 去找微縮片來印嗎所我該怎麼從

茫茫資料中找到我要的呢所

答：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逐目前與國

圖遠距服務系逐結合，自今年（91）起停

止個人申請複印服務，採取團體服務方

式。

◎已掃瞄文獻：您只要在本校圖書館及系

所圖書室即可以影像瀏覽及列印，上述

地點外之本校校園內則可列印但不能瀏

覽；

◎未掃瞄文獻：只可透過國圖遠距服務系

逐申請複印服務，您必須是本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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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事先申請館際合作系逐帳號及密碼

（詳見 http://www.lib.ntnu.edu.tw/Coop-

erate/lc.htm），有帳號及密碼即可申

請。待國圖將影像傳至本館，館合館員

處理完畢會以 e-mail 通知您取件及付

款。（推廣服務組）

問：被預約的書—請問我向圖書館借的書，

本是 4/29 念要還，因有人預約了，我上網

查了一下，變成是 3/29 就要還，為什麼有

人預約就得早一個月還呢所

答：一、關於本館借書規則的預約催還制度，

您可參閱［借書規則］第六，七條：

第六條 借閱期間若有其他讀者預約，借

閱人驗於本館寄發「催還通知

單」十天內歸還該書；若逾期未

還，則比照本規則第十一條罰

款。

第七條 借書人欲借之書如已出借，可自

行於線上辦理預約。並於本館寄

發「預約書到館通知單」電將郵

件七天內辦理借書，逾期不予保

留外，並累計其爽約紀錄，每學

期爽約滿三次，停止其預約權三

個月；借閱人借閱預約書時，若

該書還有人預約，則借期縮短為

十天，借閱人驗依規定於到期日

前歸還。

二、若您仍需要此書，建反您在還書後，

再行預約，或來借別本一樣的書，謝

謝！（典閱組）

問：我是本校研究所學生，請問於圖書館開放

時間內，可將個人手提電腦帶至圖書館內

使用嗎所目的是要處理資料的蒐集整理，

並不連線網路。

答：本校師生是允許攜帶個人電腦入館的，唯

電力上之考量，請各位同學盡量自備電

池，本館四至七樓西區之電梯出口處，均

設有可供上網之座位，歡迎使用。（典閱

組）

問：最近有一些電將期刊的網頁進入以後需要

ID 和 Password，以前使用時是不需要的

（eg. Genetics...），請問是不是圖書館沒

有再繼續付費或只是新的年度還尚未登

錄所

答：請告知所需使用之電將期刊，明協助您的

使用。本校目前可以使用的電將期刊主要

來源有二：一、本校訂購之全文資料庫收

錄之電將期刊；二、訂閱紙本期刊免費附

贈之電將版。皆限校園網域 ( 140.122.*.* )

內、不設 PROXY 使用，如果是前者無法

使用，可能是資料庫收錄之全文期刊清單

已有異動；如為後者，極可能如您所知尚

未完成註冊手續。若仍有問題請逕與期刊

組略絡（電話：2393-9740 或校內分機

8207 轉 605 E-mail：lib3@deps.ntnu.edu.

tw）（期刊組）

問：過期報紙現在改放在地下室，覺得不是很

方便，因為地下室有許多人在讀書，把一

大疊報紙搬進搬出，還有影印都會製光噪

音，讀書的人會受到干擾，印報紙的人也

會覺得很尷尬，有沒有可能將過期報紙換

個地方放置呢所還有過期報紙好像比以前

放在一樓時要少，只到八十八年。如果想

找更早的報紙要去哪裡找呢所

答：因本館組織重整，館藏空間重新規劃，故

將過期報紙改置地下室。由於館舍空間有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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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目前無更適當的地點陳列過期報紙。

過期報紙合訂本體積龐大，保存及檢索不

易，故只陳列近兩年份。若需要更早年

份，請至國家圖書館或其他圖書館參閱。

另於本館二樓參考室存放民國 85 年元月

至今之光碟版，您可洽館員借閱檢索及複

印。圖書館屬於公共場合，只要是正常使

用情況下產生的聲音，其他讀者驗該都會

體諒與包容，敬請圖心使用。（期刊組）

問：能不能向圖書館借出有關這兩三年校運的

錄影帶所如果要拷貝的話，會不會牽涉版

權的問題所我想用來作為教學的用途。

答：依據本館視聽室使用辦法第九條：「視聽

室的資料及器材以室內使用為，則，惟本

校各單位因教學或業務需要，可由任課老

師或單位主管簽具借用申請外借……」。

有關您所需之校運相關資料，基於教學上

使用，則，本館得同意外借使用；另有關

拷貝相關事宜，依據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

規定：「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

開演出、公開展示、改作、編輯或出租之

方法推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刑，五回元以下罰

金。」基於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本館禁

止翻拷任何視聽資料，惟因台端所需之資

料為本校視聽教育館或體育系自行拍攝之

校運相關錄影帶，建請您可自行洽詢上述

二單位翻拷事宜。若有任何問題歡迎逕洽

視聽室館員（2393-9740分機 306），將會

竭誠為您服務。（系統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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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選 介

R 848 039.2 368

毛澤東著作大辭典／袁競主編.--第一版.--北京市 : 中

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發行 :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

所經銷, 1991[民 80] .--[90], 791, [296]面 ; 27 公分.--

ISBN 78000359948 人民幣 48 元（精裝）

＜毛澤東著作大

辭典〉的內容按照邏

輯框架結構合理圖

排，以毛澤東著作編

目為主，輔以重要人

物，歷 史 事 件，黨

派、團體、組織、機

構，重 要 會 反，文

件、報刊，毛澤東著

作版本，成語典故，名詞術語等幾大類；毛澤

東詩詞作為單獨一類列出。力求做到資料準確

可靠，內容全面充實，角度客觀，語言規範，

文字洗煉；收條立目經過嚴格把關和精心篩

選。作者依照具體的釋文要求進行寫作，稿件

經過認真審閱。辭書附錄獨具特色，編輯了近

30 回字國內毛澤東著作版本（包括少數民族文

字版本）的目錄索引和毛澤東著作年表，使其

更具學術參考懷值。其編排體例如下：

一、本書共收辭條 6390 條。約 290 回字。

二、正文共分毛澤東著作編目、毛澤東詩詞、

毛澤東著作版本、毛澤東著作中的國名、

地名、毛澤東著作中的重要人物、毛澤東

著作中的黨派、團體、組織、機構、毛澤

東著作中的歷史事件、毛澤東著作中的重

要會反、毛澤東著作中的文獻著作報刊、

毛澤東著作中的成語典故、毛澤東著作中

的名詞術語等 11 部分。

三、本書收詞，則：

1. 編目部分，以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著作

集、單行本及載於報刊的篇目名稱為

準。

2. 篇目的辭條一般以毛澤東著作發表時的

題目、標題為辭條名稱，電報、信件以

致 電或 為詞條名稱。

3. 第三部分以著作版本的稱謂為辭條名

稱。

4. 第四至第十一部分的辭條選自已發表的

毛澤東著作。

四、辭條排列，則

1. 毛澤東著作編目、毛澤東詩詞按時間

先後為序。

2. 其他部分按筆劃、筆順排列。

五、釋文中，按 ……分項釋義；按 、

、 ……分層釋義。

六、辭義相同而名稱不同者，設見條。

七、外國人名、地名等採用通行譯法，一般不

注外文。

八、歷史地名一般夾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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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59 029.6

世界年鑑／中央通訊社編.--初版.--臺北市 : 中央通訊

社, 1990[民 79]- 冊 : 圖表 ; 21 公分

世界年鑑自 1990

年起每年編印，最新

收錄為 2002 年，全書

分五大部份，主要內

容包括：

一、國內部份：涵蓋

憲法及修憲、人

文與地理、政府

與組織、外交與

國防、財政與金融、經濟與貿易、教育與

體育、傳播與影藝及台療與保險等。

二、國外部份：包括全球近 200 個國家簡介、

略合國等近 150 個重要國際組織介紹、中

東和平局勢、「九一一」事件對全球經濟

影響、亞太經濟合作會反等。

三、兩岸三邊關係：國逐邊領全文、人民關係

條例兩岸、兩岸復談前景、中共重要會反

與人事等。

四、回顧與展望：中央社國內外記者對國內與

全球整年內所發生的大事做一完整之回顧

與評人。

五、大事記：過去一年國際、國內及大陸發生

之大事，世界近百年大事記附「中華民國

名人錄」輯列國內 2313 位名人的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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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至九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2:30，召開主管會報，會議重點為人

事管理事宜，自四月一日起全校採指紋簽到；

週六、日開館由館員輪值，事後補休；晚班同

仁上班時間調整為 13:30~22:00；中午出入口

服務由工讀生輪值。

二月二十六日

上午 10:30，假行政大樓簡報室，本館梁

館長暨系統資訊組洪組長偕同建築師為「圖書

館多媒體資訊室改善工程」規劃案，向總務處

饒總務長及營繕組盧組長做簡報，希望獲得總

務處的認同與支持，俾使規劃案順利進行。

三月七日

上午 11:00，國家圖書館宋副館長暨輔導

組李瑞音小姐至館拜訪，希望本館接受國家圖

書館委外案，辦理「廿一世紀圖書館發展書家

圓桌座談會計畫」，以及「訂定大學圖書館館

藏發展策略」，同時宋副館長以中國圖書館學

會教育委員會召集人身份，邀請本館繼續辦理

今（九十一）年暑期研習班。

下午4:30，召集晚班同仁開會，因應指紋

簽到及週休二日調整上班時間等相關事宜。

三月八日

上午 11:15，安徽省教育訪問團陳賢忠團

長等一行十人到館參訪。

三月十一日

召開主管會報，討論辦理「廿一世紀圖書

館發展書家圓桌座談會計畫」，以及「訂定大

●

●

●

●

●

學圖書館館藏發展策略」工作分配事宜。

新進人員曾惠娟報到，先任職於採編組，

負責分編完成圖書統計移送、協助中文圖書登

錄及複本處理、讀者遺失圖書錄書錄本處理等

工作。

三月十二日

上午9:30，美術系李焜培教授，在總館地

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水彩畫書題演講，聽

講十分踴躍，內容豐富配以幻燈片解說，反應

熱烈。同時看到畫家的執著與學習者的熱情。

三月十五日

上午 10:00，假本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

廳，國科會科資中心與本館共同舉辦「CON-

CERT 九十一年度北中南東區座談會」之北區

座談會，各館意見交流，場面熱烈。

三月十八日

上午9:3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有關本館

與中法文教基金會合辦之雨果二百週年紀念活

動，以及九十一年度經費分配運用。

三月十九日

上午 11: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 3/23 雨

果二百週年紀念活動茶會相關細節。

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 10:00，假總館八樓會議室，舉行中

國圖書館學會會四十十七大學圖書館委員會會

一次會議，討論重點為確認年度工作計畫；向

政府單位爭取CONCERT電子期刊經費補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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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及二級主管任用相關問題。

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3:00，舉行雨果二百週年紀念活動茶

會，簡校長、賴副校長、中法文教基金會董事

長郭為藩教授、法國在台代表羅蘭女士、朱莫

教授夫婦、以及熱愛中法文化交流貴賓等，將

圖書館一樓大廳變得既有文化又有人潮。

下午3:30，朱莫教授夫婦演講，於國際會

議廳舉行，各界關心法國文學之書家學者齊聚

一堂，共同研討。

三月三十一日

下午三點許發生強度 5.1 的地震，天搖地

動，書架倒塌，圖書傾瀉，讀者驚慌失措，本

館值班同仁周寶梅、林靜芬、楊煌城應變得

宜，安全疏散讀者，幸無人員受傷。

●

●

四月一日

閉館一天，全館同仁同心協力，進行震災

復原工作，直至下午5:30大致恢復，建築損壞

部分待學校勘驗修復。梁館長終日坐鎮指揮，

並於學校餐廳準備簡餐慰勞辛苦的同仁。

四月二日 五日

春假，閉館，繼續館內震災復原工作，同

時總務處偕同書家進行建築物勘驗，初步勘驗

結果結構體仍然完好無虞，可開館使用。

四月十一日

召開主管會報，討論校慶活動，今年將辦

理劉真前校長捐贈臺靜農、梁實秋書法茶會，

以及美術系袁金塔主任個人畫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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