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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簡介

王振鵠教授，1924年生，河北省濮陽縣人。
1948年畢業於中國大學中文系，1959年於美國
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畢保德教
育學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獲圖書館學
碩士學位。長久以來，在台灣圖書館事業發展

過程中擔任教育、行政、組織領導及學術研究

等不同職務與角色，是圖書館界卓越的領導

者，帶動了我國圖書館的現代化。享有「台灣

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台灣圖書館界的大

家長」、「台灣圖書館界的領航者」、「台灣

圖書館界的列車長」、「推動全台圖書館事業

的手」等美譽。

二、教育貢獻

王教授是教育家，他在我國最早的圖書館

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

組任教。1949 年起即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服
務，於 1960~1969年間，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講
師、副教授及教授。在此期間，積極推動社會

教育系圖書館學組的發展。1970~1977 年間擔
任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主任；並先後受聘

為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輔仁大學圖書館

學系、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1989年
起任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及研究所教授，2002

年起獲敦聘為名譽教授，並任臺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如

今許多圖書館界的工作者，及圖書資訊系所的

教師，若不是出於王老師的門牆，也都接受過

他的春風化雨，為國內培養了無數優秀的圖書

館專業人員，奠定我國圖書館事業穩固的基

石。

三、行政成就

在我國大學圖書館中，王教授是最早出任

館長的圖書館專業館長之一，為大學圖書館館

長的前輩。1956年起即擔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
圖書館主任，1968年因學校改制為國立大學，
圖書館主任提昇為圖書館館長。擔任師大圖書

館首長二十餘年，主要建樹包括：

重建圖書館的組織：組織重建，分為四個

組，業務重新劃分，工作進行得更順利；

爭取購置圖書經費：於各種會議中提出增加

購書經費，擴充館藏資源；

建立館藏發展制度：經費的分配、圖書館委

員會的設置等，均為制度化的開始；

改善圖書資料組織：將高等學校的圖書分類

法改為何日章先生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

拓展讀者服務層面：推展參考服務之外，並

成立教育資料室、建立開架制度等。

創編教育論文索引：1962年創編「近五年教
育論文索引」，其後逐年出版一期，為教育

論文線上資料庫（EdD Online）之發展奠立
良好基礎。

1977年 3月 31日教育部敦聘王教授為國
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迄 1989年 7月 31日，凡

臺灣圖書館事業開創者--王振鵠教授

本館推廣服務組整理

前 館 長 王 教 授 振 鵠 八 秩 榮 慶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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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4 個月。其間，1981 年漢學研究中心設
立，並兼中心主任。其重要貢獻包括：

完成中央圖書館新館遷建工程，從 1978 至
1986年，前後歷時 8載全部蕆事；
推動全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建立全國書目

資訊系統，計畫獲行政院核定與支持；

創設「漢學研究中心」，倡導漢學研究風

氣，發揚中華文化，深受國際漢學界重視；

籌辦國際學術會議，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

對增進國際合作關係深具效益；

創設「資訊圖書館」，於 1988年 9月啟用，
以利資訊之服務與推廣；

協助漢學研究人士來華研究，增進與國外大

學教授以及研究機構人員之學術交流；

推動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之實施，以及國

內出版品之預行編目工作等事宜。

四、組織領導

王教授在中國圖書館學會先後擔任委員會

召集人、理監事、理事長；教育部圖書館事業

委員會委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語文圖書

委員會委員及召集人，對不同類型圖書館的發

展均相當重視。

1973~1974 年被推選為美國資訊學會台北
分會第三屆會長。1981年，率同圖書館訪問團
訪問日本、韓國圖書館，1982年率團參加美國
資訊學會第 45屆年會，1984年率團參加漢城
亞太理事會圖書館學研討會。此外，並在台北

舉辦主持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委員會（1980、
1986）、第一屆亞太地區圖書館學研討會
（1983）、方志學國際研討會（1985）、敦煌
學國際研討會（1986）、以及明代戲曲小說研
討會（1987）等。1992年獲推選為中國圖書館
學會理事長，2004年起為學會名譽理事長。

五、學術研究

先先後創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刊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暨華人

圖書館員協會合作出版），擔任主編；及《中

華民國圖書館年鑑》、《漢學研究》、《國立

中央圖書館館訊》、《漢學研究通訊》。著作

包括《圖書館學論叢》、《學校圖書館》、

《圖書館選擇法》、《書緣》、各種專題研究

報告（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

等書，以及相關各類論述、期刊論文等三百餘

篇。

根據一項就 1974到 1993年二十年間台灣
地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引用參考文

獻的研究分析，王振鵠教授是「被引用次數量

最多的國內著者。」

六、榮譽獎章

1983年 總統頒行政院所屬機關 71 年保舉最
優人員榮譽紀念章

1986年 獲中國圖書館學會頒贈圖書館事業貢

獻獎

1987年 獲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CALA）
頒贈傑出服務獎

1985年 羅馬教廷頒授聖思維爵士勛位勛章

1987年 行政院頒授三等功績獎章

1988年 獲美國俄亥俄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

學位

俄亥俄大學的榮譽學位狀上對這項學位的

頒贈作了如下的說明： 王館長在中華民國圖

書館界是卓越的領導者及教育家，帶動中國圖

書館服務邁向現代化； 長期獻身於國立中央

圖書館的領導，提昇該館地位，使之成為國際



4

間重要的中國研究中心之一； 身為國際圖書

館合作的先導，致力國際文化交流厥功至偉。

七、為人處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務實誠懇、思

慮周密、辨識明晰、不疾不徐，是王教授給人

感受最深的特質。作為一位行政主管，他對培

養年輕的管理人才最大期望就是「養量」、

「養望」。他常與學生介紹張岳軍先生的「談

修養」一書，「謙抑以應世，協和以容眾」至

今是他的處世圭臬。

台灣已故圖書館界前輩蔣復璁先生曾讚其

「學識淵博，教澤廣被，成就良多」；圖書館

先進嚴文郁教授形容他：「器宇軒昂，儀表動

人，且溫文爾雅，謙沖為懷，更令人易於接

近。」

前．館．長．王．教．授．振．鵠．八．秩．榮．慶．專．題．報．導

王教授在本館為其舉辦

八秩榮慶特展時致詞

本校黃光彩校長致贈王教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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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記載，老師自

四十五學年度起即擔任圖書館主任一職。自五

十六學年度起因改制為國立，圖書館主任職稱

即提昇改稱為圖書館館長，此後一直擔任館長

職務，直至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因要借

調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才卸任師大圖書館館

長一職（註 1），前後計二十二年之久。
茲將老師在圖書館館長任內的相關事蹟簡

記如下：

一、爭取購書經費

根據師大早期歷年的各項會議紀錄，老師

經常於各種會議中，提出必須增加購書經費以

添購適用之圖書的呼籲，根據歷年會議紀錄記

載，老師在各項會議中的發言紀錄有：

根據民國五十年一月二十日，五十學年度

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記載（註 2）：
因圖書館經費困難，凡校內、外人士所推

銷與教學無關之圖書歉難接受。

根據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十日，五十一學年

度第三次教務會議紀錄記載（註 3）：
本校圖書費係課業費中之項目，每人所能

利用者，在比例上尚不及一中學校，因而一般

參考書籍難以購置，應向廳爭取經費。

根據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十八日，第二十三

次教務會議紀錄記載（註 4）：
本年度圖書館經費每名學生為三十二元，

僅及其他大學學生圖書費十分之一。經費如此

微薄，實難按照理想充實圖書設備。各系利用

實習材料費購置圖書時，請先與圖書館聯繫以

免重複。

根據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五十

七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記載（註 5）：
本年度圖書經費八十五萬餘元，每生平均

一百七十元，較往年多，但與其他大學每生每

年度繳納圖書費五百元仍相差甚鉅。各系科購

參考圖書時，懇先開列書單送會圖書館以免重

複。

根據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第十八次

行政會議紀錄記載（註 6）：
圖書館經費向極困難，本年度由校結餘經

費項下四十萬元，作為購置圖書雜誌及閱覽設

備之用。

根據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

十一次行政會議紀錄記載（註 7）：
本校預備金項下留圖書費二十七萬四千二

百元，業經圖書館委員會分配，請不要動支，

以備添購圖書及西文刊物之需。

二、提昇服務品質

為了提供研究者更直接有效使用館藏資料

的途徑，在沒有固定經費之情況下，老師仍然

創編「教育論文索引」：

根據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六

十五次行政會議紀錄記載（註 8）：
圖書館已編印「近五年教育論文索引」及

「五十一年教育論文索引」各一種，分送本校

教職員生及各有關機關。今後並將繼續編印，

王振鵠教授與師大圖書館

陳仲彥

前 館 長 王 教 授 振 鵠 八 秩 榮 慶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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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一冊，每年約需經費五、六千元，此項費

用希望能編入正式預算之內以利工作進行。

「近五年教育論文索引」收錄民國四十六

年至五十年間出版，九十種刊物三千八百筆資

料。「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教育論文索引」收錄

民國五十一年出版，三十種刊物一千八百筆資

料（註 9）。其後逐年出版一期，對於掌握教
育研究動態、提供研究資訊，十分有助益。

而為了配合教學所需，圖書館也逐步改進

閉架式閱覽之不便，例如自六十三學年度起，

即有了新的措施（註 10）：
增闢指定參考書閱覽室，陳列各科重要參

考書及各科教科書全開架式以利參閱。

在老師多方努力下，圖書館的館藏量不斷

增加，卻同時也逐漸顯現出空間不足的窘境。

於是老師在相關會議中，陸續建請校方要極早

規劃因應（註 11）。而對於分部新校區有關圖
書館工程部份，恐因上級所撥經費與原計畫不

能配合，老師亦於行政會議中極力爭取，希望

不要因而縮小原有規模，應依計畫分期完成

（註 12）。

三、倡導圖書利用

圖書館存在之價值乃在於要廣被讀者使

用，因此，如何吸引讀者前來使用，並且倡導

如何正確使用圖書館的觀念，則是圖書館應盡

之責任。

而為了提倡如何正確使用圖書館，老師曾

應圖書館學研究社之請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

二日以「圖書館之利用」為題，為同學講演，

講演內容之要點包括有：大部份同學只將圖書

館視為利用溫習功課之地方，並不正確；一本

有價值的書刊，一年中只被借出二、三次而

已，殊為可惜；做學問必須認明目錄索引在找

尋資料上之價值；希望同學們做為系與圖書館

間橋樑，讓圖書館更能為同學們服務（註

13）。

四、提供舒適環境

老師每日到館，必先巡視全館一次，注重

閱覽桌椅之整齊清潔，要讓讀者感受到舒適愉

悅，並且適時適切地慰問工作人員。師大圖書

館資深館員林阿葉女士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註

14）：
民國五十五年我在書庫任清潔工作，偌大

的書庫，只有我一個人穿梭其間為每本書洗盡

塵埃，工作上既枯燥又乏味，而王館長總是能

適時的關懷幾句，寥寥數語竟成了我每天盼望

的精神食糧。

五、關懷授權領導

一所圖書館是由許多工作人員組成的服務

團體，如何凝聚館員之向心力，讓每位館員充

分發揮所長，則有賴館長領導統御之魅力。

林美和老師回憶當年擔任採錄組主任時的

情形（註 15）：
館長充分授權，要我們做好各項工作。工

作上若有任何的困難，則由他出面處理，所以

我們都能放心努力地做，深感勝任愉快。

老師對於新進人員亦本關懷之意給予指

導，戴國瑜先生回憶道（註 16）：
王老師除了分配我工作之外，最後還語重

心長的告訴我「做事容易，做人難」的道理。

王老師的金玉良言，使我在以後二十餘年工作

上幫助甚多。

而對於基層人員，除要求做好份內工作之

外，並鼓勵多充實多念書，師大圖書館資深館

員吳美月女士回憶道（註 17）：
記得上班第一天，館長帶我到書庫，交代

我負責清潔和上架工作，隨後很嚴肅的對我

前．館．長．王．教．授．振．鵠．八．秩．榮．慶．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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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多做事，少說話。」……館長又常常鼓

勵我要充實自己，多念點書，……給我學習中

文打字的機會……並且再三叮嚀，利用工作之

餘多練習，不可耽誤份內工作。

（本文摘錄自「王振鵠教授與師大」，發

表於「王振鵠教授圖書館學術、教育與志業：

見證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研討會」，民國九十

三年七月十六日，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本文作者為本校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附註

註 1：師大校刊。第二一九期，民國六十六年
五月五日，第三五二三面。

註 2： 師大校刊。第七一期，民國五十年十二
月五日，第一○○○面。

註 3：師大校刊。第八四期，民國五十二年四
月二十日，第一一一六面。

註 4：師大校刊。第一二七期，民國五十六年
三月二十五日，第一四七○面。

註 5：師大校刊。第一四三、一四四期，民國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第一六八八面。

註 6：師大校刊。第一六二期，民國五十九年
八月二十日，第二○七二面。

註 7：師大校刊。第一六七期，民國六十年二

月二十日，第二一三二面。

註 8：師大校刊。第九三期，民國五十二年十
二月十日，第一一九三面。

註 9：王振鵠。「附識」。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教育論文索引，民國五十二年十月，第

二面。

註 10：師大校刊。第二○五期，民國六十四年
六月五日，第三一二五面。

註 11：師大校刊。第一五三期，民國五十八年
十一月五日，第一八七四面。

師大校刊。第一七七、一七八期，民國

六十一年三月十日，第二三六一面。

註 12：師大校刊。第一六八期，民國六十年二
月二十五日，第二一六三面。

註 13：師大校刊。第二○九、二一○期，民國
六十五年二月二十日，第三二六○面。

註 14：寸心銘感集編輯委員會編。寸心銘感集
—王振鵠教授的小故事。臺北市：編

者，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第三十三面。

註 15：根據林美和老師口述記錄。
註 16：寸心銘感集編輯委員會編。寸心銘感集
—王振鵠教授的小故事。臺北市：編

者，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第八十五面。

註 17：寸心銘感集編輯委員會編。寸心銘感集
—王振鵠教授的小故事。臺北市：編

者，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第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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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4 年進入師大社教系就讀時，王老
師是系主任。對一個剛從高中畢業踏進大學校

門的我而言，「系主任」代表的是一位博大精

深、望之凜然的「巨人」。初次見到「系主

任」印證了自己腦海中的影像--西裝革履、不
苟言笑、帶著一付寬邊眼鏡，就是作家筆下飽

讀詩書、滿腹經綸「學者」的模樣。於是，

「我們系主任」成為我向其他高中同學炫耀的

「偶像人物。」

二年級分組時，選擇了認為比較適合自己

個性的「圖書館組」。開學沒多久，老師帶領

我們參觀當時的圖書館--一座極為傳統的哥德
式建築，大門口擎天似的石柱，走進去是挑高

的大廳，拾級而上，面對著高高的櫃台，裡面

是半掩著門的神秘書庫，左右兩側為排列著整

齊桌椅的閱覽室，黑黝黝的燈光，好像一座

「暗藏玄機」的「城堡」。跟著老師「逛」完

城堡後，發現老師像極了「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的「堡主」，因為在老師穩健的步伐、莊

嚴的表情中，偶而露出淺淺的微笑，慈祥和藹

地和左右兩旁館員打招呼。當時的我雖然對

「圖書館界」還懵懂，卻可以感受到圖書館同

仁們對老師崇敬的心。

課堂上，老師總是端坐講台，娓娓述說圖

書館的種種，從老師口中道出的圖書館工作，

就像他那不疾不徐的語調、堅定不移的態度一

般，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應該」，讓人不自

覺地認為「對！圖書館工作就應該這麼按部就

班、一步一腳印的做。」接觸日久，老師的溫

文儒雅逐漸取代了威嚴的「巨人」，而老師的

諄諄教誨讓每一位圖書館組的同學印象深刻，

也奠定了大家日後在圖書館工作崗位上苦幹實

幹，擇善固執的基礎。二年級下學期時，老師

離開師大，接任中央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

館長。從此，除了在學期間上課，以及工作後

參加一些進修或會議外，和老師見面的機會少

了許多。

各個不同主題的大小型圖書館會議，是最

常遇見老師的地方。依舊是不變的「造型」、

沉穩的態度，而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就在

這樣一位穩健的舵手掌舵下逐步向前邁進。印

象中，老師極少誇耀自己的工作，也從未抱怨

過挫折，老師好像天生就是「圖書館員」一

樣，做的那麼自然。惟一一次聽到老師自豪的

話語，是在規畫興建國家圖書館時，為政府省

下大筆的預算經費。對照於許多在位政客，國

家何其有幸。

多次的館內大型活動及年終聚餐，老師都

撥冗參與，給我們勉勵，與我們同樂。近三十

年了，老師依樣是穩健、標準、磁性的聲音、

筆挺的西裝、深色寬邊眼鏡……。書桌中的相

本仍可翻出與老師七十大壽時的合影，轉瞬

間，又過了十年。感覺上，老師和三十年前初

見到時完全一樣，只是言談中多了更多對晚輩

的關懷和鼓勵，像一位親切和煦的長者。

老師八十大壽的慶生活動，因家中有事而

缺席了。由參與的同事口中得知，場面極為溫

馨，即使現在已經是教授級的學生，也賣力演

出助興。在此謹藉由館訊一角，祝福敬愛的老

師「松柏常青、鴻福齊天。」（本文作者為理

學院圖書分館主任）

「三十年如一」--敬愛的王振鵠老師

林始昭

前 館 長 王 教 授 振 鵠 八 秩 榮 慶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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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簡介王振鵠教授生平及研

討會緣起

王振鵠教授（1924~ ），河北省濮陽

縣人，1924 年生於中國大陸天津市。1948 年
畢業於中國大學中文系，1959年於美國范德比
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畢保德教育學
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獲圖書館學碩士
學位。1985年羅馬教廷頒授聖思維爵士勛位勛
章。由於在圖書館界的長期服務，於 1986 年
獲中國圖書館學會頒贈圖書館事業貢獻獎；

1987年獲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CALA）頒
贈傑出服務獎；1988年獲美國俄亥俄大學頒授
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上生平資料主要由王教

授提供）。

自 1951 年任職師大圖書館以來，王教授
在台灣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中擔任教育、行

政、領導組織及學術研究等不同職務與角色

（註 1）。美國俄亥州大學圖書館李華偉館長
表示王教授對台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有口皆

碑，眾所公認（註 2）。由於今年欣逢王教授
八秩華誕，其友人及門生弟子們決以舉辦研討

會為其祝壽，並彙編為《王振鵠教授八秩榮慶

論文集》一書出版。此次研討會由台灣師大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暨社會教育學系聯合主辦，中

國圖書館學會協辦，於今年（民 93 年）七月
十六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

會除了論文發表外，並有王教授的新書發表茶

會。

二、論文研討會

大會在早上報到後，於九點正式揭開序

幕。參加者除圖書館人士，也有教育界人士，

其中包括師大前校長簡茂發、台北大學前校長

李建興，及嘉義大學校長楊國賜等人；國內圖

書館界人士包括老、中、青三代，均有出席；

而旅居國外的圖書界前輩李志鍾先生也特別返

國致賀。開幕由台灣師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

長吳美美教授，及社會教育學系主任黃明月教

授分別致詞。開幕後即放映題為「走過圖書館

事業的半個世紀」，內容主要介紹王教授的生

平事蹟，以及王教授的自述。他提到年輕時在

中國大陸從事抗日活動時，遭到日軍逮捕入獄

所受的折磨，使人十分動容；同時他娓娓道出

對圖書館事業的樂趣、堅持與使命感。

研討會論文發表總共有四個場次，九人依

次進行演講，最後綜合討論。上午有三個場

次，六人進行演講；下午有一個場次，三人進

行演講，全體綜合討論。上午第一場次論文發

表，有二人進行演講。首先由台灣師大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所長吳美美教授，以「筆記王振鵠

教授幾個圖書資訊學的重要學術思維」為題，

進行演講。她的論文主要從年代及主題分析王

振鵠教授的學術生涯及重要著作，以及從王振

「王振鵠教授圖書館學術、教育與志業--

見證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研討會」紀要

胡志根

前 館 長 王 教 授 振 鵠 八 秩 榮 慶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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鵠教授的學術書寫中，摘記王振鵠教授的重要

學術論述。結語指出王振鵠教授具有文化工程

師的性格，語言精練典雅，事理剖析完整簡

潔。其次由國家圖書館編審顧力仁先生，以

「王教授振鵠先生的論著述要及其學術思想」

為題，進行演講。顧編審表示前述吳美美教授

係以微觀的角度，分析王振鵠教授的論著及其

學術思想，而他則以宏觀的視野，闡述振鵠教

授的論著及其學術思想。顧編審從下列五方面

加以說明： 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圖書館學者；

三個階段的學術研究； 重要作品綜述；

研究及治事所秉持的信念； 半世紀來影響臺

灣圖書館事業最深遠的學者。結語指出 50 年
來，先生在論著、治事乃至於應世，永遠秉持

著「誠」與「恆」的信念，為圖書館的專業倫

理樹立了完美的典範。

上午第二場次論文發表，也有二人進行演

講：首先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吳明德

教授，以「王振鵠教授與我國圖書館學教育」

為題，發表演講。吳教授主要就王振鵠教授之

論著，分析王教授對我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研究

與發展，以及推動海峽兩岸圖書館學教育交流

情形，最後總結王教授四十餘年來推動圖書館

學教育的成果。最後結語強調：「王教授為臺

灣圖書館學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也帶領臺

灣圖書館走過披荊的歲月。」；其次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社會教學系陳仲彥教授，以

「王振鵠教授與師大」為題，發表演講。陳教

授闡述王教授在師大有關圖書館學教育的各項

事蹟。包括王教授在師大的簡歷、圖書館學專

業課程教學、學位論文指導、兼任圖書館館

長、兼任社教系系主任等方面。結語表示上述

「對於王教授在整體圖書館學界的卓越與成

就，恐不足以道萬一。」

上午第三場次論文發表，也由二人進行演

講：首先由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圖

書館鄭恒雄館長，以「國家書目資源的建立與

共享（1977-1989）--記王振鵠館長的貢獻與影
響」為題，發表演講。鄭館長主要論述王教授

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推動國家書目資

源的建立與共享的作為與貢獻。結語認為王教

授在國圖館長任內，除了規劃建築一座現代化

的圖書館硬體建設之外，而其推動自動化作

業，建置我國國家書目資源是一項極為重要的

軟體建設。其次由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宋建成教

授，以「王振鵠教授與我國圖書館事業」為

題，發表演講。宋教授主要從王教授對圖書館

教育貢獻，及對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貢獻，加以

論述。他認為王教授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

展，具有前瞻性、整體性、國際性的觀念。結

語指出王教授「是我國國圖書館事業的導航

者，也是大家共同崇敬的圖書館學家。」

下午第四場次論文發表，由三人進行演

講：首先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薛理桂教授，以「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方

向淺見」為題，發表演講。薛教授探討我國圖

書館事業發展所面臨的瓶頸，並提出我國圖書

館事業發展的前瞻。他分別從圖書館體制、圖

書館教育，及圖書館學研究等三方面，闡述我

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所面臨的瓶頸及前瞻；其次

由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教務長賴鼎銘

教授，以「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方向」為題，發

表演講。賴教授從美國圖書館的問題，談到國

內圖書館事業的問題，最後分別從讀者、館

員、多元知識及分類體系等四方面，提出四個

值得深思的問題。最後由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資訊學研究所所長楊美華教授，以「我國

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方向」為題，發表演講。楊

教授由下列六方面加以論述： 圖書館事業發

展的困境； 對中國圖書館學會的期許； 對

前．館．長．王．教．授．振．鵠．八．秩．榮．慶．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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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系所的建議； 國家圖書館作為全

國圖書館的入口； 數位大學的學習平台；

網路時代公共圖書館的新思維。

三、王教授新書《書緣》發表茶會

下午論文研討結束後，大家就到國家圖書

館文教區貴賓廳，參加王振鵠教授的新書發表

茶會。貴賓廳會場以王教授及其夫人的照片為

背景。照片有王教授年輕時的照片，也有最近

的照片。大會似乎想以照片見證王教授一生的

事蹟。大家彷彿給王教授年輕時的照片所吸

引，因為王教授年輕時實在太帥了！王教授年

輕時看起來活潑爽朗，與現在嚴肅穩重的外

貌，形成強烈的對比。除照片外，還有現場演

奏室內樂。輔仁大學前文學院長盧荷生教授致

詞時，對王教授的新書《書緣》，十分推崇。

王教授表示題名《書緣》，寓有「與書結緣，

終生無悔」之意。他也謙虛的表示，中國圖書

館事業的發展，與國家圖書館的各種成就，並

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完成，而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結果。與會人士均獲贈該書。最後大家

熱烈地與王教授合照留念。

王教授致詞指出，《書緣》這本書不是個

人有系統的生平傳記，而是記述他青年時代的

生活，與從事圖書館工作過程中一些片段記

憶。王教授在《書緣》自序中提及該書的重

點：以在圖書館服務與教學期間及卸職後的活

動為主。全書分為下列十個部份加以闡述：

一、走過烽火--在戰亂中成長；二、與圖書館
結緣--師大服務階段；三、他山之石--初識美國
圖書館；四、最甜美的回憶--教學與研究出
版；五、轉任公職--借調中央圖書館服務；
六、文化建設的重大成果--遷建中央圖書館；
七、致力成為漢學研究重鎮--創設漢學研究中
心；八、結合現代科技--推動自動化作業；

九、提昇業務功能--國家書目與館際活動；
十、破冰之旅--兩岸文教交流活動。書末附有
與王教授有關的四種目錄（註 3）。

四、結論：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此次研討會，先從圖書資訊學的學術思

想、教育及圖書館事業三方面，論述王教授的

努力與貢獻，繼而也大致從上述三方面，探討

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圖書資訊學界老、中、

青三代菁英，大都參與研討，發表個人心得與

意見，因而此次研討會實具「承先啟後，繼往

開來」的意義!也唯有秉持「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的精神，來慶祝王教授八秩誕辰，才更具

意義與價值。相信這是王教授所深切期許的。

然而，如何才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若詳細來
說，可說經緯萬端，包羅萬象；若從簡要來

談，可從微觀與宏觀兩方面來看。

從微觀來看，就是要向王教授學習，但向

王教授學習並不是要做國家圖書館長，要當系

主任，而是要效法與發揚王教授對圖書資訊學

與圖書館事業的精神：堅持、使命與樂趣--這
是王教授在研討會的自述。前些日子過世的台

灣首富蔡萬霖先生，他曾說致富的秘訣在於恒

心與耐心。而恒心與耐心是要靠堅持，而堅持

背後若有使命與樂趣來支撐，相信恒心與耐心

會更持久。如果恒心與耐心確是致富秘訣，那

我們效法與發揚王教授的「堅持、使命與樂

趣」，相信一定使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業發

達起來！

從宏觀來看，就是要向王教授「反學

習」。所謂宏觀是指整個時代的圖書資訊學與

圖書館事業而言，而非指個人；所謂「反學

習」就是不要循著原來的模式來做，反而應思

考新的模式或做法，來配合當前社會的適當需

求。王教授當時是兵荒馬亂與威權統治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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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而整個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業，幾乎是

百廢待舉，從零開始，而現在則是豐衣足食與

民主掛帥的時代，整個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

業，雖不能說十分發達，然硬體設備與資訊網

路亦漸有成。雖然硬體設備與資訊網路仍需補

強，但整個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業，實宜在

既有的基礎上，另覓發展之主流。總而言之，

此次研討會最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主要藉著析

論王教授對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業的努力與

貢獻，讓我們思考如何「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並加以實踐。最後敬祝王師福如東海，

萬事如意！

（本文作者為本館典閱組編審）

附註

註 1：吳美美（民 93）。筆記王振鵠教授幾個
圖書資訊學的重要學術思維。王振鵠教

授八秩榮慶籌備小組，民 93。王振鵠教
授圖書館學術、教育與志業-見證臺灣圖
書館事發展研討會，頁 1-22，台北市：
台灣師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暨社會教育

學系。

註 2：崔玉、康軍（民 86）。台灣圖書館學家
王振鵠的學術思想與實踐。王振鵠，民

93。書緣，頁 17，台北市：王振鵠教授
八秩榮慶籌備小組。

註 3：王振鵠（民 93）。書緣，台北市：王振
鵠教授八秩榮慶籌備小組。

前．館．長．王．教．授．振．鵠．八．秩．榮．慶．專．題．報．導

研討會看板

王教授新書發表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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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64期

一、三代服務--圖書代借代還及文
獻代印服務

為便於校內讀者取得所需資料促進全校資

源有效交流共享，本館特自九十三年十一月起

推出「三代服務(校內讀者圖書代借代還及文獻
代印」服務，提供本校教職員生透過「全國館

際合作服務系統」申請總館、理分館之借書與

複印服務及各系所圖書室之複印服務，由本館

協助遞送文獻資料，以支援師生進行教學研

究。收費標準： 圖書代借：每冊收取服務費

新臺幣 50 元。 圖書代還：免費。 文獻代

印：紙本資料每頁新台幣 3元、微縮資料每頁
新台幣 5元。服務方式詳見本館「館際合作」
網頁，「實施要點」請見「服務規章」，歡迎

善加利用。

二、電子資源相關訊息

線上資料庫消息報導第 44 期已出版，本
期要目包括:您可善用的 Open Access免費電子
資源；ProQuest 啟用 Alerts 新功能；Google
Scholar--找尋學術資料的新引擎工具，以及試
用資料庫等，請善加利用。此外，下列兩種百

科全書檢索指引更新:大美線上百科全書
（EAO）新版簡介檢索指引，及葛羅里線上百
科全書（Grolier Multimedia Encyclopedia）檢
索指引。至 93/12/31止，歡迎試用下列三種資
料庫: Mergent Online全球企業與金融證券資料
庫、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Naxos Music Li-
brary），及拿索斯線上有聲圖書館（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三、本校社會教育學系王振鵠名譽

教授八秩榮慶特展

於 93/12/2-23期間，本館總館一樓大廳舉

辦「台灣圖書館事業開創者--王振鵠教授八秩
榮慶特展」。展出內容，有王振鵠教授著作、

書信、照片、影片、珍藏手稿、書畫及相關資

料等。王教授曾擔任師大圖書館館長二十餘年

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 12 年，建樹良多。同
時在各大專院校圖書資訊學系擔任教職近五十

年，造就國內圖書館界無數的菁英。享有「台

灣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台灣圖書館界的

大家長」、「台灣圖書館界的領航者」、「台

灣圖書館界的列車長」、「推動全台圖書館事

業的手」等美譽。

台灣圖書館事業開創者--王振鵠教授八秩榮慶特展

四、專題演講暨研討會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貝瑞‧蕭普利斯（K.
Barry Sharpless, 1941~ ）於 93年 11月 17日
下午 15:30~1700，在本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
廳，接受本校校長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並發表演

講。講 題「Organic Azides: Late Bloomers」
〔有機疊氮化合物：如同晚開的盛花〕一觸即

發的新興領域。而於 9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
五），在總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與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聯合主辦「2004年數位化論文典
藏聯盟研討會」，主題為「圖書館與知識管理

研討會。」

服 務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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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所圖書室開放時間表更新

各系所中心圖書室開放時間／借書一覽表（931130更新）

各系所中心圖書室 週一至五 週六、日 開放系所借書 備註

國 文 系 9:00--16:00 是

國 研 所 9:00--16:00 是

英 語 系 期刊室 8:15--17:00 書庫 9:00--17:00 是

歷 史 系
8:30--12:00
13:00--17:00

是

地 理 系
8:30--17:00
18:30--20:30

是

設 研 所 12:00--14:00 否

華 研 所 9:00--19:00 是

美 術 系
9:00--12:00
14:00-21:00

隔週六 10:30--22:00

隔週日 10:30--18:00
否

音 樂 系 9:00--16:00 否

資 訊 系 8:30--17:00 否

工 教 系
8:30--12:00
13:30--17:00

是

衛 教 系 9:00--18:00 隔週六 10:00--13:00 否

人 發 系 8:00--18:30 否

公 領 系
8:20--12:00
13:30--16:30

是

特 教 系 8:00--20:00 否

國 語 中 心 8:30--17:00 是

理學院圖書分館 8:00--23:00 8:00--18:00 是

品、筆記型電腦；讀者不得攜帶違禁品、食

物、飲料、寵物等入覽。校外讀者僅得攜帶筆

記型電腦及必要文具用品（黑體字為新增條

文）。敬請配合。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入

覽要點」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圖書館主管

會報修正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入覽要

點第四條：讀者得攜帶背包、圖書、文具用

服．務．動．態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64期

七、圖書館資料庫講習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酡講習期間：93/12/03(五)～12/26(日)
酡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生（採計終身學習時數每場 1.5小時，通識護照可認證核章）
酡參加辦法：填寫報名表擲交總館二樓參考諮詢台．理分館三樓參考室諮詢台

總 館 Tel：2393-9740#202 校內分機 8202 Fax: 23937135
理分館 Tel : 2933-1326#18、19 校內分機 6754 Fax: 29312246

酡講習主題、場次：（請於各講次前 5分鐘至報名地點集合)

主 題 內 容 場次 日 期 地 點

資料庫大觀
全方位搜尋

CONCERT資源

綜合資料庫：EBSCOhost ASP、OCLC FirstSearch
等。

人文社會資料庫：*Ovid PsycINFO* PsycARTIC-
LES、Humanities Abstracts Full Text等。
自然理工資料庫：CSA IDS、SDOS等。

1A
1B
1C

12/03(五)
12/15(三)
12/21(二)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研究成果‧造福人群

引用文獻資料及
學位論文資源

SCIE、SSCI、*JCR引文索引資料庫、ETD本校博碩
士論文全文系統查詢與登錄、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

網、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與 PQDD 美加學位論文資
料庫、學位論文全文取得途徑。

2A
2C
2B

12/14(二)
12/16(四)
12/26(日)

總館．理分館

總館

總館

新知動態‧瞭若指掌

期刊文獻資源

EEJS 本校全文電子期刊查詢系統、中西文期刊目次
及報紙新聞索摘／全文查閱、電子期刊及紙本期刊資

源利用、新知選粹服務（Alerting）等。

3A
3B
3C

12/06(一)
12/09(四)
12/17(五)

總館．理分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

智慧結晶‧薪火相傳

教育文獻資源

ERIC、Education Journals、Career and Technical Edu-
cation、Primary Search、EdD Online教育論文線上資
料庫、教育資源網站、館際合作服務等。

4B
4C
4A

12/07(二)
12/20(一)
12/22(三)

總館．理分館

總館

總館．理分館

尋得源頭‧共享寶庫

電子書
參考工具書

xreferplus電子參考書、NetLibrary電子書、線上百科
全書、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政府出版品、名

錄、法規、年鑑、統計、專利、字辭典等。

5A
5B
5C

12/10(五)
12/13(一)
12/22(二)

總館

總館．理分館

總館

◎場次說明－ A：上午 10:10－ 11:40 B：下午 02:00－ 03:30 C：晚間 07:00－ 08:30
*代表新增電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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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日期 表演者 表演節目 表演地點

93/10/8 孫建如 紅琴秋韻--孫建如鋼琴獨奏 總館

93/10/15 曹銘倉、耿立
戲舞人聲～有故事的音樂--曹銘倉鋼琴、耿
立聲樂

總館

93/10/22
黃齡誼、彭乃芸、

陳亭儒等
秋琴粼粼 總館

93/10/28 鄭玄藝、楊志凱 秋詩翩翩 理分館

93/10/29
曾道雄教授、陳榮

貴教授、羅明芳老

師等

歌劇藝術導聆～法國二十世紀歌劇鉅作欣

賞
總館

93/11/05
高天音、黃怡瑩、

彭群傑
新弦古韻 總館

93/12/3
呂淇華、楊雅淳、

劉斐綾等
Come some up the music~Single v.s Double 總館、理分館

93/11/12

93/11/25

93/11/26

鄭尾葉、謝水能

王甄羚、蘇美瑜

羅堂軒、劉致遠

原住民的音樂（排灣族鼻笛）

琵琶&二胡演奏

二胡饗宴

總館

理分館

總館

服．務．動．態

午間音樂饗宴

八、書畫展覽

總館於 93/11/1-30期間，在一樓大廳展出
四屆人文季--人文進修班師生藝術作品。而自
93/12/6-94/1/6於理學院圖書分館二樓展覽廳，
展覽第四屆長風畫會作品展。參展作者包括劉

文煒、謝碧妃、鍾碧如、吳碧雲、賴啟鈿、林

淨韻、劉炳良、秦新忠、賴久紅、陳碧珍、呂

一香、陳美萍、劉文玉、范盛晃等人。展覽作

品共有事事如意、暖冬、夕照、幽靜等四十餘

幅畫作。

九、午間音樂饗宴系列活動

本館自 93/10/8至 93/12/3期間，分別在總
館及理學院分館，舉行之午間音樂饗宴系列活

動如下：

人文季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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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館同仁參加校運趣味競賽獲

獎

榮獲趣味競賽「踩高蹻」第二名

本館同仁在本年校運（93/11/27）參加教
職員趣味競賽「踩高蹻」，榮獲亞軍。此次校

運的趣味競賽改在體育館舉行，冷氣很強，但

在大家全神而熱烈的參與下，都不覺得冷。本

館同仁曾耀政先生，為此次賽事及其他趣味競

賽殿後押陣。他動作快，衝力足，常為我們爭

取不少分數！

曾耀政先生踩高蹻

榮獲趣味競賽「忍者水上飄」第四名

本館同仁參加本年校運（93/11/27）教職
員趣味競賽「忍者水上飄」，榮獲第四名。

「忍者水上飄」是第一次在校運的趣味競賽中

出現，大家都有新鮮感。而大家也擔心與思

索，究竟如何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務。

參加「忍者水上飄」同仁

這個趣味競賽主要注重團體合作的表現。

此次賽事由系統資訊組洪世昌組長領軍。他

「人高腳長」，一馬當先，帶領同仁迅速過

關。他也是趣味競賽「踩高蹻」的先鋒！

二、陳淑燕及林敏葵小姐參加桌球

賽榮獲獎牌

總館系統資訊

組同仁陳淑燕小姐，

及理分館林敏葵小

姐，參加本年校運桌

球雙打比賽，榮獲第

六名。她們雖然獲得

第六名，但她們是參

加男子組，跟男生比

賽所獲得的名次。而

女生無人獲得名次，因此有人說她們是女子冠

軍！她們二人揮拍沈穩老練、守中打攻、合作

無間，未來若參加女子組，一定非冠軍莫屬！

三、理分館林串良先生獲記嘉獎兩次

本館新進同仁林串良先生任職於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時，行政院新閣座談會於該中心召

開，林先生帶領圖書館同仁協助媒體記者進行

新聞發佈相關事宜。該座談會於民國九十三年

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召開，為期兩天一夜，

在眾人齊心合力下圓滿達成任務。林先生亦獲

記嘉獎兩次，在此說

聲恭喜！

圖 書 館 花 絮

林敏葵及陳淑燕小姐英姿

林串良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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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問題答覆

問：圖書館的開冷氣政策究竟為何？怎麼有時

候開，有時候不開。因為不開冷氣只開送

風的話，愈高樓層愈感覺悶，尤其研究小

間裡面，即使開了門還是會感覺很悶，而

且有點熱。如果把窗戶打開通風，外面車

聲會有點吵，飛進來的灰塵也會比較多，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另外，如

果說怕冷氣開的太冷的話，是否可以請負

責的人員在溫度的控制上不要調那麼低，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幫助？謝謝！

答：同學好，業已協調廠商，注意內外溫差調

節；於天涼時期每日上午開館前先行開機

送風，約十時許再開空調，惟為配合國際

會議廳之使用，有時則須提前開啟空調。

因總館中空建築之上熱下冷對流現象，讀

者冷熱感受人言異殊，因此建請加添衣

物，或選擇移至適溫之樓層閱覽。特此說

明，敬請理解，謝謝！（館長室）

問：建議圖書館的讀者薦購圖書若編目完畢上

架流通，可寄發mail給薦購的讀者，並保
留薦購讀者的優先借閱權，因為要薦購讀

者長時間密切鎖定新書通告，似乎有點難

度……這一點許多其他圖書館都有此措

施，提供做參考。

答：圖書薦購通知功能，看似簡單，其實牽涉

頗多。本館採用的 INNOPAC 系統確有此
一功能，但必須全套使用，方有其便捷

性。此一功能與採訪模組、編目模組及流

通模組等皆有關連，本館雖有以上三種模

組，但礙於學校體制（圖書由各單位分散

採購），本館並未全然使用採訪模組的各

項功能，以致在圖書薦購通知的推行上有

其困難度。目前此一問題已委請本館系統

人員再行深入瞭解各館之實際作法及本館

實施之可行性。謹此說明，敬請諒察。

（採編組）

問：在查詢圖書時，想要借的書的處理狀態

是：「搜尋圖書」是什麼意思？書可以借

嗎？謝謝！

答：所謂「搜尋圖書」是指讀者欲借該書卻遍

尋不著，委託圖書館代為蒐尋，但可能因

該書前一讀者取用錯置或將其遺失，目前

正在蒐尋中，故因此暫時無法借閱，特此

說明。謝謝！（典閱組）

問：“編目處理中”是可以借的嗎？！有點急

用，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答：圖書狀態訊息之“編目處理中”，代表此

書已購入，正建檔編目中；如有急需請至

出納台填寫“待編圖書資料優先處理申請

單”，本館處理完成後，將以 e-mail優先
通知前來借閱。（典閱組）

問：個人是校友，物理系暑期四十學分班結

業，可否回母校辦理借書證？若可借期為

多久？若承蒙回覆，不勝感激！

答：校友好，歡迎校友回母校辦理借書證，請

於辦證時間（一至週五 08:30-11:30 13:
30-16:30 18:30-21:00；週六 08:30-11:30
13:30-15:00）憑下列資料親至總館出納台
申辦：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結業證書正本。

2.國民身分證正本。
3.一吋照片一張。
4.保證金貳仟元。

溝 通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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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可借 10 冊，借期為一個月，需要時
得續借一次。（典閱組）

問：關於預約使借閱期限縮短一事，可否更改

為書籍若被預約，則先借書者在一個月到

期後不能再續借？因為被預約而使期限縮

短的借書同學，其權益較同樣借書而未被

預約借書的同學相比，似乎受到損害，在

此提出建議以供參考，謝謝！

答：同學好，有關借書規則制定乃經圖書館委

員會討論，再提學校行政會議通過授權後

實施，並非由本館自行決定之，特此說

明。在此特別呼籲每位借閱者遵守相關規

則，以期公共財之暢通使用。如有任何意

見，可請貴系老師代表於下次圖書館委員

會會議上提案討論，謝謝！（典閱組）

問：日前我於貴館所借的書“托福閱讀大全”

（聶群編著），不小心於公車上遺失，該

怎麼賠償？此書其他相關資料如下……臺

北市：哈佛英語發行 ; 臺北縣新店市：農
學總經銷，1999[民 88]（2000印刷）索書
號：371.8451 89，條 碼：BM0223336，
9579124744（平裝）：NT$350謝謝……

答：有關借書遺失賠償，列舉本館“借書規

則”相關規定以資遵循--第十條借出圖書
如有遺失或污損情事，借書人須賠償原

書，如無法購得原書，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在徵得本館同意後，以該書之新版圖

書抵償，但其價格不得低於原借圖書

市價。

二、以現金賠償之，其計價方式依序為：

1.以本館記錄之購入價格，依物價指
數換算其時價後之三倍賠償之。

2. 無法查得購入價格者，以頁數計

價，中文圖書每頁三元，外文圖書

每頁十元；無法查得頁數者，每冊

一律以三百頁計算

三、套書或叢書中之一冊，依前項以現金

賠償之方式計價後，加倍賠償。

四、特殊版本及印刷特殊之藝術畫冊等，

不適用前項現金賠償之方式，另以專

案辦理賠償。

五、任何方式之賠償，每冊圖書須另計處

理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六、以現金賠償者，應於掛失後兩週內完

成賠償手續；以圖書賠償者，國內出

版資料應於掛失後兩週內，國外出版

資料應於掛失後四個月以內完成賠償

手續；逾期辦理者，視同逾期還書，

加計逾期罰鍰。（典閱組）

問：我是今年 6月畢業的音樂研究所碩士班學
生，是否可以更換已交的論文紙本及光碟

片？因為有些許的修改，另外，可否加上

中英文摘要？因前所繳交的資料沒有摘

要。

答：校友好，研究生如有需要，可抽換紙本或

電子檔、光碟片之學位論文，請檢送修正

新版論文之紙本或電子檔、光碟片至總館

典閱組出納檯，填寫申請書後即可協助更

新。（典閱組）

問：因工作需求常到貴校圖書館查詢教育相關

資料，均覺貴校收藏之教育資料充實且豐

富，唯近日更改規定為校外人士不可帶背

包入館，貼心的為校外讀者設置了寄物

櫃；但貴館寄物櫃需十元寄物費且只能開

關乙次，寄物櫃與換證台的動線又分別在

不同的兩端，如果先去寄物忘記拿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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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換證又必須再投十元，一共是二十

元才能入館；若閱覽期間又需取物後再入

館，又得再花十元，故建議是否比照國家

圖書館的寄物櫃，改用免費的鑰匙寄物

櫃？

答：您好，本館為便利讀者目前所設之置物櫃

係委外經營由廠商所提供，故無法提供免

費服務。一般讀者均知先行換證後再寄存

物品，本館會再製作標示提醒。至於設置

免費置物櫃，因實施多年問題叢生，往往

成為讀者私人置物櫃，甚而影響其他讀者

置物，致造成管理上之困擾與負荷，不得

已方改為委外經營。特此說明，敬請理

解。（典閱組）

問：建議是否可在分部圖書館增設無線網路設

備？據悉本部圖書館的無線網路已經啟用

很久，可是分部圖書館到現在卻還沒有無

線網路可以使用，不是都是師大的圖書館

嗎？為何還會有一校兩制的情況出現？希

望能夠盡快的設置，不然帶 NOTEBOOK
到圖書館，又想上網查資料，這樣會很麻

煩，總不能佔用查詢書的電腦吧？謝謝！

答：建議是否可在分部圖書館增設無線網路設

備？已列入本校 94 年校務發展計畫中優
先處理部分。該計畫係由本校電算中心統

籌規劃，據瞭解目前無其他方案，應該還

是維持原計畫方式，在該計畫完成前請讀

者暫時儘量利用圖書館提供之電腦進行查

詢。謝謝！（理學院分館）

問：畢業校友可以使用資料庫嗎？我是今年畢

業的校友，想請問能否繼續使用資料庫與

圖書借閱？以及使用的方式？謝謝！

答：校友好，

1.依本館「資訊檢索服務辦法」
（http://www.lib.ntnu.edu.tw/rule/IRSW.
html）至圖書館使用資料庫；如需校外連
線檢索電子資料庫服務，依其「瀏覽器設

定與使用說明」（http://www.lib.ntnu.edu.
tw/rpa/rpa_setting.htm）之“注意事項”規
定：「本服務限擁有本校電算中心或進修

推廣部核發之有效電子郵件帳號」；已畢

業能否繼續使用學校的帳號，請依權責單

位電子計算機中心之規定。

2. 如需借閱圖書，請申辦校友借書證。
（系統資訊組）

問：我為師大學生，在使用中文資料庫--聯合
知識庫時出了一個問題，在宿舍上網但卻

被系統告知不在師大服務網路範圍內（IP:
163.28.4.1）。這是哪裡出了問題，是電腦
本身的設定需要更正嗎？謝謝！

答：同學好，

1.聯合知識庫經本館測試並無問題。
2. 請檢查自已電腦 proxy 有無設定 (IP:

163.28.4.1).超越本校網域 IP:140.122.*.*,

操作方式：開始→設定→控制台→網際

網路選項→連線→區域網路。

3. 如仍有問題，請於週一至五上班時間
（08:30-1200,13:30-17:30）電 洽 本 組
（23939740轉 601或 801），或 email:
e52047@cc.ntnu.edu.tw以利即時處理，
謝謝！（系統資訊組）

問：我是心輔所博三的學生，想使用師大圖書

館校外連線時，發現需要有學校的 MAIL

帳號，目前應如何申請學校的MAIL帳號
呢？謝謝！

答：同學好，欲申請學校的 E-MAIL帳號，請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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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洽權責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謝謝！

（推廣服務組）

問：親愛的館員好，我是政大教育研究所的學

生，想請教一件事，政大和師大有圖書館

館際合作的關係，讓我們很方便；但是有

許多需要借的書卻放置在“英語系”無法借

閱，要怎樣借到那些書呢？請答覆，謝謝！

答：同學好，因目前本校館際合作範圍僅限總

館與理學院圖書分館，系所暨教學中心圖

書非屬本館管轄，歉難提供借閱，建議改

向其他學校申請借閱，謝謝！（典閱組）

問：原本是師大的學生（提供身分證字號，姓

名），今年剛畢業，現就讀於成大的研究

所，但之前在師大申請的帳號還在，且已

過期，無法自行更新。問成大圖書館館

員，說要先請師大圖書館取消我的帳號，

才能重建帳號。是否能麻煩取消我於全國

館際合作系統的帳號？麻煩了。

答：校友好，業依所請已刪除您在本校曾使用

之全國館際合作系統帳號，請再確認。

（推廣服務組）

問：自 93年 11月起貴館推出校內讀者「三代
（借、還、印）服務」公告：“為便於校

內讀者取得所需資料，促進全校資源有效

交流共享，本館特自九十三年十一月起推

出「三代服務--校內讀者圖書代借代還及
文獻代印」提供本校教職員生透過「全國

館際合作服務系統」（http://ill.stic.gov.
tw/）申請總館、理分館之借書與複印服
務，及各系所圖書室之複印服務，由本館

協助遞送文獻資料，以支援師生進行教學

研究。服務方式詳見本館「館際合作」網

頁，歡迎善加利用。”

對代借代還的服務很贊成，但是有個疑

問，為什麼從本館代借分館的書還要付 50

元呢？同校借書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嗎？若

是酌收處理費，為什麼要花 50元那麼多？
如果這樣的話，還不如照樣請分部的朋友

幫忙借就好了？圖書館為了便利讀者取得

資料的用意甚佳，可否在執行的細節部分

也一併考慮進去？謝謝！

答：自 93年 11月起本館推出校內讀者「三代
（借、還、印）服務」--周延考量訂定服
務費用。新推出之三代服務中“代借部

份”酌收服務費之規定如下--

收費標準：

圖書代借：每冊收取服務費新台幣50元。
圖書代還：免費。

文獻代印：紙本資料每頁新台幣 3元、
微縮資料每頁新台幣 5元。

其原因在於該項服務必須支應進行系統查

核、至書庫找書、運送圖書等人力費用，

故每冊收取服務費新台幣 50 元。政大亦
推出此項服務，費用則高達每冊 80 元，
而臺大只限於服務具教師身份之讀者，因

此本館早已周延考量包涵各館之情況與讀

者所能負擔之經費等因素，並與現行館合

系統整合，特此說明，謝謝！（典閱組）

問：我是新用戶，要登記參加專題選粹服務，

因為申請存檔後無法進入，謝謝！

答：專題選粹服務讀者檔已有您的資料，只要

輸入您的帳號（身分證字號）及密碼，就

可 以 進 入 專 題 選 粹 服 務--(http:/
/140.122.127.251/edd/sdi.htm)輸入您的檢
索條件。未來系統有符合條件的文獻會

mail書目給您參考。（推廣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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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選 介

R 360.4 316 2004

關鍵詞 :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雷蒙．威廉斯（Ray-

mond Williams）著 ;劉建基譯. --臺北市：巨流出版；
高雄市：麗文總經銷, 2003[民 92] . -- 435面；23公

分. --ISBN 9577321852（平裝）：NT$450

<關鍵詞>原是屬
於<文化與社會>一書的
一部份，後來分離出

來，獨立成書，著者第

二版收錄了更多的詞

彙，且做了一些修訂與

補充。

著者將<關鍵詞>定
位為一種對詞彙質疑探

詢的記錄，他指出<關鍵詞>不是一本詞典，也
不是特殊學科的術語彙編。這本書包含了英文

裡對習俗制度廣為討論的一些語彙及意義—

這種習俗、制度，現在我們通常將其歸類為

「文化與社會」。大體而言這本書可以幫助讀

者認識各關鍵詞意義轉變的歷史、複雜性與不

同用法，以及創新、過時、限定、延伸、重複

轉移等過程，是歷史語意學、語言社會學及文

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R 560.4 161(2)

實用生物學辭典／李文權, 何延光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九州圖書, 2003[民 92] . -- 635面：圖；19公
分- .. ISBN 9578324723（平裝）

本書主要利用生物

名詞的特點，根據字

首、字根、字尾、有系

統地加以編列整理，將

常見的生物學詞彙依順

序解釋其實質意義。書

末附有生物學中各種的

分支，以及與人類有關

的生物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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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64期圖 書 館 大 事 記

九月十六日

上午 9:00，本館張館長、郭秘書訪視文學

院分館，拜訪國文系陳主任麗桂、歷史系林主

任麗月、英語系張主任武昌，就藏書與流通管

理交換意見，並說明建置罕用書庫、進行系所

圖書室流通連線作業之可行性，作為空間不足

與讀者借閱系所圖書限制之解決方案。

九月二十二日

配合學校為新生舉辦之社團展，圖書館邀

請國內 Notebook 較大通路之資訊廠商舉辦

「台師大Notebook展」，提供新生有關Note-

book之相關資訊。

十月一日

上午 10:00，於圖書館八樓會議室，黃校

長與本館主管座談，討論業務發展。

上午 11:40於圖書館大門前舉行「藝文悅

讀咖啡區」啟用典禮，由黃校長光彩、梁前館

長恆正、張館長國恩共同剪綵啟用。

中午 12:00於大廳舉行本學期首場午間音

樂會，由音樂系楊瑞瑟教授、林明慧教授、宋

威德教授擔綱表演。

十月四日

10:00~16:00，於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本

館與 OCLC 共同舉辦「開創圖書館新視界--

OCLC資訊服務新發展座談會」，各館參與熱

烈。

十月六日

14:00~16: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舉行

「歷史地圖系統使用說明會」，由中研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范毅軍先生主講，地理

●

●

●

●

●

系、教育系師生到場聽講，參加人數與會場中

反應皆超出預期的熱烈。

十月十五日

上午 9:30~11:3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由

黃校長主持，邀請台大江炯聰教授專題演講

「師大籌設管理學院的使命與定位」，精彩生

動。

十月二十一日

上午 10:10~12:00，於圖書館國際會議

廳，邀請經建會胡主委勝正專題「人才培育與

服務業發展」，聽講人數約 180 人，發問踴

躍。

十月二十八日

中午 12:00，於理分館二樓藝文空間，舉

辦理分館本學期首場午間音樂會。

十月二十九日

中午 12:00，於總館一樓大廳，午間音樂

會由本校音樂系曾道雄教授、陳榮貴教授以及

海洋大學羅明芳教授，以及音樂系校友方偉臣

先生、陳貞谷小姐等演出歌劇「斷頭臺上的修

女」第一幕，以及「茶花女」之一小段，呈現

出午間音樂會內容更多元。

十一月五日

上午 10: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召開主

管會報，討論重點包括：入覽要點、離校手續

單的修正、以及研究室管理問題。

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 11:00，大陸「兩岸青年學者論壇」

孫也清教授等一行十五人到館參觀。

●

●

●

●

●

●

九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徵稿啟事

本通訊係圖書館與館員及讀者間之橋樑，報導

本館之政策、服務、館務之動態、圖書館界之新資

訊及意見等，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本刊同時以電子形式刊載，

網址為 www.ntnu.edu.tw/lib/dirl/journal.htm

一、內容：與圖書館服務相關之論述或建言

二、字數：二千字以內

三、截稿日期：出刊當月十五日前（三月不出刊）

四、來稿請寄：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編輯小組收

（校內稿件請逕送本館出納臺或諮詢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