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
行
者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發
行
人
／
張
國
恩

編
輯
小
組
／
王
淑
娟
、
李
小
英
、
林
阿
葉
、
胡
志
根
、
陳
淑
燕
、
許
嫚
婷
、
劉
廉
蓉

執
行
編
輯
／
王
淑
娟

發
行
地
址
／106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162

號

電
話
／(02)2393-9740

傳
真
：(02)2393-7135

出
刊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出刊

本 期 目 次

壹、專題報導

一、參訪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紀要

……………………… 張秀琴、張海燕、呂春嬌、郭美蘭 2

二、論文的好幫手：個人書目管理軟體 RefWorks簡介

……………………………………………………… 蔡妍芳 9

三、「從知識入口網站的新境界—談 OCLC與 Google、

Yahoo之資訊整合服務」研討會筆記 …………… 陳雅琦 12

貳、服務動態

一、線上參考諮詢服務開放使用………………………………… 15

二、理學院學位論文改由理分館統一典藏……………………… 15

三、電子資料庫資源擴增………………………………………… 15

四、電子資源利用推廣…………………………………………… 15

五、教育文獻徵求著者授權……………………………………… 15

六、系列展覽活動………………………………………………… 15

七、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建置…………………………………… 16

八、國防大學圖書館與本館簽約交換借書證…………………… 16

九、琴齊書畫—午間音樂饗宴………………………………… 16

參、圖書館花絮 …………………………………………… 17

肆、溝通欄 ………………………………………………… 18

伍、參考書選介 …………………………………………… 19

陸、圖書館大事記 ………………………………………… 22



2

原本只是幾位同仁笑談著要利用未用完的

休假到香港訪友、購物兼看幾所大學圖書館，

沒想到竟獲得館長的支持，進而邀請國立中正

大學圖書館的幾位同道加入，成為正式的參訪

團。參訪團的成員共計八位，包括本館張國恩

館長、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游寶達館長、採編

組林麗雲組長、期刊組王美智組長及筆者四

位。行程由 12月 8日至 12日，共參觀香港地

區四所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

港教育學院圖書館、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香

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其中城市大學圖書館景祥

祐館長，原任逢甲大學圖書館館長，本年八月

一日方應聘至城市大學圖書館，行前由於他的

協助與安排，使得此次的參訪行程非常的順

利，獲益良多。

此行發覺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的發展，許

多方面不僅不輸國內圖書館，甚且有過之而無

不及。為使圖書館同道對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

有所認識，以下簡介這四所大學圖書館的基本

資料及其服務與特色：

參訪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紀要

張秀琴、張海燕、呂春嬌、郭美蘭

專 題 報 導

一、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基 本 資 料

建校年度
1963年合併崇基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等三所書院成立，1986年新增逸夫書
院。

學校概況

˙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社會科學院等
七個學院

˙ 61個學系，54個研究所
˙大學生 9,258人，研究生 6,882人
˙教職員 2,350人（教學 1,031人，研究 809人，專業 269人，行政 241人）。

校園面積 134.4公頃

組織架構
總館下設讀者服務、館藏發展、訊息科技與策劃等三大部門，另有崇基書院路思怡
圖書館、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李炳醫學圖書館、建
築學圖書館等五個分館。

館員人數 211人（其中專業館員 29人）

館藏量
˙圖書約 180萬冊（中西文比例為 4:6）
˙現期期刊 10,262種（中文 2,934種，西文 7,328種）
˙電子資料庫 360種

年度館藏增加量 80,0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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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購書經費 5,100萬港元

館舍面積 17,614平方公尺

閱覽席位 2,202席
開放時間 每週 84小時

分類系統 美國國會分類法（不區分語文混合排架）

自動化系統 INNOPAC
服 務 與 特 色

指定參考書服務
教師配合課程指定讀物，分為Open Reserve及Electronic Reserve，前者可借 2小時
至 7天，後者為課程網站、無版權之檔案資料以及電子資料庫之全文資料。

個人電子化服務
MyLibrary@CUHK 是讀者的個人圖書館網頁，讀者可自由設定或選取個人常用的
網上資源及服務，如蒐尋引擎、圖書館目錄、電子期刊、圖書館電子表格及新增服
務通知等。

豐富的電子資源
設置 DAO（Digital Access Online，道）網頁，提供圖書館自行開發、訂購或免費
線上資料庫，結合電子資源、印刷和視聽資料，融合成一個豐富的知識寶庫。

推動數位化計畫
包括兩大方面： 圖書館自行開發電子資料庫； 館藏數位化。前者包括：「香港
中文期刊論文索引」、「香港新聞博覽」、「香港文學資料庫」、「中國現代戲劇
資料庫」等；後者則有學者手稿、善本書、甲骨特藏等之數位化。

成立圖書館讀者
小組

2001年成立，由 7位教師代表及 7位學生團體代表組成，每年最少 3 次會議，以
商討有關圖書館服務事宜。

設置院系聯絡
小組

成立院系聯絡小組，增強與院系的夥伴合作，使圖書館成為教學不可或缺的部分。

彰顯特藏資料
設置專室或闢一角落置放特藏資料，包括：就業資源特藏、海外華人特藏、香港文
學特藏、香港研究資料、古籍善本特藏、楊振寧檔案、高行健特藏、香港政府出版
刊物等。

殘障設施完善
提供殘障人士電梯、自動翻書機、螢幕放大電腦、裝有閱讀器的電腦、閱讀器、書
本放大器、適合坐輪椅使用的書桌及電腦終端機等各種殘障設施。

提供學科館藏
指引（Subject
Path-finders）

整理包括中國醫學、市場學、音樂、教育、護理、專利、化學、時事、經濟、休閒
管理、生命科學等學科館藏，每一學科館藏均提供完整的館內、館外以及印刷、電
子等資料。

免費的研究諮詢
服務

93/1/19 起提供教師及研究生免費的研究諮詢服務，協助師生經由印刷、微縮、光
碟、線上及網路資源取得所需資料。

提供一定額度免
費的文獻傳遞
服務

提供教師、研究生及大學部四年級學生一定額度免費的文獻傳遞服務（限香港地
區），每學年教師為 100港元，研究生 50港元，大學生 20港元。

讀者利用教育
設置資訊素養自學網頁（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提供讀者查詢檢索資料之
方法、技巧、迷思及測驗。
圖書館開設之讀者利用教育課程每季約 20堂，時間由 50分鐘至 90分鐘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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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教育學院圖書館

基 本 資 料

建校年度

香港教育學院的歷史根源，可追溯至 1853年於聖保羅書院首次開辦的正規在職教
師培訓課程。其後羅富國師範學院（1939年）、葛量洪師範學院（1951年）、柏
立基師範學院（1960年）、香港工商師範學院（1974年）和語文教育學院（1982
年）等相繼成立。1994年 4月 25日，上述四所師資培訓機構和語文教育學院合併
成為香港教育學院。

學校特色 教育資源豐富，成為香港八大高等院校唯一專職教師專業培訓的院校。

服務對象

香港教育學院提供一系列涵蓋學前、小學及中學教育三個階段，全日及部分時間制
的職前教師培訓及在職教師進修課程。由創藝與科技學院、幼兒教育學院、語文教
育學院及教育基礎學院計四個學院 12系，負責推行。
學生（本科生、研究生）7,890餘人，教師 376餘人，小而美。

館員人數 50多人（其中專業館員 11人）

館藏量
664,000冊，100個以上電子資料庫， 4,000種現期期刊，10,000種以上電子期刊，
60,000種非書資料。

年度館藏增加量 30,000餘冊

年度購書經費 約 1,000萬港元（中文 40％、西文 60％）（期刊 40％，電子資源 20％）

館舍面積 6層，樓板面積 8,400平方公尺

閱覽席位 1,500多個座位（約學生人數 16%）

開放時間 每週 96.5小時

館藏發展 以電子資源為重點

分類系統 美國國會分類法（不區分語文混合排架）

自動化系統 INNOPAC
服 務 與 特 色

中央教學資料
香港、大陸、臺灣、新加坡教科書、教師計畫、課程指引等，也包括該地教學資
源、教師指南、教案及課程設計。

24小時還書服務 校園內設置還書箱，一天收三次。

校內圖書運送
服務

總校與分校間圖書代行運送

指定參考書 借期為三天或三小時

諮詢服務台熱線 地庫與三樓的電腦旁設置內線電話可與諮詢臺連線

自選視像系統 EdVideo，獲香港電臺、教育電臺、亞洲電視授權可將節目收錄及數位化。

電子研習中心
電子研習中心（ E-Learning Centre）設置 20 臺 PC，並提供多種應用軟體、掃描
器、黑白及彩色印表機

無線網路 可至四樓借用 Notebook
館際合作 聯校圖書證（JULAC Card）
網上導覽 各服務據點功能及照片

利用指導 數位式 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WebCT平台）

資源利用指引 Subject & Course Guides to Library Resources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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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傳遞(香港) 免費館合系統 ILLiad
文獻傳遞(國外) 複印每件 60港元，借書每件 120港元

複印 八達通加值卡（類似捷運卡）

網路資源整理 挑選並分門別類，作為館藏輔助。

弱能人士服務 放大鏡、大螢幕 Zoom Text Extra。
讀者滿意度調查 每年

三、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

基 本 資 料

建校年度 1984年成立，今年為二十週年校慶。

學校概況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科學及工程學院、商學院、法律學院、創意媒體學院等六個
學院，另設有研究生院、建築科技學部、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中國文化中心、英語中心等。共有 18,000名全日制和部分時間制學生，研究生 650
人。教學人員 900人（包括 100名講座教授及教授），研究人員 400名。

圖書館組織架構
Access Services、Digital Academic Resources、Acquisition、Cataloguing、Circula-
tion/Reserve/InterlibraryLoans、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r Education、Law、Media
Resources/IT、Serial等九部門。

館員人數 105人（其中專業館員 13人）

館藏量
圖書約 761,000冊，期刊合訂本 165,000冊（中西文比例為 3:7）；現期期刊 5,300
種（中文 2,934種，西文 7,328種）；電子資料庫持續增加中。

館藏配置
全館配置於一層樓中，館藏以學科分類，長條形劃分各學科區域，設有中國法律史
特藏以及英國法律特藏。

館舍面積 約 12,000平方公尺

閱覽席位 2,000席
開放時間 每週 101.5小時開放閱覽，櫃台服務 89小時。

分類系統 美國國會分類法（不區分語文混合排架）

自動化系統 INNOPAC
服 務 與 特 色

指定參考書服務
教師配合課程指定讀物，分為 Semi-closed and Closed Access Collection，可借期限
從 2小時至 1天不等，包括圖書與視聽多媒體資料，以彩色標籤區分。

個人電子化服務 依讀者身份提供不同需求的網頁資料

設置學科館員 與系所密切配合有助於不同學科之館藏發展與服務需求

推動數位學習 配合課程需要整合各項教學資源

成立圖書館之友 2003年成立，與社區密切聯繫建立良好關係，進而利用社區文化及人脈資源。

彰顯特藏資料 設置法律特藏室包括中國法律史特藏室，以及英國法律特藏室

館際合作服務
與香港其他七所大學圖書館建立館際合作網絡，學生可至各館影印暨辦理文獻傳
遞，70頁內免付費。

讀者利用教育
設置圖書館指導課程、線上圖書館導覽、圖書館與資訊技能課程、課程相關之圖書
館指導等利用指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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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

基 本 資 料

建校年度 1991年（13年校史）

學校特色
科研水平高（碩班 55，博班 25）
2004年世界大學排名第 42（The Times），EMBA排名第 6（倫敦金融時報）。

服務對象
四學院︰理、工、商管、人社。
學生（本科生、研究生）8,300餘人，教師 440餘人，小而美。

館員人數 97人（其中專業館員 22人），IT能力強。

館藏量 圖書 650,000冊，期刊 12,500種，資料庫 140種，訂有薦購處理原則。

年度館藏增加量 20,000冊
年度購書經費 約 4,000萬港元（學校年度經費 3億餘港元）

館舍面積 5層，樓板面積 10,000平方公尺。

閱覽席位 1,850席（約學生人數 22%）

開放時間 每週 93小時

館藏發展 以電子資源為重點

分類系統 美國國會分類法（不區分語文混合排架）

自動化系統 INNOPAC
服 務 與 特 色

指定讀物
課程與作業相關圖書、期刊文獻等（紙本與電子型式），型式分為Closed、Open、
Media、E-Reserve，借期分為 2小時、3小時、 24小時、3天。

私人購書(教師) 享受與圖書館相同之折扣

網上導覽 各服務據點功能及照片

利用指導 數位式 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WebCT平台）

資源利用指引 Subject & Course Guides to Library Resources
文獻傳遞(香港) 免費館合系統 ILLiad，一人一學期可申請 70件。

文獻傳遞(國外) 複印每件 60港元，借書每件 120港元。

複印 八達通加值卡（類似捷運卡）

網路資源整理 挑選並分門別類，作為館藏輔助

（以上各館簡介資料整理自各館網頁、導覽手冊及參訪期間座談所得）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此行最大的感

觸，之前總以為國內大學圖書館的發展，即便

不如歐美，與亞洲各國相較亦應不遑多讓。特

別是過去的印象裡，總以為香港為彈丸之地，

圖書館的發展不可能有多進步，實際參觀後才

覺「坐井觀天」往往在無形中限制了個人的視

野。以下歸納此次參訪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的

一些感想與心得與同道分享：

一、經費充裕，人員充足

四所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每年購書經費

最多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中

大），一年購書經費五千餘萬港元（約台幣二

億餘元），規模最小的教育學院圖書館（以下

簡稱教育學院）也有一千萬港元。經費以外，

專．題．報．導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65 期

在館員人數方面，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以下

簡稱城大）105 人，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以
下簡稱科大）97人，教育學院 50餘人，中大

更高達 211人。相較國內捉襟見肘的經費及日
益縮減的員額，著實令人羡慕。

二、殘障設施，方便完善

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提供極為完備的殘障

設施，如中大的殘障人士電梯、自動翻書機、

螢幕放大電腦、裝有閱讀器的電腦、閱讀器、

書本放大器、適合坐輪椅使用的書桌及電腦終

端機等。

三、出入通道，保全負責

此行發現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出入口管理

均由學校派駐保全人員把關，使圖書館的安全

維護更有保障，圖書館也更能專注於服務的提

供。

四、個人服務，體貼用心

推出個人化的電子服務，如中大的MyLi-
brary，提供個人圖書館網頁，讀者可自由設定

或選取個人常用的網上資源及服務，如蒐尋引

擎、圖書館目錄、電子期刊、圖書館電子表格

及新增服務通知等。

五、劃一系統，便利交流

香港地區共八所大學圖書館，均採用 IN-
NOPAC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且中西文圖書資

料均統一採用國會分類法及 MARC 21機讀格
式，致各圖書館在資料的交換及整合查詢上非

常方便。

六、館際合作，免費服務

多數圖書館均提供讀者一定額度免費的館

際合作服務，如中大的教師每學年為 100 港
元，研究生 50港元，大四學生 20港元。城大

讀者申請各館影印暨辦理文獻傳遞 70 頁內免
付費。科大每人每學期可免費申請 70件。

七、一卡通用，四通八達

在香港只要持用八達通卡，可搭火車、地

鐵、捷運、公車，也可複印資料，甚至購物，

一卡通用，校園或圖書館內處處可見加值機，

非常方便。

八、資源整理，分類完整

各圖書館在館藏及網路資源的分類整理上

俱見用心，提供學科館藏指引（Subject Path-
finders），如中大整理包括中國醫學、市場

學、音樂、教育、護理、專利、化學、時事、

經濟、休閒管理、生命科學等學科館藏，每一

學科館藏均提供完整的館內、館外以及印刷、

電子等資料。

九、特藏展示，別具特色

四所圖書館均非常重視館藏特色的彰顯，

各館均闢特藏室，展示其特殊蒐藏。如中大的

就業資源特藏、海外華人特藏、香港文學特

藏、香港研究資料、古籍善本特藏、楊振寧檔

案、高行健特藏、香港政府出版刊物等。教育

學院的中央教學資料，展示香港、大陸、臺

灣、新加坡教科書、教師計畫、課程指引，也

包括該地教學資源、教師指南、教案及課程設

計等。城大的中國法律史特藏室、英國法律特

藏室。科大的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

tory）等。
十、配合教學，推廣利用

在配合教學研究的推廣利用服務上，中大

除了傳統的講習外，並設置資訊素養自學網頁

（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提供讀者查
詢檢索資料之方法、技巧、迷思及簡易測驗。

教育學院及科大則以 WebCT 平台，提供數位
式資訊素養自學網頁。城大更積極參與學校數

位學習（E-Learning）之規劃，配合課程需要

整合各項教學資源。另外各館均頗具規模地提

供指定參考書服務，中大分為Open Reserve及

Electronic Reserve，前者可借 2小時至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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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為課程網站、無版權之檔案資料以及電子

資料庫之全文資料。教育學院借期為三天或三

小時。城大配合教師的課程指定讀物，分為

Semi-closed and Closed Access Collection，可借
期限從 2小時至 1天不等，包括圖書與視聽多

媒體資料，均以彩色書標區分不同借期。科大

則提供課程與作業相關圖書、期刊文獻等（紙

本與電子型式），型式分為 Closed、Open、

Media、E-Reserve，借期分為2小時、3小時、
24小時、3天不等。

（本文作者張秀琴為採編組主任，張海燕

為期刊組主任、呂春嬌為本館典閱組組長，郭

美蘭為本館秘書）

專．題．報．導

拜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交換禮物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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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的普及與資訊倍數成長，每年出

版的期刊論文有如過江之鯽。研究者在論文撰

寫的過程中，必須廣泛收集相關期刊文獻、論

文、研究報告等等資料，經過閱讀吸收，整理

分析出合用的資訊。根據統計，撰寫論文的過

程中，文獻整理、分析與探討佔了整個論文寫

作時程的 43%（李婉菁，民 93），而這僅是論

文的起步工作而已。撰寫論文時經常需要引用

他人論述以為佐證，面對龐雜的引用文獻，如

何有效整理，並且符合不同學門要求的不同引

用格式，往往成為研究者的困擾問題。此時，

一套易學、易用的「書目管理軟體」是研究者

最需要的輔助工具。

一、 個人書目管理軟體介紹

「個人書目管理軟體」是利用電腦幫助個

人搜集、整理、管理並查詢書目資料及撰寫論

文時處理引用文獻的好幫手，能協助使用者有

效地整理個人書目資料，利用資料庫進行編

輯、歸 檔，並 從 各 大 資 料 庫 如：WOS、

EBSCOhost、OCLC FirstSearch 等傳送書目資
料。它可結合 Word 文書編輯軟體，於撰寫論

文時自動產生引文格式，並可配合投稿所需的

期刊格式編排，是師生進行學術研究、撰寫論

文或發表期刊文獻時最佳輔助工具。

書目管理軟體最早是健康醫學界為了處理

大量文獻及資訊所研發出來的管理系統，目前

市面上已有多種商業產品問世，常用的個人書

目管理軟體有：EndNote、Reference Manager

及 RefWorks 等幾種，其中 EndNote 以「使用
普遍、易學」著稱，適用於各種學科；Refer-

ence Manager則以「提供跨資料庫檢索」特色
見長，主要應用於生物醫學方面（盧秀婷，民

90）。一般認為Reference Manager的評價最高
且較適合科學及醫學領域人員使用，但自從

EndNote被 Reference Manager同屬的 ISI公司
納入之後，增加許多新功能，使其市佔有率劇

增，顯現領先趨勢。

本館今年購置之RefWorks書目管理軟體，
為 CSA（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公司

製作，由交大思源基金會引進台灣，有別於

EndNote 及 Reference Manager，RefWorks 為

www-base 軟體，架構於網路上，不需要下載
或安裝任何軟體，只要經過帳號／密碼認證，

不限地域，隨時隨處都可以使用。RefWorks使
用 Unicode，因此適用於中英日等多種語文書

目資料之管理，在 EndNote中最常碰到的中文
資料亂碼問題，RefWorks即可避免。RefWorks

適用於多種工作平台，如：Windows、Mac 及
Unix，其線上即時更新使用版本，沒有一般軟
體升級的困擾。其匯入、匯出功能，可與其他

書目管理軟體彼此轉換互通，使用便利。

論文的好幫手：個人書目管理軟體

RefWorks 簡介

蔡妍芳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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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使用 RefWorks

RefWorks 的網址為（http://www.refworks.

com.tw/）。本校師生第一次使用時，請於師大
校園 IP 範圍（140.122.*.*）內登入，點選

「user login」註冊個人帳號、密碼及 Email 等
資料，隨後系統會核發一封載明帳號／密碼及

組碼等個人資訊的確認信，之後，師生即可利

用該帳號密碼登入系統使用。若於校外連線使

用，除個人帳號／密碼外另需加上組碼辨識。

該系統並提供中文簡繁體介面，極具親和性。

三、 RefWorks功能介紹

Refworks主要功能包括建立書目資料庫、

匯入與匯出、書目資料的瀏覽、組織與查詢、

文稿編製、產生書目格式及線上資料庫連線查

詢等，並於網站上提供操作說明及 powerpoint
線上教學講義，使用時若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

隨時查詢。其主要功能介紹如下：

1. 建立資料庫

RefWorks書目資料建立的方式可以分為
以下三種：

由電子資料庫匯入

於查詢資料的過程當中，使用者可以將

所查得的資料直接匯入書目管理軟體，免除

電腦Key in的辛苦及產生之錯誤，許多資料

庫都支援此項功能，如本校所購置之 SCI、
SSCI、OCLC FirstSearch、EBSCOhost、
CSA、ProQuest等。交大也陸續開發將一些

常用的中文資料庫，如：中華民國期刊論文

索引或全國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等的書目資

料，直接轉入 RefWorks使用。
從文字檔匯入

若該資料庫無法直接匯入 RefWorks 軟

體，可將查詢結果轉成文字檔匯出，然後登

入RefWorks系統中，選擇「書目->匯入」，
並在「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下拉選單中

選擇正確的資料來源，即可將書目資料匯入

RefWorks。

自行建檔

最直接的方法是自行輸入建檔，於Ref-
Works 系統中選擇「書目←新增書目」，即

可自行輸入書目資料，亦可指定常用的書目

撰寫格式，如APA或MLA等，系統會將該

格式必備欄位以星號（*）標識出來，提醒
使用者注意。

2. 書目資料整理與查詢

Refworks系統可以建置資料夾，方便使
用者將書目資料歸檔整理，刪除重覆的書

目，並提供查詢功能，使用者並可利用作

者、關鍵詞或期刊名稱來查詢 RefWorks 上
的資料。

3. 書目編製

RefWorks系統提供Write-N-Cite工具幫
助使用者建置文稿，該項工具必須先從Ref-

Works 網站上下載安裝，安裝完成後使用者
會在word編輯軟體中看到Write-N-Cite工具

按鈕。在撰寫論文的過程當中，如需引用書

目，只須點選 Write-N-Cite 按鈕，即可連線
RefWorks系統，從其選單中點選待引用的文

獻，即可將該筆書目資料插入文件中。點選

「書目編製」，系統會自動產生參考文獻清

單，依照作者所要求的期刊格式編排。使用

者若欲改變原本所使用的期刊編輯格式，只

要重新指定正確的期刊格式即可依照指令更

改，不需重新撰寫，對於經常投稿的研究者

而言，這項功能非常方便。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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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資料庫連線查詢

RefWorks除了可以查詢自身書目資料庫

以外，還可連線查詢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

PubMed、美國各大圖書館館藏目錄及其它支

援Z39.50格式的線上資料庫。只要點選「查
詢 線上資料庫」，指定要查詢的資料庫及

希望要查詢的筆數即可，系統提供快速查詢

及進階查詢功能，可指定特定欄位進行查

詢，查閱到的資料亦可匯入 RefWorks 系統

中。

書目管理軟體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結合文

書處理軟體，在論文中插入附註（citation），

於文末自動產生引用清單（Reference list），
並提供數百種的期刊格式提供使用者選擇，可

解決投稿者需花費時間查證投稿期刊要求的論

文格式並反覆修正的困擾，想要將原本投稿至

Science的文章改投至Nature，彈指之間輕鬆搞

定。

四、 結語

過去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書目資料的整

理是最令人頭疼而麻煩的事，或利用書目小卡

或利用 Word、Access 編排，往往曠日費時，

而且書目格式的編輯也經常被研究者忽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用書目管理

軟體可以節省整理、編輯、撰寫的時間，使研

究者有效率的編排引用文獻格式，可說是學術

研究者的一大福音。本館購置個人書目管理軟

體，是希望幫助師生妥善運用學術資源，節省

文獻整理時間，以創造出更大的研究成果，歡

迎大家多加利用。使用上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總圖書館參考室，校內分機 8202 轉 202 或理

學院圖書分館參考室，校內分機 6754轉 18。
（本文作者為理學院圖書分館組員）

參考書目

李婉菁，（民 93），寫論文 準時完功非夢

事，台大教與學期刊電子報，23。上網日
期：民 94年 1月 13日，網址：

http://edtech.ntu.edu.tw/epaper/930410/to-
pic/topic_1.asp。

李淑娟，（民 93），寫論文 善用工具事半功

倍，台大教與學期刊電子報，24。上網日
期：民 94年 1月 13日，網址：

http://edtech.ntu.edu.tw/epaper/930510/to-
pic/topic_1.asp。

盧秀婷，（民 90）個人書目資料管理：圖書館
資訊服務的延伸，書苑季刊，50，5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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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討會簡介

此次研討會首先是政治大學圖書館林呈潢

館長，以「OCLC 與 Google Scholar之策略聯
盟對圖書館資訊服務的衝擊」發表專題演講，

繼之為OCLC亞太地區總裁王行仁先生，介紹
「OCLC服務新發展—OpenWorldCat」，並

說明 OCLC 2005的新年新計畫。

二、 研討會摘要

根據一項資訊檢索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科

學家認為最重要的三種科學與醫學研究資源是

Google、Yahoo!和 PubMed，而非圖書館員一
般認知的 Science Direct、ISI Web of Science、

MedLine。
網際網路科技的變化，使得圖書館員面臨

不是提早退休，就得提升自我能力的抉擇，如

取得數位學位、參加open source的計畫，或者

學習其他非傳統圖書館領域的知識等。

「If you can't beat them , join them.—你

如果無法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英諺如是

說。使用者行為的轉向，無可評論其對錯，但

在此網路潮流的影響下，圖書館員若無法改變

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為，就必須迎合使用者的

需求。

OCLC 在 2004年，陸續把 WorldCat 館藏
資料加入 Google 和 Yahoo 二大搜尋引擎的資

料庫。透過 Open WorldCat計畫，OCLC預計
將圖書館的實體館藏，結合多數使用者慣用的

網路搜尋引擎，藉以吸引更多使用者利用圖書

館的資源，達到行銷目的。

Open WorldCat計畫，由 OCLC代表其五
萬多個會員圖書館，出面與Google和Yahoo談
判合作。自 OCLC 書目記錄中先挑選 200 萬

筆，轉入 Google 和 Yahoo 資料庫提供使用者
檢索。

以Yahoo為例，當使用者搜尋時，看見以
“Find in a Library”為前導詞的資料（註），

便能知曉此筆資料收藏於OCLC會員館中，進
而可到該館借閱使用該館藏。Open WorldCat

計畫，藉由與 Google 和 Yahoo 合作，進行資
訊加值（value-add）的工作，展現各館館藏於

一般網路使用者面前，有效地提升了圖書館的

可見度。

OCLC在 2004年挑選 200萬筆書目記錄，

轉入 Google和 Yahoo資料庫，其實只是 Open
WorldCat 計畫的試驗階段。2005年 OCLC 將

會持續擴大合作範圍，把已有的 5,700 萬筆書

「從知識入口網站的新境界─

談OCLC與Google、Yahoo 之

資訊整合服務」研討會筆記

陳雅琦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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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合作與分享的方式，提供讀者導向的服

務，強化圖書館原有OPAC功能，讓服務更精
緻、更切合一般資訊尋求行為，以吸引更多使

用者利用圖書館的館藏。

（本文作者為本館採編組辦事員）

目紀錄轉出（包含 10 億筆館藏記錄），讓兩

大搜尋引擎都能檢索得到。

借鏡OCLC與Google、Yahoo策略聯盟的

經驗，圖書館亦需重新檢討已有的資訊服務。

不但要正視搜尋引擎的普及性與重要性，並應

註：以檢索「Gone With the Wind」為例，使用者可以在 Yahoo輸入「find in a library: gone with the
wind」，即可查詢到 OCLC WorldCat的書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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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若是在 Google中，則可輸入「"gone with the wind" site:worldcatlibraries.org」，以查詢 OCLC

WorldCat的書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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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參考諮詢服務開放使用

九十三年十二月起開放線上參考諮詢服

務，透過全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系統

（http://cdrs.e-lib.nctu.edu.tw/）提供本校師生

詢問圖書館相關問題，與一般參考問題，並可

查詢問題回答進度，以及查詢過去詢問歷史。

使用者需先於系統線上申請帳號，個人帳號經

本館認證後方可使用。

二、理學院學位論文改由理分館統

一典藏

本校博碩士論文量成長快速，典藏於總館

二樓參考室之紙本論文已達飽和。為應新增論

文需有空間陳列供閱，九十四年一月起總館不

再蒐藏理學院各系所之博碩士論文，改由理學

院圖書分館統一典藏。讀者如需參閱理學院各

系所之紙本學位論文，請逕至該分館利用。

三、電子資料庫資源擴增

新增下列資料庫：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中英對照版：以中文版《科學人雜誌》及

其相對應的英文版《Scientific American》文章
為主； RefWorks：網路版之書目管理軟體，
可以從CSA IDS資料庫匯入索摘書目，亦支援

其他電子資源之匯入； OmniFile Full Text Se-
lect ： 收錄 Applied Science & Technology Full

Text 等 11 個資料庫之期刊索摘及全文：
LISA--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

stracts：圖書館學、資訊科學與其他相關領域
之國際性文摘工具； IEEE/IEE Electronic Li-

brary（IEL）： 為美國 IEEE 與英國 IEE 出版
品之電子全文資訊系統； 數位化論文聯盟資

源：新購 2003年及 2004年美國博士論文PDF
檔計一五○種，主題包括高等教育、課程、企

服 務 動 態

業管理等，並繼續加入「數位化論文典藏聯

盟」，目前聯盟累積論文數三萬餘本。

四、電子資源利用推廣

為推廣電子化資源之利用，特安排館員前

往系所簡報百科全書、線上資料庫等使用方

式，計辦理應電所、體育系、歷史系、公領

系、英語系、華研所等七場，共九十八人參

加。配合各系所教師課程需要，特於總館二樓

資訊檢索區為同學講解各類線上版電子資料

庫、電子期刊等使用方式，計辦理心輔所、工

教所、美研所四場，共七十一人參加。

五、教育文獻徵求著者授權

本館建置之「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

（EdD Online），廣泛收錄教育類相關文獻，

除建立書目及摘要外，並針對新增論文及已授

權之回溯資料進行全文影像掃瞄工作。配合資

料庫全文影像查閱服務，積極辦理著作授權相

關事宜，特函送授權書至本校各系所、博士班

及在職碩士班研究生、新進教師等，徵詢著者

授權，以便提供讀者線上查閱全文資料。目前

授權者數累計一千七百餘人。

六、系列展覽活動

「2004年林福全油畫寫生展」，九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月十三日於總館一樓大廳

展出。林老師本校美術研究所西畫創作組碩

士，曾任鶯歌國小、台北師範附小美勞教師，

現任復興國小專任美勞老師兼文書組長。曾獲

第五屆大墩美展油畫第二名、88年全省公教美
展油畫佳作，2000年第十四屆南瀛美展油畫優

選。「看不見的意象—黃玉秀彩墨展」，黃

老師本校美術系畢業，現就讀本校教師在職進

修碩士班美術教學組，現任南投國中專任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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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曾獲全省公教美展專業人員組國畫優選

等獎，辦理個展及聯展十餘次。此次計展出水

彩、水墨、膠彩畫作二十餘幅。

2004 年林福全油畫寫生展

看不見的意象—黃玉秀彩墨展

七、本館參加國家圖書館建置「中

文古籍書目資料庫」電子式書

目資料庫，正逐筆確認書目資

料

11月 2日國家圖書館來文邀請本館參加該

館建置「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經查詢本館

共計 2,038筆，16,719冊。茲因館藏地因善本

書室而有所更動，故目前逐筆確認書目資料及

館藏地，待確認後將委請系統資訊組備妥電子

檔書目資料寄予該館。

服．務．動．態

八、國防大學圖書館與本館簽約交

換借書證

為提供讀者更便利之館際互借服務，94年
1 月與國防大學圖書館交換借書證計五枚，並

於九十四年二月起正式實施。

九、琴齊書畫—午間音樂饗宴

一月七日“文藝復興”，方銘健教授古典

吉他演奏。一月十四日“哥雅畫景”，何佳

容、葉奕菁、孫建如、賴依雯、游芝倩鋼琴演

奏及解說。

「文藝復興」方健銘教授等古典吉他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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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務會議暨翁千惠小姐榮退茶

會

第一學期館務會議 1 月 18 日下午於總館
會議室舉行，由張國恩館長主持，總館及理分

館同仁齊聚一堂，氣氛愉快。服務本館逾三十

年的資深員工翁千惠小姐即將於 3 月 1 日榮

退，館務會議後本館特舉辦簡單的退休茶會，

由張館長代表同仁們獻上鮮花加熱情的擁抱以

表達對翁小姐的感謝及祝福之意，郭秘書並代

表致送禮物。

翁小姐負責採編組及系統資訊組之清潔工

作，並負責遞送全館公文，個性溫和開朗，做

事認真負責，退休在即，同仁均感不捨。

二、 年終餐敘

1月 18日晚間於粵華軒餐廳舉辦本館員工

尾牙餐敘，黃校長、前館長王振鵠教授和梁恆

正教授、多位本校師長及本館退休員工等貴賓

出席同歡，並在餐會中摸彩助興，慰勉大家的

辛勞。期刊組許嫚婷小姐獲得校長獎，採編組

林瓊枝小姐獲得館長獎，同仁們人人有獎，都

是幸運得主盡興而歸。

圖 書 館 花 絮

翁千惠小姐榮退歡送茶會

「許嫚婷編審喜獲由黃校長光彩提供

並致贈之尾牙大獎」

第一學期館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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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意見回覆

問：本人是校友，想在師大分部辦理校友借書

證。請問辦理借書證的辦公時間？非常感

謝！

答：目前理學院圖書分館並未受理校友借書証

辦證業務，煩請至總館出納台辦理，時間

如下：

週一至週五 08:30 - 11:30 13:30 - 16:30
18:30 - 21:00

週 六 08:30 - 11:30 13:30 - 15:00
或參閱 http://www.lib.ntnu.edu.tw/item/bcs/

bcs.html#圖書流通服務。（典閱組）

問：我是光電所碩一的學生，西文資料庫中的

OSA，現在為什麼都不能下載文章了？還

有能否加入 IEEE於資料庫中，謝謝……
答：同學好，OSA電子期刊無法下載，經查係
因本校某系人員未遵守本館"資料庫暨電子

期刊使用須知"（http://www.lib.ntnu.edu.
tw/Database/2.htm）而非法使用（一天大

量下載多達 2,858 篇全文），致遭該學會
停權，目前本館已積極聯繫處理中。

您建議採購之 IEL資料庫，本館明年度將
開始訂購。謝謝您寶貴的意見！（期刊組）

問：太多國語中心的學生佔用電腦，要查資料

也沒辦法查！不只一樓這樣，樓上的電腦

也是，有些本校的學生也會佔著電腦上

網，收發郵件的那就不用說了，上網看職

棒、聊天的也是有，圖書館的電腦可以設

定只能瀏覽校內網頁嗎？否則對真正要利

用電腦查書目資料的人很不方便～

（BBS）

答：若設定僅能瀏覽校內網頁或限制連線區

域，將降低電腦設備使用效益。

本館於 92 年五、六月間全面進行電腦更
新，淘汰 DOS 介面之終端機，提供師生

較多可上網查詢各類型資料（包括查詢本

館館藏）之windows介面電腦。在館長全

力支持下爭取經費購置新電腦，立意在於

為全校師生提供更新穎的設備與便利的資

料檢索途徑，相信大多數師生均能體會圖

書館的用心。確有少數使用者如您所見長

時間佔用電腦，但如因此而設定僅能瀏覽

校內網頁或限制電腦的連線區域，將使得

電腦設備的使用效益大打折扣。本館不鼓

勵讀者使用館內電腦收發郵件、上BBS、
聊天網站或遊戲等，館員如發現有以上情

形多會適時予以勸阻。若發現有讀者長時

間或不當佔用電腦，可向本館館員反映，

館員必會出面處理。圖書館裡的設備與服

務屬於全體師生與使用者，期望大家都盡

一點心力，可以讓圖書館的設備充分發揮

其效益，所提供之服務能為每一位讀者所

均享。（系統資訊組）

問：讀者已連續三周親至貴校圖書館尋找研究

生王均安“幼兒教育主題式課程之分析研

究—以台灣幼稚園實驗課程為例”論文

未果，上網申請館際合作也被國圖告知尚

未到件，之前貴校人員告知可能因為被攜

至小研究室，所以未能追蹤，不知是否有

較好的解決方法，因為這樣遍尋資料不

著，實在造成作業上的困擾。謝謝！

答：同學好，經從本館館藏查詢，無王均安的

資料，因該生的論文正在裝訂中尚未上

架，並非被攜至小研究室，請稍後再查本

館目錄，如查得顯示在架上時，歡迎來館

使用。為節省時間，建議日後欲使用本館

溝 通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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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請先查詢館藏目錄，以確定所需資

料是否本館已收錄且在架上。謝謝！

（推廣服務組）

問：日前在本校總圖網頁查一些書籍，發現很

多散布在各系圖書室。打電話向他們詢

問，很多系圖都說只能借本系或本院的學

生。為此，還不得不向總圖借流通證到別

校借同一本書。自己學校有的書，卻借不

著（何況它並不是「非常專業」），還得

到別校去，感覺甚為不便與荒謬。有何改

善之道？或者是否可再向總圖薦購？謝

謝！

答：同學好，所述現象確實造成本館與讀者的

困擾，本館前已向各系所圖書室推動，希

望各圖書室均能與本館連線，使用同一借

書規則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唯成效不

彰，目前 16 個系所圖書室僅英語系圖書
室與本館連線。另外本館也向校方爭取用

地希能建置第二書庫，讓各系所圖書室圖

書能退回本館統一管理。前述二個方案均

是本館目前戮力推動的方向，也正積極尋

求各系所的配合與校方的支持。唯此二個

方案均非一蹴可及，亦非本館單方面的意

願即可完成，在此之前，如果發現有其他

系所已購而本館未購之書歡迎推薦，本館

會斟酌購置。謝謝（採編組）

問：若歸還當日確定無人預約借書，可以在櫃

檯直接再借閱一次嗎？

答：同學好，依據本館借書規則（http://www.
lib.ntnu.edu.tw/rule/borrow.html）第五條：

“續借以一次為限”。已續借過之書若還

有需要，請將書帶回圖書館，先當場還再

當場借即可。（典閱組）

問：圖書館有過期的舊報紙嗎？在幾樓呢？好

像都沒看到

答：總館三樓期刊室閱報區因空間有限，當日

報紙上架時，會將前一日過期報紙下架，

送交微縮資料室進行教育資料剪輯處理

（需 2-3個工作日）。剪輯過後的報紙會
置於一樓閱覽座椅抽屜內。若有需要調閱

過期報紙，可循下列途徑查閱，或向總館

二、三樓諮詢台館員洽詢，敬請參考：

1. 二樓參考諮詢台右側木櫃（複印機

旁）：置放上月份及當月份非當日之過

期"中國

時報"、"聯合報"、當月份之"China
Post"。

2. 正在剪輯處理中的報紙：請逕至三樓微
縮資料室洽詢館員調閱。

3. 一樓閱覽座椅抽屜內：通常置放剪報後

或其他當月份非當日的報紙；但若空間

不足，即予淘汰。

4. 一樓出入口贈閱資料區：過期之"China
Post"、"Taiwan News"、"Taipei Tim-

es"。
5. 您可循下列路徑查詢數位化報紙資料：

本館首頁 資料庫檢索 中文資料庫

即時報紙標題索引暨全文影像資料庫。

（期刊組）

問：所上的報告時常需要檢閱相關論文，並提

供同學討論做報告。但最近在讀論文時發

現有些論文的附錄部分都沒有掃瞄，因此

常常沒辦法看到最原始的資料或圖表。由

於論文的附錄通常是第一手資訊或問卷的

內容等重要的參考文獻，希望圖書館能夠

考慮將論文的附錄（至少近五年內的論

文）也一併掃瞄進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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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自民國八十九年起

開始收錄研究生繳交之論文全文電子檔，

您查詢的論文經查有授權全文公開，惟當

時並未繳交論文附錄的電子檔。將儘快與

原著者連繫，取得其附錄電子檔上傳論文

系統，或徵得其同意再將紙本論文的附錄

掃瞄，若急需參考該篇附錄，請至總館二

樓參考室參閱紙本論文。（系統資訊組）

問：建議圖書館將論文最後的附錄也納入全文

掃瞄裡！

所上的報告時常需要檢閱相關論文，並提

供同學討論做報告。但最近在讀論文時發

現有些論文的附錄部分都沒有掃瞄，因此

常常沒辦法看到最原始的資料或圖表。由

於論文的附錄通常是第一手資訊或問卷的

內容等重要的參考文獻，希望圖書館能夠

考慮將論文的附錄（至少近五年內的論

文）也一併掃瞄進去，謝謝！

答：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自民國八十九年起

開始收錄研究生繳交之論文全文電子檔，

經查研究生杜修文的碩士論文有授權全文

公開，惟當時並未繳交論文附錄的電子

檔。將儘快與原著者連繫，取得其附錄電

子檔上傳論文系統，或徵得其同意再將紙

本論文的附錄掃瞄，若急需參考該篇附

錄，請至總館二樓參考室參閱紙本論文。

（系統資訊組）

問：能否用郵寄還書的方式寄到本館呢？

我是教研所碩三，因為有兩本書已逾期，

但是現在雲林縣實習，所以不曉得該如何

儘速歸還，能否用郵寄還書的方式寄到本

館呢？謝謝解答。

答：同學好，所提意見在本館研究其可行性

前，目前尚未提供受理郵寄方式還書，如

於外地遠途，可委託在臺北之同學或親友

前來本館還書。若仍有任何問題請先電話

（02-23939740轉 111.112）洽詢，敬請配

合並祝實習順利。（典閱組）

問：關於四部叢刊……

關於四部叢刊電子版的校外使用方式。在

家下載圖書館中文資料庫中的四部叢刊電

子版，但是卻無法執行。在開頭動畫結束

後，按確定，彈出一對話框「請確定您的

IP 是否授權，或您的 TCP/IP 協議是否安
裝正確」。（伺服器名稱是預設 SKQS，

我有改成SBCK試試看，但它彈出對話框
說「不能連接到四部叢刊伺服器……」。）

感謝！

答：您好，請依網頁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之館外讀者第一次使用請務必先看安裝說

明步驟，請將 ttslink 安裝一次，並將

140.122.127.252 SKQS #PRE"字串加入 C:/
Winnt/system32/drivers/etc/lmhosts 即可。
如仍有問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 23939740

轉分機 602 或 601，以利有效處理，謝
謝！（系統資訊組）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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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16.02 430.1

國家圖書館館刊總目及索引／國家圖書館館刊編輯委

員會編. --第 1版. --臺北市 :國家圖書館, 2003[民 92].
-- 319面 :部份彩圖 ; 25公分. --ISBN 9576783720（平

裝）: NT$400

本書以民國 56年 7

月至 91年 12月《國立
中央圖書館館刊》及

《國家圖書館館刊》所

刊載之篇目為範圍，所

收欄位以論述、書評、

善本書志、圖書館概

況、報導等為主，其他

則不收錄。本書內容分

為四部分：

一、卷期目錄：卷期目錄著錄之條目，以照錄

為原則，唯部分題意未完足或題意不顯豁

之篇目，以及題為“本刊”或“編輯部”

之著者，則加註文字並以方括號（〔〕）

標識之。

二、分類目錄：按類編排，同類下再依篇名筆

畫或內容時代順序排列。

三、篇名索引：依篇名筆畫編排，以外文起始

之篇名，依字母順序排於中文一畫之前。

篇名索引之著錄項，篇名正條依次著錄篇

名、著者、卷期及頁碼、出刊年月等四

項；篇名分析條目依次著錄析出之題名標

目、出處篇名、著者、卷期及頁碼、出刊

年月等五項。

四、著者索引：依著者筆畫編排，外國著者依

字母順序排於中文一畫之前。著者索引之

著錄項目，著者正條依次著錄“著者標

目、篇名、著者、卷期及頁碼、出刊年

月”五項；著者分析條目依次著錄“析出

之著者標目（另包括出現於篇名之人名及

機關團體名）、出處篇名、著者、卷期及

頁碼、出刊年月”五項。

R 922.93204 423

臺灣歷史辭典 = Dictionary of Taiwan history／許雪姬

等撰文. --一版. --臺北市 :文建會, 2004[民 93]. -- 2冊
:圖, 圖表 ; 27公分. --ISBN 9570174293（全套精裝）:
NT$3000

本書共收錄詞目

4,656條、圖片約 1,260
張、附表 44 種。範圍

包括政治、外交、軍

事、經 濟、社 會、教

育、文化、風俗、舊地

名、重要歷史性文獻

等，主要著重於組織、

法令、事件、人物、專

有名詞、典章制度等之介紹。

本辭典共二冊，V.1（正文，圖片）V.2
（附錄）：正文：詞目內容包括有詞目名稱、

正文內容、撰者姓名、參考資料、可供交互參

照之詞條；圖片：收錄與詞目相關之珍貴歷史

照片、文獻書影、圖片等共約 1,260張，其收
錄原則以事件發生之人、地之相關照片為主，

照片、文件、圖繪的位置以圖隨文走為原則。

附錄：分為三部分，收有主要參考書 2,200
則、附表 44種、關鍵字總索引 1萬 2,000條。

參 考 書 選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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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午9:00~16:20，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

辦「2004年數位論文典藏聯盟『圖書館與知識

管理』研討會」，由本館以及中研究計算中心

共同主辦，漢珍數位圖書股份公司暨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協辦，參加人數逾

百，包括國內各圖書館暨資料中心，反應熱

烈，圓滿成功。

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校運會。

十二月二日

上午 10:00，於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行

「王振鵠教授八秩榮慶特展」開幕茶會，由黃

校長光彩主持，各校圖資系所師生暨圖書館界

熱情參與，場面溫馨。特展內容豐富，包括王

教授之著作及個人蒐藏之文物。

十二月三日

成大圖書館舉辦「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

服務系列五」電子資源服務的現況與未來研討

會，本館由推廣服務組吳英仁先生代表參加。

十二月八日

12:10~13:13，北醫大圖書館新館落成。

楊三郎先生名畫修復揭示茶會，本館張館長國

恩、郭秘書美蘭、陳組長敏珍、林主任始昭代

表出席共襄盛舉，並表達祝賀之意。

●

●

●

●

●

十二月八～十二日

本館張館長國恩率館內四位主任與中正大

學游館長寶達暨二位主任前往香港參訪四所大

學圖書館，包括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

學、以及教育學院等，藉由參訪學習做為館務

推展規劃之參考。

十二月十七日

上午 9: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重點：

（1）自 94 年度起職員考績比例原則（2）研究室

使用與管理（3）本校博碩士論文電子檔網路繳

交（4）確認九十五年度概算（5）九十三年度經費

使用報告（6）非全職工讀生辦理勞健保。

下午2:00-4:00，於博愛大樓504會議廳，

本館主辦邀請張系國教授演講，國文系師生參

加踴躍。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9:00，張館長國恩、郭秘書美蘭、張

主任秀琴、陳組長敏珍與特教中心郭主任靜姿

等前往圓山飯店勘察「2006亞太資優會議」會

議暨教材展示場地。

中午 12:00，於總館樓會議室舉辦冬至湯

圓會，張館長與同仁們歡聚共享美味送舊歲。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午 10:00，於第二會議室，召開「本校

書庫空間協調會議」，黃教務長生代理主持，

出席人員包括楊總務長壬孝、國文系王主任開

府、歷史系林主任麗月、地理系黃主任朝恩、

張館長國恩。同意第二書庫設於本校教育學院

●

●

●

●

圖 書 館 大 事 記

九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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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樓。

十二月三十日

上午 10:00，於理分館召開主管會報，討

論電子期刊代印服務要點及執行細節。

中午 12:00，本學期理分館最後一場午間

音樂會，長笛及鋼琴演奏。

下午2:00，張館長帶領館內主管同仁，參

訪淡江大學圖書館，黃館長鴻珠親自導覽解

說，參觀後並與淡江大學圖書館各組業務主管

座談，進行意見交流。

九十四年

一月三日

下午 2:30，召開主管會報，議題（1）技工

工友考績（2）籌畫本學期館務會議暨年終餐

敘。

一月四日

下午2:30，於八樓會議室，召開本館www

任務小組第一次會議，秘書、各組主任以及各

組代表參加，由系統資訊組組長主持。

●

●

●

一月七日

上午9:30，於八樓會議室，召開「本校論

文電子檔線上繳交協調會」，由張館長國恩主

持，教務處、各系所代表、本館業務相關人員

參加。

一月十日

上午 10:00，山東師範教育學會訪問團周

桂珍團長等一行 18 人蒞館參訪。

上午 10:30，於八樓會議室，召開「教育

資源整合會議」，由張館長國恩主持，陳教授

昭珍、新竹師院圖書館林館長紀慧暨館員、教

育資料館謝主任雅惠、本館業務相關人員等參

加。

一月十一日

下午 2: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第 27 屆

圖書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事宜。

一月十四日

下午2:30，於八樓會議室，召開本館www

任務小組第二次會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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