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同仁的努力與付出 　／張惠文

在圖書館館長任內一年半以來，全體同仁同心協力，一起度過種種難關，完成了很多
事情點，點滴滴都讓我很感動，回顧任內完成 / 進行的任務，包括： 1. 接管校史室 ，
而參考組、採編組和典閱組都花了很多精神去重整校史室。 2. 抗 SARS ， 去年大家共
度 SARS 難關，吃盡了苦頭，戴口罩，忍受藥味…[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任內大事回顧 　／張惠文

因學務處曾迪華學務長下學期將休假，校長找本人接任，並請文學院李瑞騰院長接任
圖書館館長。過去一年半來同仁非常認真，大家合作無間，使館務順利推動。回顧任
內發生大事，簡述如下：……………………………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視聽組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功能及服務簡介 ／蘇柏全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數位多媒體技術之日趨成熟，圖書館對於多媒體資料的提供，
也由原本提供實體錄影(音)帶、音樂光碟、影碟的方式，轉換為提供VCD、DVD，且
並進一步運用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視訊群播(Multicast)等.....[詳全文pdf][詳
全文htm]

藝文走廊規劃/揭牌/開幕紀要／周芳秀

圖書館藝文走廊於眾人企盼下在九十三年六月三日開幕了，相信最高興的莫過於校內
的靜態社團了，因為展場之於社團等同於球員之球場，大家都需要藉著上舞台的機
會，揮灑自己的一片天。習作中的作品若無合適的空間展出、學員較無法從互相觀摩
中學習..................[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理學院葉院長的畫與話　／葉永烜

這次的展出，原本目的是利用圖書館的寶貴空間，用於陳示中大各位老師和同學的藝
術創作。我希望可以在這裡看到法文系劉光能主任用相機拍下的雪泥鴻爪。數學系林
欽誠教授流水行雲和中文系洪惟助教授龍飛鳳舞的書法，更不用講鄧蕙芬老師和她精
心調教的學生的琳瑯滿目的陶藝作品。而我只是扮演一個在旁搖旗吶喊的角色。但人
算不如天算，還是變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始作俑者」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93 年 3 月 18 日由張館長率各組組長訪問淡江大學圖書館，由非書資
料組丁組長帶領大家參觀多媒體設施，吸取他校經驗，收獲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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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6月3日 圖書館藝文走廊開幕並掛牌，牌舫由本館張惠文館長題
字。首展為理學院院長葉永烜教授油畫個展。

 



 
93年7月9日 館務會議後，張惠文館長請所有同仁、新任館長、及圖書
館顧問至新陶芳餐廳餐敘，新任館長李瑞騰教授及館內所有同仁皆贈
送禮物予張館長留念。

 採編組　／朱碧靜 
．多管齊下、豐富館藏
．「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
收書輯刊」、「續修四庫全書」上
架閱覽流通
．建置客家聯合書目資料庫
．贈書芳名錄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參考諮詢組　／陳芷瑛
．2004年新訂電子資源報導 
． 全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系統(CDRS)五月起上
線測試
．新版全國館際合作系統平形測試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典閱組　／陳素蘭 
． 寒假期間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
服務持續進行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王怡婷小姐到
職
．防範SARS 疫情蔓延，進館讀者
均需量測體溫
．空調維修期間，於各樓層放置電
扇，謝謝讀者共體時艱
．成立校史室及藝文走廊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資訊系統組　／連文雄 
． 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系統已上線測試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已更換新版
．圖書館內已開放使用無線網路
．圖書館網路交換器已提升至Giga Switch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期刊組　／周芳秀 
． 圖書館藝文走廊開幕及葉永烜油
畫個展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視聽資料組　／蘇柏全
． 台灣聯大四校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將分兩期建
置 
．室內設計師整體規劃設計視聽室
．視聽組網站已改版
．放影機更新成DVD放影機
．圖書館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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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圖書館紀事:92年12月-93月6月　／尤碧玉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會議紀錄　／尤碧玉 
．圖書管理委員會議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摘要))[詳全
文pdf][詳全文htm]

．圖書館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館務會議紀錄(摘要)[詳全文pdf][詳
全文htm]

 反應您的問題、傳達您的聲音　／蘇柏全
[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新通過與修訂之相關規則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藝文走廊展覽作業要點[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借還書櫃台：03-4267130 ，校內分機：57417
一般服務台：03-4267127， 校內分機：57429
光碟檢索服務台 ：03-4267233，校內分機：57409
二樓期刊服務台：03-4267209，校內分機：57420
舊圖視聽組服務台 ：03-4267243，校內分機：57430
本館各組服務電話 ：03-4227151轉
館長室 ：57400 參考諮詢組 ：57407-57409
行政室 ：57401 期刊組 ：57418-57420
採編組 ：57411-57414 資訊系統組 ：57421-57422
典閱組 ：57415-57417,57429 視聽資料組 ：57410,57430
國鼎分館 ：34779  
圖書館電子信箱：ncu7400@ncu.edu.tw

圖書館網址：http://www.lib.ncu.edu.tw

 本期主編：蘇柏全
 編　　輯：朱碧靜、陳素蘭 、周芳秀、陳芷瑛、連文雄、蘇柏全、尤碧玉、 陳心禾
美工設計：鍾佑祥 、吳淑菁
發行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2鄰中大路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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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 感謝同仁的努力與付出

張惠文
在圖書館館長任內一年半以來，全體同仁同心協力，一起度過種種難關，完成了很多事情，點點滴滴

都讓我很感動，回顧任內完成/進行的任務，包括：
1.接管校史室，而參考組、採編組和典閱組都花了很多精神去重整校史室。
2.抗SARS，去年大家共度SARS難關，吃盡了苦頭，戴口罩，忍受藥味，臉起泡，
種種辛苦都熬過來了。

3.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計畫完成多項子計畫，包括合作發展館藏、圖書代借代
還服務、四校期刊目次服務系統、無線網路、四校介面整合系統等。

4.客家相關圖書蒐購計畫。
5.增加二位館員。
6.館訊電子化。
7.公文傳送電子化。
8.更換洗手間鏡子。
9.期刊聯合採購。
10.設立圖書館藝文走廊。
11.屋頂冷卻水塔汰換。
12.規劃二十四小時自修室。
13.採編組取得得來不易的四庫全書2400本。
14.圖書館正面八大塊玻璃破裂的修復。
15.規劃執行台灣聯大四校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提昇四校圖書館多媒體影音服
務。
凡此種種都是同仁們通力合作的成果，大家盡心盡力共同達成，非常難得，在任上16個月的時間，任

期時間實在太短，很多理想不及發揮，例如想使冷氣更好、想完成二十四小時自修室、視聽資料室正要大
規模改善等，都有待大家繼續努力。

同仁做事都很專業，而且盡責，又都很可愛，這段時間大家合作得很愉快，

雖然時間很短，但是很高興有這段和大家共事的經驗，感謝大家的努力與付出，此外，也要感謝校內各單

位同仁的幫忙，一切才能運作順利。



 
任內大事回顧

張惠文

因學務處曾迪華學務長下學期將休假，校長找本人接任，並請文學院李瑞騰院長接任圖書館館長。

過去一年半來同仁非常認真，大家合作無間，使館務順利推動。回顧任內發生大事，簡述如下：

1、九十二年四、五月SARS期間，館員同仁辛苦萬分，幸無差錯。

2、館內環境整理：正面窗戶大片玻璃、廁所磁磚及鏡子、館舍內部大理石片、天花板、地板塑膠地

磚、一樓階梯等整修。

3、館內公文自九十二年二月起改用e-mail傳送通知同仁。

4、圖書館廁所自九十二年七月起全面供應衛生紙。

5、發生中正圖書館對面蔣公銅像遭破壞事件，學校重塑銅像，交由校史室保管，目前暫置總圖會議

室。

6、採編組加速整理國鼎分館資料。

7、九十二年八月校長下令騰出校史館空間，並指示校史館業務由圖書館接手辦理，同意進用計畫人

員王怡婷小姐，重建校史室。

8、 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計畫：資訊為重頭戲，另有圖書與資料庫採購、四校期刊目次查詢、圖書

代借代還、VOD建置計畫等，並進用建教助理王玉美小姐。

9、期刊組與台灣聯大各圖書館合作，辦理四校西文期刊聯合採購。

10、資訊組於全館架設無線網路。

11、資訊組出版圖書館電子報；圖書館通訊自第三十六期（九十二年六月）開始取消印刷紙本，改為

電子版傳送。

12、視聽資料室整建、換牌，個人視聽室PC遭竊，目前也已加強防範措施。

13、九十三年獲得學校專案補助經費五百萬元，各項專案也陸續完成及進行中。

14、二十四小時自修室典閱組已在規劃中。

15、採編組購買並處理續修四庫全書、四書未刊書、禁毀書三大套，計2,400本；處理土木系、環工

所、太遙中心大批贈書。

16、期刊組同仁規劃藝文走廊及籌備開幕展。

17、採編組於總圖辦公區入口（後門）加裝鐵捲門，確保辦公區安全。

18、典閱組於正門前階梯加裝殘障扶把，方便需要的讀者使用。

19、宋瓊玲小姐生病，恭喜她健康的回到工作崗位。

20、本館與客家學院合作向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申請「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料計畫」，各組同仁分工執

行計畫，採購、蒐集圖書及博碩士論文資料，成立客家圖書專區，建置客家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

等，圓滿達成計畫。

21、與各組組長訪問淡江大學圖書館。

22、總圖中央空調冷卻水塔及管線汰舊換新，雖停止供應冷氣35天，在營繕組何碧煥先生、行政室及

資訊組合作下，終於順利完工驗收。



視聽組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功能及服務簡介/蘇柏全

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數位多媒體技術之日趨成熟，圖書館對於多媒體資料的
提供，也由原本提供實體錄影(音)帶、音樂光碟、影碟的方式，轉換為提
供VCD、DVD，且並進一步運用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視訊群
播(Multicast)等動態影音技術，與線上互動學習、數位學習等機制加以整合，形
成動態並具積極性與互動性的服務。

 
VOD隨選視訊系統 VOD ( Video On Demand )

隨選視訊系統，是將各種視聽資料如：DVD、VCD、LD、錄影帶、錄音帶、音
樂CD、幻燈片、圖片等影音資料，以數位化方式儲存於資料庫中，透過網路，
能同時提供多位讀者，同時使用同一筆或不同筆資料的即時互動性多媒體電腦
網路系統。而且不需要下載影音檔案，並可依照個人喜好選擇觀看，不受播放
時間的約束。凡裝有Windows95、98、NT、Me、2000或Windows XP之電腦設備
皆可使用。您可以直接在VOD系統中欣賞電影DVD、VCD及聽音樂CD，也可以
在線上使用多媒體互動式光碟CD ROM。授課老師也可以將課程教材放在VＯＤ
系統上，讓同學們能在電腦前作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讓教師及同學於學習的
時間方法上有更大的彈性。

 
使用VOD隨選視訊系統之效益

1、 將DVD、VCD、LD、錄影帶、錄音帶、音樂CD、幻燈片、圖片等資料數位
化並儲存於伺服資料庫中，提供多媒體資料檢索系統及觀賞服務。
 2、 教授可將事先錄製完成的教學影片放置於視訊資源庫中心，以提供學生作
為教學之用，學生只需利用個人電腦透過網際網路就能進行學習，可提高教學
效果。
 3、 VOD資料只要在電腦裡就可進行資料的增、刪、改等作業，如此方便的維
護管理功能，一般的視聽或錄影資料（如：錄影帶、LD等）是無法比擬
的。VOD資料因為是數位資料，所以不論經過多少次的轉換及多少年的儲存，
其品質依然良好，一般的視聽或錄影資料在經過多次使用及長時間的保存後，
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耗損而降低品質。減少借出的次數，亦可降低資料損壞之
機率。讀者也不必大老遠到圖書館借還書。
 4 、達到充分利用視聽資料，並讓多人能同時使用同一媒體之優點。且將資料
數位化後，儲存於系統資料庫中，能減少儲存資料所需之大量空間及管理的人
力。

 
結語

有鑑於此，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四校
圖書館擬合作建置「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提昇四校圖書館多媒體影音服
務。四校圖書館並期望借由本案之進行，將四校原有之多媒體影音媒體及課程
教學錄影加以整合，以支援四校網路學習及研究叫學，並促成四校圖書館影音
多媒體資料之共享。本案分成二期來進行多媒體隨選系統相關電腦硬體設備、
軟體及數位視聽資料等相關產品的採購；第一期（92.12.1～93.11.30）先購置各
校多媒體隨選系統硬體使用端設備、多媒體伺服器、及磁碟陣列；另購多媒體
隨選系統軟體的伺服器端授權及使用者端授權等，先完成各校多媒體隨選系統
軟、硬體的基本架構及設備。預計於年底前將提供初步的服務，並逐年增



加VOD視聽資料，希望圖書館的努力會得到大家的認同，並且使多媒體隨選視
訊系統成為全校師生喜歡使用的線上服務之一。

 

 



藝文走廊 - 規劃/揭牌/開幕紀要
周芳秀

▓緣起
圖書館藝文走廊於眾人企盼下在九十三年六月三日開幕了，相信最高興的莫過於校內的靜態社團了，因為
展場之於社團等同於球員之球場，大家都需要藉著上舞台的機會，揮灑自己的一片天。習作中的作品若無
合適的空間展出、學員較無法從互相觀摩中學習，進步的腳步自然就慢。圖書館藝文走廊的及時成立，不
啻是幫社團注了一強心劑--助其成長，更可刺激社員努力提升其實力。嚴格說來，圖書館原先就想規劃的
藝文走廊，經過93年3月8日第四○二次行政會議的提案討論後，更加速推動本案的進度。藝文走廊之產
生，從無到有，全是大家努力促成的結果。

其實學校於八十四年底已成立「藝文中心」了，圖書館為何還要另設「藝文走廊」？
參考「藝文中心」成立宗旨：

應以提升中大及中大社區之生活品質與藝文修養、激發中大社區對於藝文活動的參與為要，鑑此，目
前實際的作法是階段性地為中大師生引進並介紹國內與國際知名藝術家或團體．．．並介紹多位國內外知
名藝文工作者及團體至校展覽或表演。

由上可知本校藝文中心成立之目的及對受邀展覽或表演者資格已經做了一定的規範，校內社團若有任
何習作展要推出，自然要另覓合適地點了。打開校內社團總覽，發現校內靜態社團不少，像學生社團的美
術社、陶藝社、攝影社等，教職員工社團則有書法社、手工藝社等。如何讓這些社團成員的作品可以在中
大展出，又展出時能自然湧入「人潮」？舉辦活動地點之選擇真是有學問的，咸信圖書館自然是最理想的
地點，圖書館也是全校人氣最旺的場所，因此，我們也開始積極的在圖書館尋覓符合做為展場的空間。

總圖書館為地下一層、地上八層建築，放眼望去都是明亮的窗戶，正面及背面採光極佳，根本就無法
成為理想的展場。找了幾回，學土木的張館長認為地下室的兩面牆壁好好利用，應可以將就成為展場，於
是開始了這「藝文走廊」的規劃工作。
 

▓藝文走廊規劃/揭牌/開幕
藝文走廊要開辦了，有下列幾項工作要即刻進行：

1.    展場整理：
●兩條長廊，理出適合觀賞的間距 - 調整合訂本報櫃位置

   ●地下室牆壁重新粉刷
   ●安裝掛軌
   ●進行投射燈配電工程 
  

註：地下室為為閱報區，典藏所有單位（大多為文學院、管理學院）購買教學研究用之報紙及一般性報
紙合訂本，除非有可供檢索的電子版或微縮片可取代，此區暫時無法撤掉。
 



2.    展覽規則訂定
   ●要辦展覽就得訂規則，蒐集了數家藝文中心的規則參考之，經過幾次熱烈的討論下，終於93年5月6日

的業務會報上通過了「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藝文走廊展覽作業要點」
   ●要點貳規定：本校教職員生、社團（以下簡稱申請人），均得向本館提出申請其作品須為主題不違反

善良風俗之各類平面藝術創作，展出作品以完成裝裱或可供懸掛者為限。
 

本展場為名符其實的「走廊」，展場中間夾者閱報區及合訂本報櫃無法撤除，所以展示的作品須做
限制，像陶藝類作品就必須在空間大、管理比較嚴謹的場地辦展覽，本館因空間有限，無法展出此類作
品，實在是一項缺憾。

 
3.    開幕展邀請對象之選定

本校師生不乏才華洋溢，有創作天分者，為了配合6/5校慶舉辦的開幕展迫在眉睫，有誰可配合此次展
出，馬上就可提供完整的作品的？聯展也可，但也不能隨便搭配，以免走味。幾經思量，連絡過幾個師
長後，選定了理學院院長葉永烜教授來幫我們這個忙，他的作品曾於「藝文中心」展示過，也不嫌棄我
們展場的簡陋，爽朗的答應了此次的展出- 葉永烜油畫個展。幾天後，期刊組人員分兩次用車載回他的
作品，並開始了整理工作。
 

4.    「藝文走廊」揭牌用之銅腐蝕看板
對圖書館而言，「藝文走廊」要開幕是件大事，少不了「揭牌」的標準動作。然而，這塊看板要請誰
寫？要寫什麼字體？是個藝術上的學問。請教了教職員書法社大老大物系江火明教授，推薦了本館張惠
文館長，因為他有篆刻的底子，篆字寫的還不錯，再加上他八月就要到學務處上任了，在圖書館走過，
留下一點痕跡也是應該的，就這麼決定了，就找館長幫忙。幾翻推托，館長答應了，他也是個答應人家
事情就全力以赴的那種人類，不知道他忙了多久，在我催促下，他也很快交卷了。
 

這看板原來是設計成一整塊的，在「藝文中心」邱慈觀主任的建議下，把「藝文走廊」及「ART
 GALLERY」分成兩塊看板，她認為寫篆字的「藝文走廊」這時後就可當成一件藝術品來欣賞了，事實證
明，邱主任的眼光的確不錯，謝謝她的意見。
 

張館長在6/3的「藝文走廊開幕茶會」致詞時開玩笑的提到他不承認這四個字完全是他寫的，有部
份是看板師父寫的(事實是製作看板的廣告社在字體放大時沒有忠於原著，幾經糾正，有些字仍描的不
理想失去原位)，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只能對張館長說抱歉了。
 

5.    宣傳工作之進行
敲定了6/3開幕、展出作品等都有著落了，接著就要思考如何推廣、宣傳的問題。邀請卡及海報的

設計、送出、張貼、網路宣傳等都由期刊組同仁負責，也謝謝秘書室陳如枝小姐幫忙發新聞稿，本館開
幕展消息也將刊登在七月號的「桃園藝文」上。

  
6.    展場佈置

佈置時間訂在開幕前一天，全組同仁加工讀生在藝文中心同仁朱靜怡小姐指導下一起進行此項工
作。原來掛畫也是有學問的，以油畫而言，一眼望去，最好看到畫的中心點，畫掛的太高就得仰望(如
一些人像才需要仰望)，太低也不宜，真是隔行如隔山，在朱小姐的說明下，學得一些皮毛，好像大家
都半路出師了，花了半天時間，覺得我們把這些畫掛的還不賴。再調整一下展示燈，在柔和燈光下展示
的畫作，不是蓋的，真的美極了。
 

另外，標題的張貼對牆壁而言真是一大考驗。雖然以很貴的3M膠帶張貼，撕下後仍會留下痕跡，不
曉得有沒有更棒的方法，可以避免這種以後需要「補牆」工作的進行。
 

7.    後續處理事宜
葉院長的油畫作品送來後，驚覺到原來安裝在輕鋼架下的掛畫軌道可能無法承受其重量，緊急找來

工人進行改裝工程，除將軌道安裝在可以承重的牆壁上外，另一側則進行輕鋼架加強固定工程，凡事仍
應以安全為第一考量。
 

8.    開幕
藝文走廊這廂如期熱鬧的開幕、揭牌，那邊負責籌辦茶會點心的一樓各組同仁們也來回準備剛切好



的水果物品，資訊組淑菁穿梭照相，圖書館同仁們同心協力的辦活動與來賓致詞的妙語如珠一樣，都令
人難忘，感謝所有的同仁。
 
藝文走廊開幕了，這只是一個起頭，也讓我了解到籌辦一檔展覽的付出。雖然不是展場專職人員，也

希望能做到展場起碼的要求，至少讓參展者及觀賞者都能感受到館方的努力及熱誠，開幕展 –葉永烜油畫
個展，6/3 – 7/25間歡迎閤家觀賞，也歡迎社團或個人到本館申請辦展。

接著，「藝文走廊」要由典閱組的同仁繼續經營，敬請各位繼續支持與愛護。
 
後記：據觀察 -- 將展場與閱報區同放一室，閱報區被美化了，看展者也的確較多，一舉兩得。



 
理學院 葉院長的---畫與話

葉永烜
這次的展出，原本目的是利用圖書館的寶貴空間，用於陳示中大各位老師和同學的藝術創作。我希望

可以在這裡看到法文系劉光能主任用相機拍下的雪泥鴻爪。數學系林欽誠教授流水行雲和中文系洪惟助教
授龍飛鳳舞的書法，更不用講鄧蕙芬老師和她精心調教的學生的琳瑯滿目的陶藝作品。而我只是扮演一個
在旁搖旗吶喊的角色。但人算不如天算，還是變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始作俑者」。現在展出的作品，絕大
部分都是五年前（1998-1999）所作。之後便因理學院中事忙，時間切割過甚，都沒有辦法專心作畫而放棄
了。過去揮手即來的色彩，到今已有遙不可及的感覺。看來要把心神整頓一番，方可得重操舊「葉」!
 
  但過去幾年時間，和理學院及校中各同仁相處、互相切磋，日子還是過得相當有意思。特別是這幾個月
來，因為客家學院的文化研究所，文學院的法文系和藝術所，以及其他老師，在群策群力的氣勢下，把高
更在大溪地的創作歷程，開創成一跨領域的課題。除了社會學研究的領域的重要外，我想這個計劃也可以
替中大的文學和藝術研究帶來特色。高更跨洋過海到大溪地，執著於追尋夢想中的原鄉。事實上，繪畫如
此，客家人如此，凡事何嘗亦不是如此。希望這些圖畫在這個幽靜環境，還能帶來一些波瀾。能夠讓人想
像到在這些畫中景物和人物。雖然好像是靜止在一個時空，但背後的可是綿延不絕和無限寬廣的地平線，
由你開墾。



 

 
採編組動態報導 /朱碧靜

n      多管齊下、豐富館藏
為擴充圖書館藏量，採以下管道，積極募集圖書：
1.    每學期發函本校各系所中心等單位，請周知所屬教職員踴躍捐書。
2.    不定期於圖書館或校內網頁公告募書活動。
3.    三月十二日發函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爭取本館成為部份寄存圖書館，於三月十八日獲該會回函

表示將檢視相關寄存作業制度並將本館申請列入考量。
4.    草擬「國立中央大學圖書資料捐贈獎勵辦法草案」，送交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n           「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續修四庫全書」上架閱覽流通
 

去年度文學院專案採購之三套四庫全書，合計貳仟四百餘冊已經分編完成，並已上架提供師生外借。
 

n     建置客家聯合書目資料庫
三月三日發函國家圖書館，請該館書目中心同意批次提供客家研究相關書目以供客家聯合目錄資料庫使
用，於三月十二日獲該館回函表示同意。

 

n     贈書芳名錄
 

十二月卅一日收學務處諮商中心贈送大批愛盲有聲雜誌錄影帶，分編後送視聽組典藏；三月十五日獲校友
程祥和教授贈書廿箱；另外收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贈研究報告二百一十九冊、疏女士贈書廿箱、法鼓文
化贈CD八十片；此外，尚有客家學院及各系所教師贈書若干。
 



 
參考諮詢組動態報導

陳芷瑛

▓2004年新增電子資源清單
AIMS Digital Curriculum Online：為美國最大的教學影片公司 AIMS Multimedia 架設之隨選視

訊(VOD-,Video-On-Demand)含1,250部以上教學影片資料庫，收錄程度由幼稚園至成人。教師可指定個別課
程參考影片、指派學生作業、學生觀看後也可於線上接受測驗(Online Quiz) 。
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提供技職教育 460 種期刊論文索摘資料 (1986- )，其中 390 餘種期刊
有全文 (1987-)。
Cell Press：包括cell等九種重量級生命科學電子期刊全文。
Digital Curriculum Online：為美國最大的教學影片公司 AIMS Multimedia 架設之隨選視訊(VOD-
,Video-On-Demand)含1,250部以上教學影片資料庫，收錄程度由幼稚園至成人。教師可指定個別課程參考
影片、指派學生作業、學生觀看後也可於線上接受測驗(Online Quiz) 。
JSTOR 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JSTOR  Arts & Sciences II Collection
JSTOR Business Collection
JSTOR General Science Collection
JSTOR Language & Literature Collectio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乃英語發展史上全球公認最權威的參考工具書超過六十萬個英文字，除了提
供字彙的當今解釋、性質、發音和用法外，還記載了字彙的歷史來源及其演變，同時提供了最佳的辭源解
析與豐富的辭彙指引，可以查詢全文、定義、語源和引文，堪稱之為英語的史學辭典。全文每季更新。
Oxford Reference Online：收錄了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所有學科100種以上之字典、辭書與百科全
書。
Refworks：線上個人化參考文獻管理系統可將下載自資料庫之書目以統一格式匯入或匯出使用及查詢。
漢籍電子文獻：包括廿五史等十幾種全文資料庫。
中國期刊網(文史哲類)： 收錄大陸出版之重要文史哲類學術期刊學報之全文影像。
中文工程學刊全文影像資料庫：收錄國內最有名的工程專業期刊包含【機械月刊】、【電機月刊】、【化
工技術】、【電子月刊】、【土木月刊】等五種期刊。
中國期刊網教育與社會科學輯：社會科學理論及社會學、人口學與計劃生育、人才學、教育等主題 。

▓全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系統(CDRS)五月起上線測試
傳統參考諮詢臺受限於服務時間、地點及人員配置，讀者提問有較多的限制。線上合作參考諮詢服

務(Coope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透過網際網路促使多館合作，以提供高品質、專業且不受

時空限制的參考諮詢服務。使得圖書館館員正可以發揮其對於資料組織與整理的專長，提供正確、完整且
深入的資訊，並透過資源共享，結合其他圖書館不同的館藏特色與館員專長，以滿足研究人員對於資訊的
需求與期望。知識庫的設計更可以將回答的內容做分類的集結，提供相關問題的參考答案。

▓新版全國館際合作系統平形測試
由科資中心接手主導的新版全國館際合作系統進入驗收測試階段，基本架構仍以舊版為藍圖，並在畫

面的美化上多做努力，第一波以台灣聯大四校為測試對象，自5月1日起至6月1日止為期一個月，目的在檢
驗系統的穩定性及找出入功能設計的問題。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eqType=301&UserId=IPAuto&Passwd=IPAuto&JSEnabled=1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eqType=301&UserId=IPAuto&Passwd=IPAuto&JSEnabled=1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http://cnki.csis.com.tw:8080/id.jsp?id=071
http://cnki.csis.com.tw:8080/id.jsp?id=071
http://cnki.csis.com.tw:8080/id.jsp?id=071
http://cnki.csis.com.tw:8080/id.jsp?id=071
http://211.21.109.118/supware/pass1.asp
http://211.21.109.118/PDIndex/Mechanic.htm
http://211.21.109.118/PDIndex/Electronic.htm
http://211.21.109.118/PDIndex/Chemical.htm
http://211.21.109.118/PDIndex/Chemical.htm
http://211.21.109.118/PDIndex/Elect.htm
http://211.21.109.118/PDIndex/CivilE.htm
http://cnki.csis.com.tw:8080/id.jsp?id=071


 
期刊組動態報導

周芳秀
● 圖書館藝文走廊開幕及葉永烜油畫個展
      為鼓勵校園師生及社團之創作活動，圖書館特規劃藝文走廊以展示各類平藝術創作。配合校慶活

動，藝文走廊開幕了，特邀請本校理學院院長葉永烜教授舉行個人油畫個展。相關資訊如下：
  展出時間：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至   七月二十五日
  展出地點：總圖書館地下室

 
葉院長創作簡介

本校理學院葉永烜院長，同時也是天文所、太空所的教授。在中學畢業時，曾有進入藝專研習繪畫

的念頭，但最後仍選擇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直到1987年，才再重新拿起畫筆（早期是用畫筆，後來則

改用畫刀）開始油畫創作。

本次展出多為一九九八年以後之創作，以風景、人物為主；風景畫中的山色、花卉或樹林景色大多

是在中央大學或在故宮、歷史博物館、國外等地取景。優游於科技與人文之間，葉院長的創作歡迎您蒞

臨觀賞。



 
典閱組動態報導

陳素蘭

▓寒假期間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持續進行
寒假期間，四校校際專車停駛。為服務讀者，四校另行租用專車，持續進行送書服務。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王怡婷小姐到職
典閱組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王怡婷小姐於2月11日到職，王小姐於92年自輔仁大學圖書資料、資管系畢

業。之前任職於長庚醫院圖書館，熟悉圖書館相關業務，其職掌為校史資料之徵集及組織分編、校史館網
頁建置與數位化、校史資料之編纂、陳列、展覽、管理、典藏及導覽、支援典閱組相關業務等。熱誠歡迎
她加入典閱組。
 

▓防範SARS 疫情蔓延，進館讀者均需量測體溫
為防範SARS 疫情蔓延，配合校方要求，4/26-4/30進館讀者均需量測體溫，籲請讀者發燒或身體不適

暫勿進館。
 

▓空調維修期間，於各樓層放置電扇，謝謝讀者共體時艱
因總圖中央空調停機，全館僅維持送風，為讓讀者有較舒適之閱覽環境，向各單位商借電扇數台，放

置各樓層。謝謝讀者共體時艱及各單位支援。
 

▓成立校史室及藝文走廊
配合校慶活動，於國鼎分館一樓成立校史室，歡迎讀者蒞臨參觀，校史館網頁也已經掛上本館網頁，

歡迎大家踴躍瀏覽。為鼓勵藝術創作活動，特於總圖地下一樓設置藝文走廊,凡本校教職員生、社團，均得
向本館提出申請參展。



 
資訊組動態報導

連文雄

▓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系統已上線測試

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已於五月完成系統建置與驗收，現已開放大家上線測試，九月份

起會進行相關推廣教育訓練，歡迎讀者多加利用，使用方式為進入網

站http://meta.lib.ncu.edu.tw後，輸入圖書館借還書系統之帳號密碼即可。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已更換新版

自93年5月起，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已更換新版，請畢業生至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管理系統網

站(http://thesis.lib.ncu.edu.tw)之[最新消息]中，下載新版本使用。

 

▓圖書館內已開放使用無線網路
圖書館內已開放使用無線網路，讀者除選擇於借還書櫃檯借用無線網卡上網外，自備網卡的讀者，

亦可透過計中的認證系統，輸入計中SPARC系統主機之帳號密碼後上網，詳細使用辦法請參閱圖書館網
站中之網址http://www.lib.ncu.edu.tw/wiremain.htm。

 

▓圖書館網路交換器已提升至Giga Switch

配合校園網路升級與建置台灣聯大相關服務，圖書館網路交換器已提升至Giga Switch 乙太網路架

構。

http://meta.lib.ncu.edu.tw/
http://thesis.lib.ncu.edu.tw/
http://www.lib.ncu.edu.tw/wiremain.htm


 
視聽組動態報導

蘇柏全

▓台灣聯大四校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將分兩期建置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數位多媒體技術之日趨成熟，圖書館對於多媒體資料的提供，也由原本提供

實體錄影(音)帶、音樂光碟、影碟的方式，轉換為提供VCD、DVD，並進一步運用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視訊群播(Multicast)等動態影音技術，且與線上互動學習、數位學習等機制加以整合，形

成動態並具積極性與互動性的服務。

    有鑑於此，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四校圖書館擬合作建

置「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提昇四校圖書館多媒體影音服務。四校圖書館並期望借由本案之進行，

將四校原有之多媒體影音媒體及課程教學錄影加以整合，以支援四校網路學習，並促成四校圖書館影

音多媒體資料之共享。系統將分兩期建置，第一期(93.1-12)進行VOD系統相關服務廠商的評估以及基

本的電腦軟、硬體設備的採購作業，並規畫其共同使用的介面和管理系統，第二期(94.1-12)著重在原

視聽館藏數位化與編輯等的分工問題。。

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包含：

l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之多媒體隨選視訊伺服器及磁碟陣列各一套，共三套
 (陽明大學於第一期中不採購)。

l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之多媒體隨選視訊管理伺服端軟體各一套，共三套 (陽
明大學於第一期中不採購)。

l          四校多媒體隨選視訊使用端軟體授權：四校在本採購案擬購置之使用端軟體授權套數如
表一所示﹔此外，表一亦列出四校未來擬擴充之授權套數。

 圖書館視聽組

第一期 未來

交通

大學

50 50

清華
大學

50 50

中央
大學

50 50

陽明
大學

0 50

表一： 四校在第一期及未來所須之多媒體隨選視訊使用端軟體授權套數
 

l          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網頁製作
l          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網路規劃

規劃四校圖書館視聽中心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Intranet之網路，以及與校園網路及校外
網路的連接方式。

▓室內設計師整體規劃設計視聽室
    視聽組請室內設計師整體規劃視聽室，視可用經費而定，可能包含：鋪設地板並更換座椅，提供使用
者較舒適的視聽環境、重新配置並更換視聽座位隔間，同時增加座位、擴大視聽資料典藏室，以滿足日益
增加的視聽館藏。預計於93年11月底完成。

▓視聽組網站已改版



為了提昇服務品質，視聽組網站已改版：完成事項–(1)視聽組網頁版面重新配置設計；(2)可針對視
聽資料館藏進行分類檢索(音樂CD及DVD部分；VCD、錄影帶、語言帶、考試類部分，持續進行中)；(3) 視
聽資料排行榜(音樂CD及DVD部分；VCD、錄影帶、語言帶、考試類館藏部分，持續進行中)；(4)讀者線上
討論區以及與視聽組的線上互動功能；(5)讀者線上票選圖書館影展影片及館藏推薦。

▓放影機更新成DVD放影機
鑑於媒體科技的進步，已逐步淘汰VHS放影機及LD放影機，更新成DVD放影機。

▓圖書館影展
視聽資料室定期舉辦圖書館影展，並提供全校師生票選影片，以及提供校內ＣＡＴＶ圖書館頻道影片

來源，請讀者踴躍推薦。



 
日期 圖書館紀事 (92.12-93.06)

92.12.01 典閱組校史館計畫人員面談。

92.12.02 參考組辦理OPEN版資料庫利用教育推廣活動。

92.12.02-04 九十二年度圖書館週舉辦活動：複本圖書期刊贈送；政府出版品
入口網站OPEN資料庫有獎徵答；政府出版品巡迴展。

92.12.05 周芳秀至中央信託局參加「台灣聯大四校二○○四年西文期刊採
購案」第二次開標作業。

92.12.05 陳素蘭、吳淑菁至國家圖書館參加「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圖書館
學刊物文獻授權問題座談會。

92.12.05 圖書館同仁參加人事室舉辦台灣聯大介紹及專題演講「學校行政
人員應具備之法制觀念」。

92.12.05 典閱組夜間館員李忠育先生到職，接替許峪嵐職缺。

92.12.06 總圖書館停電更換集合式高壓電表，閉館一天。

92.12.08 張惠文館長參加「本校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選拔」暨九十二
年度年終考績協調會。

92.12.09 陳芷瑛至台北中央研究院參加「二○○三年數位化論文典藏研討
會」。

92.12.10 九十二年圖書館輪調委員會開會，尤碧玉及劉宏華輪調申請因無
對調人員，輪調不成，維持現狀。

92.12.10 台灣聯大建教合作專任人員及校史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面試。

92.12.10 圖書館第七十一次業務會報。

92.12.11 尤碧玉等參加會計室「九十三年會計網路請購系統」教育訓練。

92.12.11 曾秀琴參加本校分層負責年度檢討會議。

92.12.15 張惠文館長邀請黃副校長興燦、忠志公司孫愛元先生、總務處何
碧煥先生及本館相關同仁共同會勘總圖書館中央空調現況。

92.12.15 營繕組會同高壓電廠商檢查及解說總圖高壓電表事宜。

92.12.18 尤碧玉、李筱玲參加九十三年圖書館館舍清潔開標審查，澤峰公
司得標，繼續承包本館館舍清潔工作。

92.12.22 資訊組「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開標評選。

92.12.23 張惠文館長參加九十二學年度全校學生幹部座談會。

92.12.26 圖書館第八次組長會議。

92.12.26 尤碧玉參加總圖書館九十三年中央空調常年維護及年度大保養開
標，由忠志公司得標。

92.12.29 尤碧玉參加總圖書館九十三年電梯保養議價，由永大機電公司繼
續保養。

92.12.30 圖書館第九次組長會議。

92.12.31 連文雄至國家圖書館參加「全國博碩士論文線上建檔系統暨分散
式學位論文共建共享系統推廣說明會」。

93.01.02 資訊組台灣聯大建教合作專任人員王玉美小姐報到上班。

93.01.06 校史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面談。

93.01.06 視聽資料組個人視聽室電腦失竊。

93.01.07 圖書館第七十二次業務會報。

93.01.09 韓國漢陽大學圖書館館長參觀總圖書館。

93.01.12 資訊組舉辦「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第一次工作
會議。

93.02.05 圖書館第七十三次業務會報。

93.02.11 校史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王怡婷小姐到職。

93.02.11 張惠文館長參加「中央大學九十週年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第一
次籌備會議。

93.02.12 舉辦「台灣聯大四校博碩士論文系統」教育訓練。



93.02.13 李淑容至台北參加「第三屆OCLC台灣諮詢顧問會議 - 邁向二十一
世紀圖書館創意服務」。

93.02.16 圖書館第十次組長會議。

93.02.18 徐月美至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全國線上參考合作系統CDRS會
議」。

93.02.23 陳素蘭、連文雄、李忠育至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圖書
館離校整合系統會議」。

93.02.24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通訊第三十七期電子版發行。

93.02.25 顏杏娥至台北參加「二○○四年飛資得新產品發表會」。

93.02.26 張惠文館長至花蓮東華大學參加「九十二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
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93.02.26 本館與廠商舉行「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第三次
工作會議。

93.03.01 資訊組舉辦「客家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系統」教育訓練。

93.03.04 圖書館第七十四次業務會報。

93.03.04 周芳秀至公共工程委員會參加「二○○四年西文期刊採購申訴案
預審會議」。

93.03.08 陳芷瑛至台北師範學院參加國科會科資中心舉辦之「CONCERT九十
三年度座談會」分享電子資源彙整管理與推廣服務之經驗。

93.03.08 本校第四Ｏ二次行政會議決議，圖書館地下室閱覽區規劃兼做為
藝術創作展場，93.03.17並經藝文中心諮議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
議決議通過。

93.03.09 尤碧玉參加電算中心電子公文系統導入經驗談。

93.03.11 九十二學年度圖書館第二次館務會議，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
館人員職務輪調辦法」第三條第二款，並選出九十三年度輪調委
員代表尤碧玉、李淑容、李筱玲、鍾璧珍，候補委員徐月美。

93.03.11 張惠文館長與各組組長至清華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圖書資
源共享規劃小組第六次會議」。

93.03.12 陳芷瑛協助研發處舉辦之「期刊論文搜尋及建教合作業務相關辦
法」說明會，講解資料庫檢索。

93.03.18 張惠文館長率各組組長參訪淡江大學圖書館。

93.03.18 張惠文館長參加「台灣聯大系統校長、副校長會議」。

93.03.23 資訊組舉辦「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第一次教育
訓練。

93.03.25 徐月美至台中逢甲大學參加「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七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

93.03.26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送交秘書室。

93.03.29 台灣聯大九十二年第二期經費詳細計畫書送交教務處。

93.03.30 資訊組舉辦「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第二次教育
訓練。

93.03.30 張惠文館長、王怡婷、張璧華參加「校史館委員會籌備會議」。

93.03.31 圖書管理委員會議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會議，修正本館視聽資料
室使用辦法第八條。

93.04.01-06 校際活動週為服務讀者，一日、二日、三日、五日照常開館，時
間為八時至十七時，提供一般閱覽及借還書服務，其他服務暫
停；四日為民族掃墓節，六日校慶補假日閉館。

93.04.08 圖書館第七十五次業務會報。

93.04.09 朱碧靜參加人事室舉辦「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新聘教師暨研究
人員座談會」。

93.04.09 期刊組舉辦說明會，請各系所評估本校是否加入「台灣聯大Wiley
 電子期刊聯盟」。

93.04.15 尤碧玉、吳淑菁參加總圖書館中央空調冷卻水塔暨冷卻管線汰舊
換新工程開標，由長利和公司得標。

93.04.16 期刊組舉辦「台灣聯大外文期刊聯合採購案」第六次會議，邀請



四校期刊組組長討論台灣聯大外文期刊聯合採購相關事宜及邀
請Wiley公司人員主講「台灣Wiley電子期刊聯盟之展望」。

93.04.19 陳素蘭、李忠育至清華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圖書資源服務
離校整合系統會議 」。

93.04.21 顏杏娥參加「國內出版之中文圖書館共同供應契約座談會」。

93.04.21-93.05.28 總圖書館中央空調冷卻水塔暨冷卻管線汰舊換新工程施工，全館
空調停機，僅維持送風。

93.04.26 連文雄至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四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整合會議」。

93.04.28 資訊組舉辦「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第三次工作
會議（MetaLib測試及問題解答）。

93.04.28 周芳秀至清華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西文期刊聯合採
購」Swets服務說明會。

93.05.05 陳芷瑛至科資中心參加「新版全國館際合作系統(ILL)第一期平行
測試計畫」教育訓練。

93.05.05 周芳秀至科資中心參加「SDOS二○○五年計費模式討論會」。

93.05.06 圖書館第七十六次業務會報。

93.05.07 徐月美至政治大學參加「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

93.05.10 陳芷瑛至科資中心參加「WOS 二○○五年議價座談會」。

93.05.10 圖書館第十一次組長會議。

93.05.12 Swets台灣區代表陳尚權總經理拜訪張惠文館長及周芳秀組長。

93.05.13 周芳秀至師範大學參加「Year 2004 Taiwan Library Connect
 Seminar」。

93.05.14 「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完成驗收。

93.05.17 陳素蘭及李忠育至清華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圖書資源服務
之離校整合系統」教育訓練。

93.05.19 參考組舉辦「全國線上參考合作系統CDRS」教育訓練。

93.05.20 張惠文館長、視聽組人員參加總務處「視聽資料室電腦失竊案檢
討會議」。

93.05.25 Hartwick College 蔣張思南女士與圖書館同仁座談會，談論圖書
館的現況與趨勢。

93.05.27 台灣聯大九十二年第一期執行成果送交教務處。

93.05.28 資訊組舉辦「CISCO Switch 3750教育訓練」。

93.05.28 周芳秀至清華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西文期刊聯合採購案」
討論訂購二○○五年Elsevier電子期刊等事宜。

93.05.28 參考組舉辦AIMS教育訓練。

93.06.01 陳心禾至中正機場支援諮商中心資源教室企業參觀活動。

93.06.01 期刊組舉辦「二○○五年期刊增刪作業及 SDOS新約計價模式」說
明會，請各系圖書委員參加。

93.06.03 圖書館藝文走廊揭幕及慶祝茶會，理學院院長葉永烜教授舉行個
人油畫創作展，展期至93.07.25。

93.06.03 圖書館第七十七次業務會報，邀請文學院李瑞騰院長參加。

93.06.05 本校九十三年度校慶大會及畢業典禮活動，照常上班。

93.06.07 校慶補假日，適逢期末考，為服務讀者，照常開館。

93.06.08 李忠育至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圖書資源之離校整合系
統問題討論會」。
視聽組蘇柏全組長至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大四校多媒體
隨選視訊系統招標討論會」。

93.06.09 參考組會議室舉辦ebrary電子書推廣。

93.06.10 台灣聯大四校期刊組與Wiley 公司會議。

93.06.18 總圖中央空調冷卻水塔暨冷卻管線汰舊換新工程驗收。

93.06.29 圖書館第十二次組長會議。

 



 

國立中央大學九十二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二次會議紀錄（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開會地點：總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許綺玲　賀廣如　樊采虹　葉鴻國　楊思明（鄭紹良代）　秦靜如　范懿文

　　　　　張嘉惠　蔡宗漢　吳幸鴻　王國英（林和豪代）  涂秀伶　蔡龍治　林立峰
　　　　　劉靜儒　洪秀雄
列席人員：朱碧靜　陳素蘭　陳芷瑛　周芳秀　連文雄　蘇柏全
請假人員：房美玉　楊聰榮　劉道光　張奉文　洪勵吾　王乾盈
主　　席：張館長惠文                    　　　　　　　紀錄：尤碧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

1、圖書館在上學期執行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各項子計畫，包括圖書代借代還服務、訂購電子資源、採購四校
館藏整合查詢系統等，歷次經費統計表（附件一）提供委員參考，各組將報告子計畫執行情形。

2、館藏方面有土木系、太空遙測中心、環工所及很多單位的贈書，UST經費購書、客家購書計畫及文學院購續
修四庫全書等，九十二年館藏量增加41,000餘冊，同仁也承擔很大的工作量及壓力。九十二年度各單位採購
圖書、期刊、光碟經費統計表（附件二）提供委員參考。

3、九十三年學校總預算遭刪除2,000餘萬元，但學校也撥款500萬元支援圖書館提出之五項專案計畫，包括中央
空調冷卻水塔及零件汰換，二十四小時自修閱覽室、圖書移架及增加書架，校史館搬遷計畫等。

4、校長認為圖書館藏成長不夠多，請圖書館辦理募書活動，採編組已行文各單位踴躍捐書，並將在館訊上公
告，建請校友捐書，以豐富館藏。

 
三、各組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九十二年度因為台灣聯大圖書資源整合共享及客委會計畫補助，本校購書經費成長一倍有餘，加上電子書

添購，年度購書成長量亦較往年成長一倍有餘。目前圖書館藏量（含電子書）已達四十五萬餘冊。

2、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計畫第三次核撥經費，其中合作發展館藏子計畫約有100萬元，將用以採購電子

書。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台灣聯大校際專車本學期由交大負責承租，行駛時間仍為週二、 週三、 週五，提醒欲搭車及取書的讀者

留意到達各校及開車時間（如下述），校際活動週期間將暫停行駛。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 

到站--------------------12:30-----------13:40----------14:35 

出發----12:15---------12:35-----------13:45----------16:20 

 -------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到站----17:15-------18:35---------19:00 

出發----17:20 ------18:40

2、本組三個專案校史館文物遷移、闢建自修閱覽室、三、四樓書庫增加書架、移架工程，校史館地點可能又

要搬回大講堂三樓，目前已經開始製作校史館網頁，另兩項計畫預計暑假開始執行。

3、讀者要求研究所考試前一、兩個月，延長閉館時間，因本館人力及經費無法負荷，無法延長閉館時間；但

因24小時自修閱覽室尚未闢建完成，為服務讀者，期中考試期間（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延長至夜間十二

點閉館。

4、校際活動週（四月一日至五日）圖書館因考量各項考試及期中考將屆，一、二、三、五日將照常開館，時

間為八時至十七時，提供一般閱覽及借還書服務，其他服務暫停；四日為民族掃墓節，六日校慶補假日依

規定閉館。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以台灣聯大第二次核撥經費訂購電子資源專案購入之內容，有Cell Press九種電子期刊、Refworks書目管理

軟體、AIMS線上互動教學軟體、台灣經濟新報、中國期刊網文史哲(1994-2004)、JSTOR(A/S I、A/S

 II、Language & Literature、Business、General Science)五大collection、Science Online、ACM Digital Library、漢

籍電子文獻、Nature Online共十種。

2、圖書館提供不限金額購買館際合作額度之服務，可做為向外館申請資料複印或借閱圖書之用。教師若有計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0331??????UST??????.pdf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0331??????92????????????.pdf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0331??????92????????????.pdf


畫經費可考慮以此方式處理，節省報帳之程序。

3、台灣聯大四校聯合訂購電子資源子計畫，本館擬以九十三年度經費（第四次核撥）續訂二○○四年電子資

料庫為目標，但目前尚無核撥款及分配額訊息。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本校目前參加兩種電子期刊聯盟：ScienceDirect OnSite （SDOS）及Consortium Wiley International

 Serials（ConWIS）（加盟者可以使用聯盟所訂的電子期刊），兩種加盟的合約將於二○○四年底屆滿，二

○○五年起將是新局面的開始，目前SDOS之新價格政策尚未出爐，會不會再將紙本與電子版綁在一起賣？

或可單訂電子版，但價格提高？相信這是所有大學都關心的。

2、繼二○○四年四校西文期刊聯合採購後，四校圖書館期刊組將繼續評估合作項目，包括二○○五年起是否

組成「四校Wiley電子期刊聯盟」（以四校目前的Wiley期刊採購總金額，扣掉重複訂購部分，換訂其

他Wiley期刊，視四校為一個訂購單位，各校可以使用並永久擁有聯盟所訂的電子期刊）之可行性，由於事

關16個系所的訂購及全校各單位的使用，近期內將舉辦說明會請各單位圖書委員共同討論。

3、關於西文現期期刊之排架方式，經與法文系劉光能主任聯繫，了解不同領域讀者的特殊需求後，本組決定

尊重文學院的建議，將於二○○五年起，現期西文期刊會依院為單位，將各院所有系所的期刊集中，以刊

名字母順序排架。

4、第四○二次行政會議中理學院葉院長提議，請圖書館考慮將地下室閱讀區規劃，以供展覽校內師生藝術創

意作品之用。本案已通過，將由期刊組負責規劃展示辦法。

圖書館地下室閱讀區現況：
（1）地下室供讀者閱報並典藏舊報紙（大多為文學院、管理學院購買教學、研究用之報紙及圖書館訂購之

一般性報紙合訂本）。
（2）目前空間上無法清除儲藏之物品，感覺上較沈悶，但已規劃並粉刷牆面供懸掛展示之用。
（3）本區高度過低，只有210公分，較其他樓層低約50公分，無法成為理想的藝文展示區。

館長：圖書館開放地下室兩側牆壁供本校教職員生申請作品展示，並儘量請藝文中心主任或相關諮詢委
員不定時來館指導。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台灣聯大相關資訊系統計畫進度報告如下：

（1）四校圖書館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子計畫，本館為召集館，由於目前各項電子資源種類繁多，查詢介
面各家不同，往往造成讀者不便與學習時間浪費，透過本系統，可提供單一介面來整合查詢各家之資料
庫、電子期刊、館藏目錄等電子資源，並針對個人資訊需求，提供客製化之個人服務。本系統已於九十
二年十二月完成評選與決標（總價750萬元，主機置於本館），現正進行開發與建置工作，預計五月完
成驗收，九月正式開放上線使用。

（2）四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子計畫，目前廠商正進行系統修改與測試，預計今年五月開放上線使用。此外，
為減輕畢業生上載電子檔至國家圖書館之額外負擔，四校已與國家圖書館完成合作協議，將來畢業生只
需將論文上載至四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再由各校圖書館每季批次上載至國家圖書館。

（3）建置資料庫鏡射站(Mirror Site)子計畫，為提升讀者查詢國內外資料庫的速度，交大圖書館已規劃建置四
校圖書館使用之鏡射站(Mirror Site)，將來有需要的電子資料庫，可請交大圖書館進行處理設定。

2、圖書館無線網路已於去年完成建置，目前讀者除可向流通櫃檯借用無線網卡外，自備網卡的讀者，亦可使

用電算中心架設之認證系統在館內上網使用，詳細說明與使用方式可參閱網

址http://www.lib.ncu.edu.tw/wiremain.htm。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為了提昇服務品質，視聽組網站已改版，完成事項：(1)視聽組網頁版面重新配置設計；(2)可針對視聽資料

館藏進行分類檢索(音樂CD及DVD部分；VCD、錄影帶、語言帶、考試類部分，持續進行中)；(3)視聽資料

排行榜(音樂CD及DVD部分；VCD、錄影帶、語言帶、考試類館藏部分，持續進行中)；(4)讀者線上討論區

以及與視聽組的線上互動功能；(5)讀者線上票選圖書館影展影片及館藏推薦。

2、鑑於媒體科技的進步，已逐步淘汰VHS放影機及LD放影機，更新成DVD放影機。

3、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計畫，積極發展四校視聽媒體數位化館藏－VOD隨選視訊系統的建置，規劃分成二

期來進行VOD系統相關電腦硬體設備、軟體及數位視聽資料等相關產品的建置。第三次核撥經費中約

有181萬元，將先購置系統的軟、硬體設施。

4、視聽資料室一月初遭竊，損失電腦設備八部，目前設備已陸續補齊並加強安全設施及管理。

 
四、顧問諮詢

洪顧問秀雄：視聽資料室的安全，除監視系統及閉館前清查外，建議將彈簧鎖改成機械鎖；圖書逾期催還
通知；是否能事先顯示圖書被預約。

蘇組長：閉館前備用書庫會上鎖，無法再進視聽室。
陳主任：逾期均會e-mail通知讀者；如有人預約，館藏查詢時系統會顯示目前已預約人數。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1、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視聽資料室使用辦法」第八條，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21023???????????????1.xls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0331????????????.pdf


2、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圖書借書期限及逾期日數計算標準」，
請 討論。
說明：本館圖書逾期罰款係用於聘人及館舍修繕、增添設備，提昇服務品質。
決議：適度回應讀者的問題，定期公布罰款用途以昭公信，不須修正規則；續借期間之預約，影響續借

者的還期，請典閱組再評估、檢討。
 

二、臨時動議：無。
 

丙、散會。（下午一時三十分）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館務會議（摘要）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地    點：總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朱碧靜　李淑容　宋瓊玲　顏杏娥　張璧華　王名玉　陳素蘭  林茂華
　　　　　劉宏華　張俊堯　李忠育　王怡婷　陳芷瑛　徐月美　陳心禾　周芳秀
　　　　　王綽英　李筱玲　曾秀琴　連文雄　吳淑菁　王玉美　蘇柏全　鍾璧珍
請    假：
主    席：張館長惠文　李院長瑞騰　　　　　　　　　　　　　　記錄：尤碧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

1、歡迎新進館員李忠育先生、王玉美小姐、王怡婷小姐。

2、上學期同仁執行客家計畫、台灣聯大各項子計畫、學校專案補助、校史館業務等，一切順利，感謝大家的

努力與付出。

3、今天將票選輪調委員，本館輪調辦法已施行多年，但尚未開始輪調，提醒應儘早啟動輪調機制。

4、依學校獎懲規定，各組如有表現特別優異同仁，可提報敘獎。

5、九十三年學校專案補助圖書館500萬元，區分為空調部分260萬元，校史館30萬元，書庫移架90萬元及24小時

自修閱覽室120萬元。

6、星期一（三月八日）行政會議，決議本館地下室要規劃兼做為藝術創作展場。

7、學校重視環境美化，本館請李淑容編審代表參加清潔競賽評比，會議結論將傳送同仁，評分七十分以下將

公布名單，請同仁共同發揮創意美化環境。

三、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九十二年度因台灣聯大及客家專款，總購書經費達2,136萬餘元，與歷年購書經費相較約莫成長一倍。
2、去年來自土木、環工及太遙之大批贈書目前多已查完複本，預計本年度可將此批贈書分編完成。
3、館長三月八日行政會議後指示，辦理大幅度募書活動，增加館藏。

館長：圖書館藏九十二年暴增43,000餘冊，校長認為總館藏量仍太少，希望發動捐書活動。

結論：將來報告館藏量，特別說明統計資料內容，以資區別，如圖書館藏量、圖書及非書館藏量。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校史館新進館員王怡婷小姐已經於二月十一日到職，分機為7408，工作項目為：徵集及組織分編校史資
料、校史館網頁建置與數位化、校史資料之編纂、陳列、展覽、管理、典藏及導覽，並支援典閱相關業
務。校史館地點決定在國鼎分館一樓，熱誠歡迎她的加入。

2、依據本館閱覽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三月二十日為選舉投票日，閉館一天。校際活動週援例閉館，但考量各
項考試及期中考將屆，四月一日、二日、三日、五日開館，時間為八時至十七時；四月四日為民族掃墓
節，四月六日校慶補假日依規定閉館；因24小時自修閱覽室尚未闢建完成，為服務讀者，期中考試期間
（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延長至夜間十二點閉館。

3、館訊三十七期已經出版，謝謝同仁賜稿、幫忙校稿及協助發行。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全國線上參考合作系統(CDRS)台灣聯大四校及醫學圖書館為核心測試成員，請同仁有空上網協助使用，並
將問題反應給本組以利回報。

2、民國九十四年起科資中心將加收CONCERT會員服務費，基本會費5,000元，另視訂購資料庫種數收自7,000元
到25,000元不等服務費。

3、SDOS電子期刊即日起提供另一介面SDOL試用至十二月底，看似好消息，但若此為Elsevier公司政策，將全
面轉換使用平台，並採用不同計價模式的話，一旦不能拆購個別出版社的產品，訂價將非常可觀。



4、九十二年底以台灣聯大經費及收支款購入之A3雷射彩色印表機，置於典閱組辦公區，如需安裝光碟片請向
參考組借用。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本年度圖書館預繳九種23份全年報費所得之贈品，除保留部分當作職工年度活動摸彩用之贈品外，本組提
出藉舉辦「圖書館內部活動」機會，將其他贈品移做本館館員摸彩用之建議，已於三月四日之「業務會
報」中獲得通過。

結論：贈品中禮券部分分贈義工，表示謝意；其餘作為圖書館公用及捐贈職工慶生、校友春節聯誼等禮物
之用。

2、西文複本期刊一批計444種（分裝70箱、12捆），擬於報廢核准後贈送給清雲大學圖書館典藏。

3、地下室將規劃藝文展示區，牆面已於三月六、七日重新粉刷。期刊組將蒐集相關資料，訂定規則並開放學
校師生申請展示。暫訂：

（１）開放地下室牆壁，作為館方辦活動之展示區。

（２）若校內社團或個人有興趣，不嫌棄場地簡陋，經由申請，圖書館可提供展覽場地。

（３）社團或個人須自負安裝、保管、推廣及場地維護等責任。

4、藝文展示管理並非期刊組職責，因所規劃展示場地在閱報區，暫由期刊組規劃，長久之計，仍應有權責之
分，請討論。

結論：期刊組訂定申請辦法後，典閱組負責審核申請及相關事宜。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配合台灣聯大兩部主機置於本館管理，一月一日起增聘建教合作計畫助理王玉美小姐，負責台灣聯大系統
之管理維護。四校整合查詢系統預定下週在本館進行教育訓練。

2、客家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系統專案業已完成第一期工作，有關第二期系統之內容與構想，請各組於下星期
一（三月十五日）前提供建議。

尤碧玉：楊聰榮老師表示客家計畫相關事宜聯絡人改為黃萍瑛小姐。

3、計中通知三、四月校內將陸續進行網路工程（升級至Giga），主機與個人電腦之網路參數設定均須配合修
改，資訊組會陸續至各組調整，請大家配合協助。

4、其它有關台灣聯大各系統、客家專案，館內主機、電腦、網路之現況與報告，詳如各月之業務會報紀錄。

5、有關CATV收視問題，事務組宋宏日組長表示須再徵詢總務長後再答覆。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視聽組個人視聽室失竊，已加裝防盜監視設備，並採交叉監督方式管理。

2、配合個人視聽室及團體視聽室更名，視聽資料室使用辦法相關條文將提案圖書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七）校史館王怡婷：

1、校史館將設址於國鼎分館一樓白樓特藏室，目前規劃原期刊架不撤，只將部分閱覽桌椅撤走，由於有許多

照片或字畫將掛於牆上，不知李國鼎先生家人對於在牆上釘釘子等動作會不會有意見。

張璧華：國鼎分館移交時雖然沒有正式書面劃定範圍，但是圖書館一直分擔國鼎圖書資料館的一樓及地

下室一樓的維護費用。一樓收發室是收發信件預留室，至今仍未使用，校史館在國鼎分館設

立，有需要此空間可以向國鼎館負責主管爭取給校史館使用。

館長：三月三十日校史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請王怡婷、張璧華列席。

結論：國鼎館一樓的兩間會議室是否可作為校史館用，還待商議。

2、總圖輿圖區上方的牆壁也將懸掛校史館照片，以增加校史文物的曝光機率。

結論：總圖書館地下一樓也可考慮懸掛校史照片。

3、現圖書館地下一樓有放很多從校史館搬回的東西，如學校立體圖展示櫃，可尋找圖書館其他適合擺放的空



間。

4、校史館網頁第一版自從上次給各組長看，後來又有新的修正版本已完成，後因資訊組有一工讀生可支援校

史館網頁製作，所以預計在工讀生將網頁雛型建置完成後，再將網頁展現給大家看。

（八）行政室尤碧玉：

1、藝文中心簽請圖書館工友繼續兼任公文收發及寄信工作至九十三年底，總務處希望過渡期間請圖書館繼續

支援。根據簡明榜先生僱用契約書及尊重簡先生意願，本館同意暫時支援至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且基於

藝文中心之收發文並非圖書館之業務，目前支援應屬個案性質，請管理單位儘速解決藝文中心之人力需求

並明確告知過渡期間之期限。校長批示：同意簡先生兼任至六月三十日，如簡先生再續約為圖書館工友則

兼任延至年底。

2、圖書館歷年統計（八十三年至九十二年）、全校書刊光碟經費統計均已公布於網路辦公室。

3、圖書館九十三年專案補助經費500萬元，三月九日學校用業務外收入已撥入補助款，經常門1,474,000元，資

本門3,526,000元，典閱組及資訊組專案補助計畫相關人員可上網辦理請購事宜。

4、請同仁依保管組來文自行上網下載財產清單辦理財產盤點。館長告知日光燈管領用須扣各單位費用，圖書

館經費有限，須負擔衛生紙、日光燈管、飲水機、消防器材、土木修繕、領物…等，請同仁撙節開支。

5、總務：第一次年度大掃除，將請廠商於四、五月間進行；東面窗戶及外牆預訂於五月下旬清洗；七、八

月間將進行全館環境消毒。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一）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人員職務輪調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二）票選本館九十三年度輪調委員會輪調委員同仁代表四名。

決議：出席人員共計25人，有效票24票，李淑容及顏杏娥負責開票，王綽英、鍾璧珍監票。開票結果尤碧
玉12票、李淑容及李筱玲各11票、鍾璧珍9票、徐月美8票。本（九十三）年度輪調委員同仁代表當
選名單為尤碧玉、李淑容、李筱玲、鍾璧珍；候補委員徐月美。九十三年圖書館輪調委員名單如附
件二。

二、臨時動議：
讀者抱怨借書逾期罰款，未接到書面通知。建議典閱組檢視作業流程，務求周延，避免引起抱怨。（尤

碧玉提）
結論：加強長期逾期催書，以書面通知讀者；整理讀者檔，找出缺乏 e-mail address的讀者，儘量補全；發函

各單位，流通相關通知單，皆以電子郵件發送。
 
丙、散會。（下午十二時十分）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0311????????????.pdf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pdf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館務會議（摘要）

尤碧玉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地    點：總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朱碧靜　李淑容　宋瓊玲　顏杏娥　張璧華　王名玉　陳素蘭  林茂華
　　　　　劉宏華　張俊堯　李忠育　王怡婷　陳芷瑛　徐月美　陳心禾　周芳秀
　　　　　王綽英　李筱玲　曾秀琴　連文雄　吳淑菁　王玉美　蘇柏全　鍾璧珍
請    假：
主    席：張館長惠文　李院長瑞騰　　　　　　　　　　　　　　紀錄：尤碧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

1、歡迎新進館員李忠育先生、王玉美小姐、王怡婷小姐。

2、上學期同仁執行客家計畫、台灣聯大各項子計畫、學校專案補助、校史館業務等，一切順利，感謝大家的

努力與付出。

3、今天將票選輪調委員，本館輪調辦法已施行多年，但尚未開始輪調，提醒應儘早啟動輪調機制。

4、依學校獎懲規定，各組如有表現特別優異同仁，可提報敘獎。

5、九十三年學校專案補助圖書館500萬元，區分為空調部分260萬元，校史館30萬元，書庫移架90萬元及24小

時自修閱覽室120萬元。

6、星期一（三月八日）行政會議，決議本館地下室要規劃兼做為藝術創作展場。

7、學校重視環境美化，本館請李淑容編審代表參加清潔競賽評比，會議結論將傳送同仁，評分七十分以下將

公布名單，請同仁共同發揮創意美化環境。

三、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九十二年度因台灣聯大及客家專款，總購書經費達2,136萬餘元，與歷年購書經費相較約莫成長一倍。
2、去年來自土木、環工及太遙之大批贈書目前多已查完複本，預計本年度可將此批贈書分編完成。
3、館長三月八日行政會議後指示，辦理大幅度募書活動，增加館藏。

館長：圖書館藏九十二年暴增43,000餘冊，校長認為總館藏量仍太少，希望發動捐書活動。

結論：將來報告館藏量，特別說明統計資料內容，以資區別，如圖書館藏量、圖書及非書館藏量。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校史館新進館員王怡婷小姐已經於二月十一日到職，分機為7408，工作項目為：徵集及組織分編校史資
料、校史館網頁建置與數位化、校史資料之編纂、陳列、展覽、管理、典藏及導覽，並支援典閱相關業
務。校史館地點決定在國鼎分館一樓，熱誠歡迎她的加入。

2、依據本館閱覽規則第三條第二款，三月二十日為選舉投票日，閉館一天。校際活動週援例閉館，但考量各
項考試及期中考將屆，四月一日、二日、三日、五日開館，時間為八時至十七時；四月四日為民族掃墓
節，四月六日校慶補假日依規定閉館；因24小時自修閱覽室尚未闢建完成，為服務讀者，期中考試期間
（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延長至夜間十二點閉館。

3、館訊三十七期已經出版，謝謝同仁賜稿、幫忙校稿及協助發行。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全國線上參考合作系統(CDRS)台灣聯大四校及醫學圖書館為核心測試成員，請同仁有空上網協助使用，並
將問題反應給本組以利回報。

2、民國九十四年起科資中心將加收CONCERT會員服務費，基本會費5,000元，另視訂購資料庫種數收
自7,000元到25,000元不等服務費。

3、SDOS電子期刊即日起提供另一介面SDOL試用至十二月底，看似好消息，但若此為Elsevier公司政策，將全
面轉換使用平台，並採用不同計價模式的話，一旦不能拆購個別出版社的產品，訂價將非常可觀。

4、九十二年底以台灣聯大經費及收支款購入之A3雷射彩色印表機，置於典閱組辦公區，如需安裝光碟片請向
參考組借用。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本年度圖書館預繳九種23份全年報費所得之贈品，除保留部分當作職工年度活動摸彩用之贈品外，本組提
出藉舉辦「圖書館內部活動」機會，將其他贈品移做本館館員摸彩用之建議，已於三月四日之「業務會



報」中獲得通過。

結論：贈品中禮券部分分贈義工，表示謝意；其餘作為圖書館公用及捐贈職工慶生、校友春節聯誼等禮物
之用。

2、西文複本期刊一批計444種（分裝70箱、12捆），擬於報廢核准後贈送給清雲大學圖書館典藏。

3、地下室將規劃藝文展示區，牆面已於三月六、七日重新粉刷。期刊組將蒐集相關資料，訂定規則並開放學
校師生申請展示。暫訂：

（１）開放地下室牆壁，作為館方辦活動之展示區。

（２）若校內社團或個人有興趣，不嫌棄場地簡陋，經由申請，圖書館可提供展覽場地。

（３）社團或個人須自負安裝、保管、推廣及場地維護等責任。

4、藝文展示管理並非期刊組職責，因所規劃展示場地在閱報區，暫由期刊組規劃，長久之計，仍應有權責之
分，請討論。

結論：期刊組訂定申請辦法後，典閱組負責審核申請及相關事宜。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配合台灣聯大兩部主機置於本館管理，一月一日起增聘建教合作計畫助理王玉美小姐，負責台灣聯大系統
之管理維護。四校整合查詢系統預定下週在本館進行教育訓練。

2、客家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系統專案業已完成第一期工作，有關第二期系統之內容與構想，請各組於下星期
一（三月十五日）前提供建議。

尤碧玉：楊聰榮老師表示客家計畫相關事宜聯絡人改為黃萍瑛小姐。

3、計中通知三、四月校內將陸續進行網路工程（升級至Giga），主機與個人電腦之網路參數設定均須配合修
改，資訊組會陸續至各組調整，請大家配合協助。

4、其它有關台灣聯大各系統、客家專案，館內主機、電腦、網路之現況與報告，詳如各月之業務會報紀錄。

5、有關CATV收視問題，事務組宋宏日組長表示須再徵詢總務長後再答覆。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視聽組個人視聽室失竊，已加裝防盜監視設備，並採交叉監督方式管理。

2、配合個人視聽室及團體視聽室更名，視聽資料室使用辦法相關條文將提案圖書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七）校史館王怡婷：

1、校史館將設址於國鼎分館一樓白樓特藏室，目前規劃原期刊架不撤，只將部分閱覽桌椅撤走，由於有許多

照片或字畫將掛於牆上，不知李國鼎先生家人對於在牆上釘釘子等動作會不會有意見。

張璧華：國鼎分館移交時雖然沒有正式書面劃定範圍，但是圖書館一直分擔國鼎圖書資料館的一樓及地

下室一樓的維護費用。一樓收發室是收發信件預留室，至今仍未使用，校史館在國鼎分館設

立，有需要此空間可以向國鼎館負責主管爭取給校史館使用。

館長：三月三十日校史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請王怡婷、張璧華列席。

結論：國鼎館一樓的兩間會議室是否可作為校史館用，還待商議。

2、總圖輿圖區上方的牆壁也將懸掛校史館照片，以增加校史文物的曝光機率。

結論：總圖書館地下一樓也可考慮懸掛校史照片。

3、現圖書館地下一樓有放很多從校史館搬回的東西，如學校立體圖展示櫃，可尋找圖書館其他適合擺放的空
間。

4、校史館網頁第一版自從上次給各組長看，後來又有新的修正版本已完成，後因資訊組有一工讀生可支援校

史館網頁製作，所以預計在工讀生將網頁雛型建置完成後，再將網頁展現給大家看。

（八）行政室尤碧玉：

1、藝文中心簽請圖書館工友繼續兼任公文收發及寄信工作至九十三年底，總務處希望過渡期間請圖書館繼續

支援。根據簡明榜先生僱用契約書及尊重簡先生意願，本館同意暫時支援至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且基於



藝文中心之收發文並非圖書館之業務，目前支援應屬個案性質，請管理單位儘速解決藝文中心之人力需求

並明確告知過渡期間之期限。校長批示：同意簡先生兼任至六月三十日，如簡先生再續約為圖書館工友則

兼任延至年底。

2、圖書館歷年統計（八十三年至九十二年）、全校書刊光碟經費統計均已公布於網路辦公室。

3、圖書館九十三年專案補助經費500萬元，三月九日學校用業務外收入已撥入補助款，經常門1,474,000元，

資本門3,526,000元，典閱組及資訊組專案補助計畫相關人員可上網辦理請購事宜。

4、請同仁依保管組來文自行上網下載財產清單辦理財產盤點。館長告知日光燈管領用須扣各單位費用，圖書

館經費有限，須負擔衛生紙、日光燈管、飲水機、消防器材、土木修繕、領物…等，請同仁撙節開支。

5、總務：第一次年度大掃除，將請廠商於四、五月間進行；東面窗戶及外牆預訂於五月下旬清洗；七、八

月間將進行全館環境消毒。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一）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人員職務輪調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二）票選本館九十三年度輪調委員會輪調委員同仁代表四名。

決議：出席人員共計25人，有效票24票，李淑容及顏杏娥負責開票，王綽英、鍾璧珍監票。開票結果尤碧
玉12票、李淑容及李筱玲各11票、鍾璧珍9票、徐月美8票。本（九十三）年度輪調委員同仁代表當
選名單為尤碧玉、李淑容、李筱玲、鍾璧珍；候補委員徐月美。九十三年圖書館輪調委員名單如附
件二。

二、臨時動議：
讀者抱怨借書逾期罰款，未接到書面通知。建議典閱組檢視作業流程，務求周延，避免引起抱怨。（尤

碧玉提）
結論：加強長期逾期催書，以書面通知讀者；整理讀者檔，找出缺乏 e-mail address的讀者，儘量補全；發

函各單位，流通相關通知單，皆以電子郵件發送。
 
丙、散會。（下午十二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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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藝文走廊展覽作業要點

93.05.06 圖書館第七十六次業務會報通過

 

壹、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藝術創作活動，特訂定「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藝文走廊展

覽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

貳、本校教職員生、社團（以下簡稱申請人），均得向本館提出申請，其作品須為主題不違反善良風俗之

各類平面藝術創作，展出作品以完成裝裱或可供懸掛者為限。

參、申請時間及審查：

一、申請人須於展出前二個月填妥申請表乙份，並備妥送審資料向本館提出申請。通過者，由本館安排

展出檔期，每檔期原則為二～三週，本館可視狀況調整檔期。

二、展出內容如違反善良風俗或展覽時違反本要點，本館有權視情況暫停全部或部分展出。

三、申請人須依排定檔期按時展出，因故無法如期展出，須於展出前一個月通知本館，一年內不得再提

出申請。無故取消展出亦不通知本館者，三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肆、展覽須知：以保持展場安寧，不妨礙讀者為原則。

一、場地佈置：

(一)(一)展出之作品及會場佈置，由申請人自行負責，並自備佈置用工具。

(二)(二)所有佈置須配合本館開放時間作業，應於展出前一日完成；展覽結束所有物品應於次日

前運離，並負責清運垃圾及回復場地原狀。

(三)(三)不得破壞或變動本館原有設施，嚴禁使用鐵釘、釘槍、雙面膠等黏劑或破壞牆面之物

品。

(四)(四)展出期間之展品安全維護，由申請人自行負責，作品如有遺失或損壞，本館不負賠償責

任。

二、宣傳事項：

(一)(一)申請人如須印製請柬或書面宣傳資料等，由申請人自費印製。

(二)(二)申請人須於展覽前一個月提供展覽圖檔二張及三百字以內簡介，供本館於網路上宣傳。

三、接待及安全維護：

(一)(一)展覽期間，申請人得派員在現場維護作品，及向觀眾解說導覽。

(二)(二)申請人應依本館之規定使用場地，並負現場維護、清理之責。如不依規定使用而致本館

設備有所損壞者，申請人應負賠償責任。

四、未盡事宜，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伍、本要點經本館業務會報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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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向橋                  蘇柏全

Q1: 如何查閱視聽資料？
A1: 可點選視聽組網站（http://www.lib.ncu.edu.tw/auvi/newhome/index.htm）上的【館藏目錄】的選項中即可

查詢。
 
Q2: 使用視聽資料室的機器設備是否需要收費？
A2: 本室設備完全免費使用，歡迎讀者踴躍利用。
 
Q3: 視聽資料室的DVD有沒有可能開放外借啊？
A3: DVD的資料流通政策目前考慮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 是否能服務最多數人(創造最大的流通率)：DVD 需求人次多, 如開放外借後, 想在室內看的可能要等 1- 數

天, 僅提供在室內看反而可以服務更多的讀者 (一天最多可 3-4 輪)， 例如： 開放外借, 魔戒DVD可能就
會一直外借中, 在室內反而看不到.

 
2. 資料的長久保存：DVD 限於版權與技術, 目前無合法方式可以複製與備份, 根據過去的統計, 外借使用通

常會有較高的損壞率, 損壞後要重新購買 (有些可能已買不到了), 在時間上與經費上對讀者都是損失.
 
Q4: 為什麼之前的LD都不在了呢？
A4: 因為LD播放設備已經停產，所以圖書館將全部LD移交給英文系作教學及典藏用。讀者如果想看影片，

可以直接到文二館一樓113號教室英語自學中心觀賞，它的開放時間是週一~週五下午1:00~7:00。
 
Q5: 為何停訂空英實況錄音帶？
A5: 空英實況錄音帶已不再出版，所以改訂 MP3。MP3 的借閱方式和錄音帶一樣，當期不外借，上個月以

前的都可以借出，歡迎多加使用。
 
Q6：我是校友，可以到圖書館借書嗎？
A6：凡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畢業之校友可憑畢業証書影本，填妥校友借書証申請單，附一吋照片乙張，於

上班時間至行政大樓出納組繳交手續費三百元、保証金三千元，後至圖書館申辦借書証。其中保証金
於圖書還清、借書証繳回本館時，無息退還。憑証可借書五冊，借書期限三十天，借書期限屆滿時可
續借一次。

 
Q7：如何利用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A7：凡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員生均可借用清大、交大、陽明三館之圖書，只要在其他三館館藏目錄找到要借

的書，再利用本館網頁「台灣聯大圖書服務」填寫申請表，被申請館找到書後，會通知讀者到館借
書。

 
Q8：本校校史室搬到那兒？開放時間？
A8: 本校校史室目前搬遷至國鼎分館一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八時三十分至十六時三十分，歡迎讀者

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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