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瑞騰

 我沒有做太多的考慮，便答應接下館長一職，比較重要的緣由，或 可說是回報 吧。當
年是窮學生，把圖書館當書房，受惠太多。人生之路，千 迴百折 ，一切隨緣，深淺 起
滅而已 ，…pp.1[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SFX-新一代的電子資源整合技術 ／陳芷瑛

這個圖示您見過嗎？或者是它原來的樣子 ？從現在起你可以
把這兩個圖案畫上一個等號。SFX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工具，提供一個動態以及靈敏
的連結--意思是，可依照使用者手邊書目資料完整程度的不同.....pp.2-7[詳全文pdf][詳全
文htm]

「XML技術與圖書館應用研習班」研習心得／宋瓊玲

邁入數位時代，網路資源百花齊放，圖書館此刻面臨的最大挑戰，即是如何有效率的將
各類型資源進行蒐集、整理及推廣應用。網路資源多且廣，如何將其加以整理、交換，
以利資源共享，急需一標準化的技術來進行整合.............pp.8-12[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師範先生與野風雜誌報導 / 王怡婷
2004年11月3日師範先生應母校圖書館之邀，重返校園舉辦全集出版茶會並贈書學校，由
圖書館典藏。 ............pp.13-14.[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師範先生贈全集給學校，由劉全生校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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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興燦副校長、謝小韞局長(桃園縣文化局)、劉全生校長、師範先生、李瑞騰館
長、張惠文學務長、邱俊傑系主任(經濟系)

師範先生作品於現場展出。

「水是故鄉甜-琦君作品研討會暨相關資料展」活動報導 / 許芳儒（轉載自
「人間福報」）
2004年12月1日圖書館主辦「水是故鄉甜-琦君作品研討會暨相關資料展」活動，分別於
文學院國際會議廳及圖書館藝文走廊溫馨揭幕，研討會現場討論熱烈，座無虛席。
 .............pp.15[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琦君及夫婿李唐基先生與本校同仁及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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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現場。

琦君及夫婿李唐基先生合影於圖書館藝文走廊 。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在黑與白之間

我們的線條鋪展成流動的風景
歡迎您來和我們分享研墨運筆的滋味 

教職員書法習作暨字帖展
時間：2004/12/17-2005/2/24
地點：圖書館藝文走廊

教職員書法社
圖 書 館合辦

 



「春風送暖」義賣春聯及盆栽、團扇
由教職員書法社與圖書館合辦之「春風送暖」義賣春聯及盆栽、團扇等活動，
自2005年1/3-1/14期間，募得發票一批，義賣及樂捐總計83,026元，已捐給社福團體「創
世基金會」桃園分院。

  

 採編組　／朱碧靜 
■索贈圖書
■新購電子書館藏
■添購MOD視聽館藏
■ 贈書芳名錄
■客家計畫購書 
pp.16[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參考諮詢組　／陳芷瑛
■重點推廣活動圓滿落幕 
■四校整合館藏查詢介面正式上線
■2005年光碟及電子資源採購定案
■ 花藝入館藝文增色
pp.18[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典閱組　／陳素蘭 
■圖書館「遺失物公告及協尋
系統」已上線服務
■書庫移架相關作業
■重新規劃舊圖自修閱覽室

 資訊系統組　／連文雄 
■ 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
（Metalib/SFX），開放上線使用
■ 92學年博碩士論文電子檔已上網，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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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逾期罰款累積上限
■舉辦「經濟系校友師範先生
全集出版茶會暨資料展」
pp.17[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 「在中央-閱讀網站」已正式開站，歡迎多加利用

pp.20[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期刊組　／周芳秀 
■西文期刊排架方式
■2005年起部分期刊只訂購電
子版 
pp.19[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視聽資料組　／蘇柏全
■ 視聽組設備重新整體規劃
柔和的燈光、舒適的空間及座椅、MOD多媒體隨選系統
的提供、更新的軟硬體設備‧‧‧視聽資料室讓您有煥
然一新的感覺。 

pp.21-23[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圖書館紀事:93年7月-93月12月　／尤碧玉

pp.24-26[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會議紀錄　／尤碧玉 
．圖書管理委員會議93學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摘要))pp.27-30[詳全
文pdf][詳全文htm]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捐贈獎勵辦法pp.31-32[詳全文pdf][詳全
文htm]

．圖書館93學年度第1次館務會議紀錄(摘要)pp.33-36[詳全文pdf][詳
全文htm]

 反應您的問題、傳達您的聲音　／曾秀琴
pp.37-38[詳全文pdf][詳全文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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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李瑞騰
我沒有做太多的考慮，便答應接下館長一職，比較重要的緣由，或可說是回報吧。當年是窮學生，把

圖書館當書房，受惠太多。人生之路，千迴百折，一切隨緣，深淺起滅而已。
我珍惜在圖書館的每一天，做好我該做的事，希望離開圖書館的那一刻，回首時，白色的光影中有書

香浮動，人們微笑著向我揮手。
以下是我就任以後所提出的經營構想書之大綱，應可看出我的基本思考以及可能的作法，謹就教於全

校師生及圖書館界同行。
（一）、基本思考

屬性及功能：定性、定位
強化內部：館舍、館藏、館員
面向校園、社會：文化功能

（二）、作法
1、建立形象

     （1）識別系統：信紙、信封等
     （2）編印簡介及使用辦法等
     （3）精編館訊
     （4）發行《中大圖書館集刊/2005》

2、強化內部
     （1）增加館藏、發展特色
     〈2〉強化館舍養護
     （3）導入學科專業 
     （4）重建校史室

3、 面向校園，提倡閱讀
     （1）設立閱讀網站【在中央】
     （2）推動書評寫作
     （3）舉辦名人講座
     （4）編印書刊

1



 
SFX--新一代的電子資源整合技術

陳芷瑛

  這個圖示您見過嗎？或者是它原來的樣子  ？從現在起你可以把這兩個圖案畫上

一個等號。SFX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檢索工具，提供一個動態以及靈敏的連結--意思是，可依照使用者手邊書

目資料完整程度的不同而將你引導到不同的連結標的物，能夠連結的範圍從資料庫中的單篇全文到不同類

型的相關資訊（例如中央大學的館藏目錄），一個適用於本校圖書館情境的連結服務（context-sensitive

 links）機制，SFX所扮演的就是這樣的整合角色。

 

SFX原義為Special Effects Cinematography，意指能如電影的特效效果，將原本天馬行空、完全互異

的內容予以漂亮串連呈現。此一構想剛開始是由比利時根特大學(University of Ghent)Herbert Van de

 Sompel為首的研究小組所提出。在2000年前期由ExLibris公司取得該項解析技術。2001年SFX獲得The

 Charleston Advisor的最佳新產品獎。大陸圖書館界以「網路電子資源無縫鏈接整合軟體系統」或許更能

貼近詮釋它的功能。

每一個圖書館提供的資源都不盡相同，各館投注大筆經費購置電子資料庫或各項資訊服務系統，使用

者須進出不同異質資訊環境，面對大不相同的使用介面。如果我們把取得全文當做每個使用者的終極目

標，一個使用者取得全文的管道經過分析，可能是印自館藏紙本、可能是來自於電子資料庫的線上全文、

也可能是透過國內外館際合作複印。取得原文的問題除了方式的多樣性，一個刊物內容可能被重複收錄，

不同年份的全文可能要從不同的電子資源取得全文，這也考驗著使用者的功力。在這樣多元複雜的環境

裡，館員本身都可能有疏漏之處，更遑論一個偶一為之的使用者？圖書館若要在一個介面之下，整合多種

服務，連結它所能提供的資源(以全文為主要連結選擇，若無全文則改以其它的服務替代之)，SFX或類似機

制的導入就變得非常重要。

 



在運作過程中，可以將SFX視為一個LINK Server，負責接收來自不同來源類型的資源，將其送出的詮

釋資料(metadata)解析成標準格式(符合OpenURL互通檢索協定)，再以這些書目資料為依據，篩選比對出可

以滿足條件的標的物以提供不同的服務，如下圖：

　
 

在SFX的服務機制中，所牽涉的角色有三種：

(1) Source：即end-users原先所使用的資訊環境(Where a user is coming from，beginning a

 search)，包括各種可能的資訊服務系統，如索摘資料庫、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電子期刊等。資訊服務

系統要成為SFX的Source，必須可以支援OpenURL為條件。目前本館已完

成EBSCO、ProQuest、JSTOR、ISI、EI Village2、Refworks這幾項資料庫中連結SFX的機制。

 (2)Service：用來接受OpenURL 的輸入， 通過OpenURL收集傳輸過來的詮釋資料或識別碼(DOI)，依照接

收到書目的完整程度及targets本身是否有特殊條件需求及規範，進行提供何種服務的分析和評估，配對連

結到合適的目標。如：館藏、全文、目次、摘要服務。在SFX服務機制中，這個service就是SFX Server運

作的主要內涵。

 

(資料來源：鼎盛公司SFX課程概論)

 

(3) Target：即end-users最後所可以使用的資訊環境(Where a user is linking to，ending a

 search)，是各種形式的電子資源，包括電子期刊、電子書、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系統、館際合作系

統、索摘資料庫、聯合目錄、專利資料庫、百科全書等。

 

以使用者的角度而言，使用者從不同的管道進入提供SFX服務的介面；就圖書館的角色而言，即是

將Source、Service、Target這三個共同組成SFX的核心要素做即時的管理及更新，協助使用者的檢索可以

達到(1)從更多方的管道連結到SFX的服務(2)比對出最適合的服務資源滿足研究需求。

 
(資料來源：鼎盛公司SFX課程概論)



 
 

以下簡單說明目前本館所預設之基本連結標的物介紹及用法。

 
 

您可以在此獲得全文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year: volume: issue: start page: 

 

按下 之後，開啟ACM Digital Library畫面，到卷期選單層，依書目找到原文
並可印出全文。

Full text available via EBSCO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year: volume: issue: start page: 

 

按下 之後，開啟EBSCOhost Text Link畫面，依需求選用原文提供出處，並可
印出全文。

 
對於透過SFX取得全文的問題，先對幾個讀者可能會產生共通性的疑問先做說明。
 1﹑為什麼未必有全文可以提供使用？有幾個可能：(1)書目資料不足，導致無法連結至單篇全文，以

導引至目次頁或者是期刊的網頁以為替代。(2)本校沒有訂購這個期刊的電子使用權。(3)系統

javascript:openWin(this);%20document.form1.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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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問題，沒有將可以提供電子全文的期刊清單完全臚列。
2、為何會有這麼多個管道都可以提供全文？因為本館所訂的電子資源收錄清單內容會有重複之處，因

此不管透過那一個廠商提供，只要可以取得同一篇全文都會在選單上呈現。
 3、我有最完整的書目，但是為何還是將我導向期刊的網頁，而不是最底層的全文？並非每個廠商都有

提供直接連結到full text的機制，按照連結的程度，可分成以下四層，各家廠商都不盡相
同。
**** article-level linking
 *** issue-level linking
 ** volume-level linking
 * journal-level linking

 4、我手上有一些參考文獻，SFX可以幫我建立連結到可能取得全文的地方嗎？是的，這種狀況你可以

使用引用查詢(Citation Linker)的功能，儘可能輸入越多你所擁有的資料，然後按下 
 即可。

 

    您可查詢 全國館際合作系統(IDSNET)：可任選連結至以下國內目前三大主要
聯合目錄，挑選出有紙本館藏的單位，透過圖書館申請以館際合作(需付費)方式取得全文。有關館際合作
詳細流程及說明，詳見網址http://www.lib.ncu.edu.tw/~reflib/coop.htm

西文期刊聯合目

錄

收錄國內 390 個單位 38,462 種西文期刊館藏資料。

   

中文期刊聯合目

錄

收錄國內 287 個單位 5,047 種中文期刊館藏資料。

   

大陸期刊聯合目

錄

收錄國內 179 個單位 8,496 種大陸期刊館藏資

料。  

 

您可以查詢 台灣聯大館藏查詢系統：可任選連結本校至台灣聯大其它三校之
館藏目錄(OPAC)，挑選出有紙本館藏的單位。若為圖書，可透過台灣聯大代借圖書申請(網
址http://140.113.39.58/)提出，圖書將隨校際專車運送至本校圖書館，再到借還書櫃台取書，此項服務
完全免費，每人可至其它三校各借書五冊，借期三十天。可預約，並可續借一次。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
互借辦法詳見網址(http://www.lib.ncu.edu.tw/rule/9208ust2.htm)。如為期刊，則請配合上述館際合作
方式，複印費每頁一律2元，約1-2天到件。

 

您可以儲存紀錄至 MetaLib E-Shelf：搭配metalib館藏整合查詢介面 ，本
校編制內教職員生都可以透過圖書館借還書系統之帳號及密碼做為認證依據，進入個人專用網頁後，可將
這筆書目記錄儲存起來。

 

下載書目記錄到 RefWorks： RefWorks 為網路版之書目管理軟體，可以匯入
純文字檔或電子資料庫之索摘書目來建立個人之參考文獻管理系統，可支援其他電子資源 (如 EBSCOhost,
 OCLC FirstSearch, Ovid, SilverPlatter, Web of Science等) 書目之匯入；在撰寫學術論文時，能自
動編輯參考文獻格式。RefWorks 提供查詢工具可以在個人的書目資料庫中進行瀏覽和查詢參考文獻，系統
亦容許以不同的格式輸出使用者的論文。除了提供個人化服務外，還可透過匯出功能將個人之書目文獻資
料分享給其他的研究人員，系統並支援中文索摘與書目資料之匯出匯入；此外，RefWorks 並支援其他管理
工具的資料匯入，如 EndNote, ProCite, Reference Manager 等。使用者必須自行建立個人專用帳號及密
碼，用以區別個人專屬資料，不會發生與別的使用者混淆的現象。

 

您可以就此書目記錄 再進行引用文獻 CitationLinker 查詢：可以回
到metalib館藏整合查詢介面功能選項上之【引用查詢】畫面，進行不同的連結選擇。

 

您可以就此書目記錄 產生不同引用文獻格式：將此筆書目改寫成四種專業格
式
(1)、MLA(參考網址http://webster.commnet.edu/mla/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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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icago(參考網址http://library.osu.edu/sites/guides/chicagogd.html)
(3)、APA(參考網址http://webster.commnet.edu/apa/index.htm)
(4)、CBE(參考網址http://library.osu.edu/sites/guides/cbegd.html)
 

你可以檢索其他資訊 國內搜尋引擎：包括Google、蕃薯藤、Openfind、新浪
網、MSN、Yahoo等國內著名入口網站，搜尋網路上相關資源。
 
參考文獻：
1、George S. Machovec.,”Best and Worst Product Awards” The Charleston ADVISOR 3:1 (July

 2001).)
2、陳昭珍、何佳欣，〈數位化圖書館互通檢索機制之研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0期（民92年6月），

頁53-68。
3、李富玲、盧振波，〈SFX-信息資源整合新工具〉，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大陸)97期（2002年），頁69-
71。

4、鼎盛公司，〈Smart Linking With SFX – SFX課程概論〉，(民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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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技術與圖書館應用研習班」研習心得

　　　　　　　　宋瓊玲

壹、前言

邁入數位時代，網路資源百花齊放，圖書館此刻面臨的最大挑戰，即是如何有效率的將各類型資源進

行蒐集、整理及推廣應用。網路資源多且廣，如何將其加以整理、交換，以利資源共享，急需一標準化的

技術來進行整合。由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訂定的XML標準，是繼HTML之後，新一代Web的整合

技術，為網路帶來第二波革命性的改變，促使網路從資訊處理階段跨越到知識管理階段，並在電子出版、

電子商務、數位博物館/圖書館、電子資料交換等領域展現其強大的應用潛能。

由淡江大學資圖系承辦「XML技術與圖書館應用研習班」，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為期五天，假淡江大學

文學院舉辦。課程安排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一人一機的實作課程，使學員們對XML的語法及其相關技術有

更深刻的瞭解。研習班課程由林信成老師、余顯強老師及葉慶隆老師授課，課程內容含括以下主

題：XML及DTD的介紹及實作、XML的應用層面、XML Schema及其他相關技術、XML/Metadata的管理系統設

計、數位圖書館的標準與版權管理應用、XML與Semantic Web(語意網)的實現等。

 

貳、課程歸納整理

XML語言是用於設計資料格式和結構的規則和方法，在不同電腦及應用程式間，利用XML可互相轉換。

建置一數位圖書館，有大量資料需要轉換，XML有效表達網路上各種知識，為資料的交換和處理提供新的機

制。以下就上課內容，將XML、相關技術及應用，開放式數位圖書館標準及數位版權管理及XML的未來發展

進行整理歸納。

一、XML的介紹

(一)XML的特性

XML爲可擴展標記語言(Extension Markup Language)，開發的用於網路環境下網頁設計和資料交換、
管理的新技術，並已成爲標準，具有很好的應用和發展前景。XML為SGML的精簡子集(Subset)，具有結構
性、可擴展性、自我描述性、資料和樣式分離(指資料內容外觀分離)原則及整合性。

(二)XML與HTML

XML、 HTML均是從SGML演變而來而來，但是HTML是SGML的一個應用語言，而XML卻是SGML的一個精簡子

集(subset) 。XML具備了SGML所沒有的簡易性與靈活性；又有著HTML所欠缺的擴展性與結構性。以現今

的Web而言，HTML仍是發行電子文件的標準規格，但因HTML著重於版面編排與外觀格式，對於文件結構的規

範及內容語意的描述則乏善可陳；更因HTML不具備可擴展性，所以使用HTML著錄Metadata的成

效不彰，XML的誕生，正好提供了一個基礎平台。

(三)XML與HTML的差異

1.XML文件的作者可以自訂標籤（Tags）和屬性（Attribute），HTML則否。

2.XML是屬於一般用途（General Purpose）的標誌語言，而HTML則是一種特殊用途（Special Purpose）
的標誌語言。換言之，XML是一種元語言（Meta-Language），可以用以生成其他語言，HTML則否。

3.XML著重於文件的結構，而HTML則擅長於文件的表現。

4.XML文件的作者可以選擇性的利用DTD或XML綱要（XML Schema）來確認文件的有效性，HTML則否。



二、XML相關技術

XML相關技術，諸如DTD、XML Schema、XML Namespaces、RDF、XLink、DOM、CCS、XSL等。以下

就XML的特性來分項說明XML的相關技術：

(一)結構性而言：如DTD、XML Schema

　　「文件類型定義」（Document Type Definition，簡稱DTD）和「XML綱要」（XML Schema）是XML處理

器據以確定文件有效性的兩大重要機制。

(二)資料和樣式分離而言：如CSS、XSL/XSLT

XML強調的是如何以適當的結構來組織資料，對於外在的表現則必須透過其他顯示機制才能達成，這就

是XML文件的資料、樣式（即內在、外貌）分離原則。這使得文件作者只要專注於內容的撰寫，而將顯示資

訊的任務交由版面設計者或使用者，依據不同的需求來展現。如此一來，同一份文件或資料，將可在不同

的場合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1. 以CSS層級樣式表顯示文件

2. 以XSL可擴展樣式語言顯示文件

3. 以程式剖析方式顯示文件

(三)文件整合、傳遞與操縱而言：如XML名稱領域、XLink

透過不同的協定轉換，各種不同格式的資料可以轉成XML格式，使得XML在文件整合（Document

 Integration）方面，扮演了一個通用集成器（Universal Hub）的角色（註 19），而XML的名稱領

域、XLink等正是文件整合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術

1. 整合功臣：名稱領域

資源整合時必須注意元素名稱的唯一性問題，XML的名稱領域（XML Namespaces）便是為了解決元素的
命名衝突所發展出來的。

根據W3C的定義：一個XML Namespace是使用URI（Universal Resource Identifier，一致性資源識別碼）

識別的名稱集，用於XML文件中作為元素型別和屬性名稱。由於URI是唯一的，所以Namespace可以保證文件

中所使用的名稱是獨一無二的

。

2. 連結機制：XLink

XML便肩負了增強連結功能的重任，不過在XML規格中並未定義任何的連結方法來改變HTML的現狀，而

是以原有HTML的連結概念為出發點，延伸出更強大的方式來處理連結資訊，此一延伸機制稱為「XML連結語

言」（XML Linking Language），簡稱XLink。XLink目前仍是 W3C 的一個工作草案（Working Draft），

尚未成為建議標準。為了與 HTML 的簡易連結相容，並提供更強的的延伸功能供人們使用，在制訂 XLink

 規格時，簡易性、可讀性、延伸性、實用性等，便成了首要考量的幾個重要的設計目標。

3.文件剖析:DOM

XML文件是一種基於文字模式的開放規格，但若要對XML文件的資料內容，進行其他的加值處理或操

縱，需透W3C制訂的介面標準「文件物件模型」(Document Object Model)，簡稱DOM為之。W3C所倡議

的DOM，是一種語言獨立的規格，可以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中，使用任何程式語言加以實現。

以下將XML相關延伸技術用圖來展現 (資料來源：余顯強老師上課講義)



 

三、XML的應用

XML因其具有結構性、可擴展性、自我描述性及整合性等特性，應用層面廣泛，可用來進行資料庫的交

換、使用者端的文件處理、使用者可用不同樣式觀看資料、資訊過濾等，就數位圖書館相關計畫或電子商

務等網際網路應用而言，XML已逐漸成為網路界及資料庫界積極推廣的語言。以下根據課程的內容及相關文

章的論述，將XML應用的方向加以敘述：

（一）XML與電子出版

從電子出版的角度來看，目前Web上為數眾多的網站及互相糾結的HTML文件，在寫作之初由於缺乏有效
的資料著錄，造成資料雜亂、不易檢索的問題，因此亟需資訊檢索技術與方法來解決；此外，除了致力於
技術的發展，在寫作及出版的過程中加強Metadata的著錄，亦不失為另一個解決網路上電子文件亂象並提
昇檢索精確率的有效方案。XML與生俱來的結構化及自我描述特性，能有效的組織資料、描述資料，以進行
語意層次的有意義檢索；而其無限擴展的能力，更使其跳脫既定的框架，而在版面編排、多媒體出版、文
件共享等方面發展出獨特的應用，在在使XML成為網路出版內、外兼顧的有效方案。

(二) XML與電子商務

　　從電子商務的角度觀之，不同商業系統採用相同的XML詞彙集，便能隨時自動更新來自各供應商的商品

目錄和價格資訊，並根據商品類別為客戶提供最直觀的購物環境。圖書館更可利用XML達到自動化的館際合

作、館際互借、線上採購等工作。

(三)XML與圖書資訊組織與資料交換

隨著網路的發展，許多新的標準紛紛出現，XML以其具有可擴展性、高度結構化和良好
的資料組織能力，能夠有效的表達網路上各種知識，為資料的交換和處理提供新的機制。XML並能配
合DTD驗證其資料內容與結構是否合乎規範，確保其正確性。

圖書館較長時間以來採用MARC格式交換書目資料。MARC格式僅僅用於圖書館系統間數據交換，MARC格

式不能取代系統的內部格式。這些異質系統要想在網路環境下實現資源共享，還必須採用Z39.50協定。

圖書館界一向使用ISO 2709做為資料交換格式的標準，但其並無檢查記錄正確性的功能，隨著網路的
興起，多數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皆提供Web式的查詢介面，因此直接使用XML做為資料交換格式，可以統一
所有的輸出格式，避免額外製作許多的不同格式相互轉換工具。

(四)XML(Topic Maps)在數位圖書館的應用

主題地圖為建構知識管理系統所發展的一套方法論，主要用於架構、擷取和引導資訊資源工作上所需

的模型建立。即是電子化的主題索引，架設在WWW環境，利用XML語義標準、及DTD定義來提供運用，將資源

內容所代表的主題及領域，呈現在同一層級上。功能類似於書本後面所附的關鍵詞索引

主題地圖在數位圖書館的應用，可利用XTM(XML Topic Maps)來標示數位化物件，依其主題的串聯，來
儲存、取得與metadata、數位物件的群組知識與推衍關係

，開發出以XML Topic Maps為主的知識管理平台，讓數位圖書館只是metadata與數位物件之管理系統。

 

四、開放式數位圖書館標準及數位版權管理



XML是網路環境下對電子資源進行處理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新技術。它適用於多種領域各種電子資源(如

全文、多媒體)的處理，同樣也適用於簡潔明瞭的目錄資訊處理，如Dublin C ore的15個欄位或MARC中的各

欄位的處理。Dublin Core與XML相結合，可將XML在各種領域需要處理的資料語義辭彙予以簡化和規範，

使XML的更能廣泛應用。

(一)開放式數位圖書館標準

數位圖書館的問題之一即在各系統間各有獨特的作業模式，大部分的數位圖書館之間，並不能互相透

通地溝通以及分享彼此的資訊。數位圖書館採用標準的原因，期許能達成系統互通、資源分享、平台獨

立、系統移轉、資料長久保存的功能。而資料處理相關標準，包括資訊組織標準(Metadata)、檔案格

式(RDF)、命名原則(DOI、URN)、分散式資訊查尋與檢索標準(Z39.50、OAI)、使用者介面等層面。

(二)數位版權管理

數位版權管理可將一些先進的技術整合在一起，使得內容擁有者和版權所有者能保護他們手上已經數

位化的智慧財產權。數位版權管理能將數位內容加密，而且限制內容的流通，只讓有權限或執照的人使

用、播放或觀看特定的數位內容。數位版權管理應用目的在於內容

 

保護與追蹤、防止版權內容遭到非法使用。企業界可用以確保機密文件等智慧財產不被內部員工外洩，重
點是文件的管理機制。出版業使用數位版權管理技術，重點是內容的使用範圍加以界定。

 

五、未來展望：XML與Semantic Web(從資訊網到語意網)

將全球資訊網上的資料，變成電腦能理解的資料型態，和「類神經網路」相似，希望網路能了解人們

所輸入的字的真正意思，進而提供更好、更方便的全球資訊網。語意網的實現需要依靠Ontology(知識本

題)，Semantic Web才能成為下一代的網際網路。Ontology是語意網成功的因素之一，其

用以描述及表達特定領域知識的一組概念或術語，用來研究特定領域知識的類別、類別的屬性以及類別

與類別間的關係，進一步達成概念語意的資訊檢索。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知識本體論已漸漸從人工智慧

應用到知識管理的領域，用以分享知識和再使用知識。

以圖書資訊為對象的資訊組織，和以知識資源為對象的知識組織，在層次上畢竟有所不同。語意網即

是以較深層、形而上的方式，讓網際網路上流通的知識資源夾帶更多意義，不僅供人類；也讓電腦能理

解，當它以知識本體邏輯等方式來表達，越模糊也就不侷限於文字的束縛。

 

參、結論與心得

經由授課老師對XML的理論與應用的傳授，將XML的效益歸納如下：(一)資訊檢索面：由於XML具有自我

描述性質，因此可以提供語意層次的搜尋，避免盲目搜索，進而提昇檢索結果的精確率。(二)系統的開發

面：由於具備可擴展性、資料與樣式分離等特色，各個系統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對XML資料進行其他加值

處理，這使得Web應用程式的發展，更具彈性。(三)資料庫管理系統面：由於XML文件的高度結構化，使

得XML可以很容易和目前已發展成熟的各種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進行資料交換，這意味著來自不同管道的

資料，可以輕易的藉由XML加以整合。(四)知識管理面：XML能夠有效的表達網路上各種知識，為資料的交

換和處理，提供新的機制，因此XML將促使網際網路，從資訊處理階段跨越到知識管理階段。

　　此次課程的三位授課老師在XML領域各有所長，但課程安排豐富且深入，雖然以往在文章上或研討會中
曾聽過XML的論述，但藉由此次研習課程中XML實務課程的安排，使學員們對XML有進一步的認知，有助於瞭
解XML相關技術發展及與圖書館業務的關聯性。數位時代的來臨，圖書館員若對XML加以瞭解，將有助於將
來建置電子資料庫時，對系統的開發與設計可提出具體需求與規範，但對於技術的部分，還需仰賴程式設
計師的專業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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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先生與野風雜誌及其創作系列報導

王怡婷
    師範，本名施魯生，1927年生，江蘇南通人。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普渡大學研究工業規劃，高
等考試及格。曾任野風文藝半月刊主編，公民營生產、貿易等公司主管、董事，1988年在台糖公司業務處
處長任內退休。2004年出版了11本一套的作品全集，同年11月3日，應母校圖書館之邀，重返校園舉辦全集
出版茶會並贈書給學校，與大家共度溫馨的文學時光。
 
●    師範簡介
　 「學的是經濟，教的是心理，做的是生意，愛的是文藝。」這是師範自己作的打油詩，並說「最愛的排
在最後」，不但是對他最好的詮釋，也說明了他在文壇上成功的原因。
　　1947年大學畢業，後來師範進入台糖公司，一做就是四十年，1988年在業務處處長任內退休。他的文
學生涯也始於台糖。他的作品《沒有走完的路》曾經獲得民國41年度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元旦獎金。
　　師範為台糖徵文所發表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創作《與我同在》，在《台糖通訊》獲得第一名後，便與一
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理想的同事──金文、魯鈍、辛魚與黃楊共五人，合資創辦《野風》半月刊，並以
「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為宗旨，其風格新潮、文藝且浪漫，發行量曾高達七千多份，為五O年代的文
學荒野吹起一陣風，愛好文藝的青年人手一本，對文壇影響深遠。在來稿選取上，為秉持公平原則，稿件
一律要通過五位編輯審查，並獲得三人以上的同意才能刊登，其選稿之嚴謹，也挖到了不少明日之星，但
也無意退了一些今日名家的稿。當時的青年作品若能登上《野風》，形同鍍金；日後在文壇大有名氣的作
家，如余光中、鄭愁予、墨人、夏菁、劉非烈、楚卿、郭楓、郭良蕙、丹扉等，都曾在《野風》撰過稿。
　　師範寫作文類以小說為主，其小說的風格，深受兩個人的影響，一是寫《風蕭蕭》的徐訏，另一是
寫《約翰、克利斯多夫》的羅曼羅蘭。小說用筆嚴謹，風格清新，集中西之長，對題材的萃取，人物心路
歷程的發展，極為用心；進而對結局的處理，脫俗獨到；他的散文則深入淺出，雋永耐讀，令人回味。其
寫作題材廣泛，關心同時代的人事，其思想與寫作總是「身體力行」，不喊口號，是一位腳踏實地、認真
工作的人。
註：
1.    博客來網路書店網頁 http://www.books.com.tw
2.    欽鴻，〈海峽彼岸的一股“野風”——記南通籍台灣作家師範〉4期(2003年)。
3.    應鳳凰，〈掀起「野風」的師範〉，文藝月刊 176期(民73年2月)，頁8-16。
 
●野風雜誌介紹
‧    創刊時間：1950.11.1
‧    停刊時間：1963.10
‧    發行單位：野風出版社
‧    出版地：台北

任職台糖公司的金文、師範、魯鈍、辛魚、黃揚，基於對文藝的熱愛，集資創辦純文藝的《野風》雜
誌。內容多為中短篇創作，包含了家庭、職業、婚姻、求學、世界珍聞、國外風光等題材，對於小市民文
學的形成甚具影響。並以「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為己任。一九五二年九月第四十一期起由田湜、綠
蒂主編，其間雖經過外界惡意的抨擊，《野風》卻仍一秉初衷，維持原有的「純文藝」走向及風格。

最初，《野風》在雜誌上為「綜合性文藝半月刊」，其後應讀者需求改為「純文藝刊物」。除了〈家
庭與婦女〉一輯固定刊載，其餘皆為文藝作品。其作者群，一方面是小市民的文學創作，描寫各行各業人
生百態，而另一方面則是略有名氣的文藝作家群。

在五O年代的台灣，政治上是全面戒嚴、經濟上蕭條不穩定，在文化上，對於出版、言論、集會，更制
定各式各樣的法規。當時壽命較長、影響較廣的雜誌中，文學作品本身或多或少都有些政治色彩，在宗旨
上，因應反共基本國策，竭力建構反共時代的集體戰鬥精神。而《野風》內容卻著重於內心抒發、個人情
感、及生活經驗等文學性高現實性強的作品，這與當時以提升民族士氣、反共愛國的「戰鬥文藝」大相逕
庭，也因此引來一陣嚴厲批判。共發行了192期，維持十數年之久，讀者群之廣大可見一斑，《野風》始終
堅持的創刊理念，為五O年代初期的文壇注入個一股新血液。
 
參考文獻
1.    李麗玲，〈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初探五O年代初期的野風〉，文學台灣14期〈民84年4月〉，

http://www.books.com.tw/
http://shwt.chinajournal.net.cn/


頁182-193。
2.    陳建忠、沈芳序，〈台灣新文學雜誌年表初編(一九二五～二○○三)〉，文訊月刊 213期

〈民92年7月〉，頁119-137。
3.    施君蘭，〈《野風》的編輯們〉，文訊月刊213期〈民92年7月〉，頁102-104。
 
●    師範先生一系列著作

2004師範將過去曾發表與未發表的文章集結起來重新出版，包括三本長篇小說：《沒有走完的路》、
《穀倉願望》、《百花亭》，五本短篇小說：《與我同在》、《緣》、《遲來的幸運》、《慧眼》、《苦
旱 燃燒的小鎮》，二本散文集：《思想散步》、《夜讀雜記》，以及一本文藝心理譯著：《實用想像
學》，共計約150萬字，由文藝生活書房出版。

http://www2.read.com.tw/cgi/ncl3/ncl3requery?632c4a544e4f3d3833333030313132242c6558686f50704a50794a2c3230
http://www2.read.com.tw/cgi/ncl3/ncl3requery?632c4a544e4f3d3833333030313132242c72796a704f61484f4c482c3230
http://w1.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bartlife


 
「水是故鄉甜—琦君作品研討會暨相關資料展」活動報導

許芳儒--轉載自93/12/2人間福報
由中央大學圖書館主辦的活動「水是故鄉甜---琦君作品研討會暨相關資料展」於昨天在中央大學總圖

地下一樓藝文走廊溫馨揭幕。
    下午一時三十分，溫雅的琦君女士及其夫婿李唐基在眾人的期盼下入場。一九七四年與中大結緣，在
闊別多年後，參與「琦君重返校園」系列活動，琦君神情十分愉悅。她在事先擬出的宣讀稿中表示，早在
第一眼見到中大學生的善良純真時，就立刻喜歡上這樣的教學環境，甚至寧願放棄其他學校的教職，而選
擇在此耕耘、化育。旅美多年，很感謝中大在她回台定居的第一時間，便為她辦了隆重的歡迎活動，這樣
的用心與深厚情義，將是十分美好的回憶。
    中大校長劉全生、圖書館長李瑞騰、文學院長熊秉真、中文系主任洪惟助、教授康來新、九歌文教基
金會蔡文甫等嘉賓均全程在場祝賀，而琦君老師當年的授業弟子們，包括林秀蘭教授等人亦結伴而來，伴
隨者鮮花、掌聲與熱鬧的喧寒，洋溢著一片溫馨的氣氛。
    劉校長在致歡迎詞時表示，他所接觸的學生當中，不分系所，均對中文系的課程印象深刻，有許多學
生甚至表示，「大一國文」是四年大學生活的最愛。而中文系如此親和、溫厚的授課傳統，琦君老師顯然
功不可沒。
    值得一提的是，由圖書館所策劃的「在中央，閱讀網站」網路讀書
會（http://book.lib.ncu.edu.tw）開站儀式，亦在此饒富深意的開幕式中啟動了。
    稍後在文學院一館三樓國際會議廳所舉行的「琦君作品研討會」，依序有張瑞芬「琦君散文即期文學
史意義」、林秀蘭「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綺君的離散書寫」、莊宜文「《橘子紅了》的本文衍義」三
篇論文發表及討論，現場座無虛席，琦君亦全場參與，並專注地聆聽，其慈愛婉約的風範，令在場聽眾如
沐春風，正如林秀蘭教授在論文中所說「悲憫襟懷在她身上，展現出一種菩薩的慈悲、教師的大愛，她是
永遠的社會教育工作者！」
    相關圖書、影像及研究資料，即日起至十五日每天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週六、日除
外），在中央大學總圖書館地下一樓藝文走廊，民眾可前往參觀。



 
採編組業務會報

朱碧靜
索贈圖書

行文中研院民族所、文哲所及近史所等7個單位、國家圖書館、行政院客委會及相關縣市政府，共索贈
圖書869冊，成功獲得贈書550冊。
新購電子書館藏

本年度新增天文學及地球科學類超星電子書以及 Netlibrary電子書兩種，以上電子書可經由館藏目錄
查詢或透過圖書館網頁電子書選項點選連結。
添購MOD視聽館藏

配合臺灣聯大MOD系統建置計畫，主動徵求佐峰商社(NHK台灣代理)等五家廠商提供台灣聯大四校共同
使用版權，以節省經費，共享資源。另向華邦文化公司爭取「臺灣一級古蹟」及「鯤島采風」等資料為台
灣聯大四校共同使用。
贈書芳名錄

93年6月至12月間，贈書成果豐碩，包括來自：圖書館李瑞騰館長、客家學院吳聲淼先生、資工系李子
壩教授、資管系周惠文教授、地物系吳幸鴻教授、曾定章教授、顏嵩銘教授、聯合文學許悔之先生贈
書250餘冊、民生報文化組林英吉吉先生贈書19箱、校友顧女士贈書6箱、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客家學
院、通識中心、空中大學以及本校歷史所兩岸文化研究室贈送約7千冊簡體字圖書。（依贈書時間先後敘
事）
客家計畫購書

93年7月至12月間，與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共同執行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料計畫，添購簡體字圖
書1,278冊、西文書152冊、日文89冊及中文圖書1,535冊，合計增加3,054冊圖書。



 
典閱組業務會報

陳素蘭
圖書館「遺失物公告及協尋系統」已上線服務

為協助讀者找尋遺失物品，圖書館「遺失物公告及協尋系統」已上線服務。
讀者可於本館網頁【推薦與申請】連結內點選【遺失物公告及協尋系統】，
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書庫移架相關作業

因館藏增加、典藏空間不夠。暑假期間，利用學校專案經費添購書架，完成三、四樓中文圖書移架、
讀架、排架、擦架作業。
重新規劃舊圖自修閱覽室

因讀者反應，舊圖自修閱覽室關閉後，考試期間缺乏自修空間。本組已於資工系實驗室搬遷後，請設
計師重新規劃，已於近期完工。
調整逾期罰款累積上限

為避免讀者累積過多逾期罰款，致使部分讀者覺得負擔沈重，自93學年度開始（93年9月12日起），借
還書系統逾期罰款上限由500元整調整為300元整，超過此一上限即暫停借書權利，待欠款還清再恢復借書
權利。
舉辦「經濟系校友師範先生全集出版茶會暨資料展」

11月3日邀請經濟系校友師範先生蒞校，本名施魯生的師範，曾創辦《野風》雜誌，在50年代的台灣吹
起一陣文學風的師範，近期整理半世紀以來筆耕的150萬字作品，自費出版作品全集。特贈予母校圖書館，
並與讀者分享創作心得。



 
參考諮詢組業務會報

陳芷瑛
重點推廣活動圓滿落幕

93學年度上學期推廣活動，包括以下三種，在所有館員通力合作熱情參與之下順利完成。
1、大一新生認識圖書館：自93年9月20日起至10月1日中午12:00-13:00在圖書館三個場地同時進行，實際

場次共27場。講解內容為圖書館利用基本常識及中文資料庫檢索。
2、研究生有效利用圖書館：自93年10月18日起至12月10日以各研究所為單位，介紹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

查詢介面、各所專用主題資料庫檢索示範，以及國內外館際合作的應用，共計有21個所來參加。
3、圖書館週推廣活動；12月1日起至12月15日止，主題活動包括琦君重返校園系列(書展、研討會、剪輯資

料展、照片展)、資料庫有獎徵答、複本期刊贈送。
四校整合館藏查詢介面正式上線

台灣聯大四校整合查詢介面系統名稱出爐- SMILE(SMart Integrated
searching make Learning Efficiently)，正如其名稱的意義，這個包含metalib及SFX兩項服務主軸的系
統，在四校同仁的齊心努力之下，完成各校電子資源及電子期刊清單的建置、測試與推廣訓練，希望每一
位使用者，都能運用這個機制順利的獲取電子全文，或者是圖書館能夠提供其它的加值服務（如個人書
房、主動新知通報等），讓學術研究的過程更有效率的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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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光碟及電子資源採購定案

93年10月28日召開93學年度第1次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2005年光碟及電子資源採購內容，共計採購
各學科主題電子資源28種，經費預估1,250萬，並經校方同意援例補助60%訂費，適用學院負擔40%訂費。原
由台灣聯大經費訂購之資料庫亦全獲保留繼續訂購。
花藝入館藝文增色

為配合地下一樓藝文走廊經常性的活動舉辦需求，館方除彈性的將原有閱報區調整至電梯出口處，並
加裝照明設備之外，也添購了專用展示桌巾15條及大型人造花藝設計四盆，期望為展覽活動增加視覺的可
看性及美化圖書館環境，讓所有進館的讀者可以在館內感受更豐富的藝文氣息。



 
期刊組業務會報

周芳秀
西文期刊排架方式更新

圖書館二樓期刊室之西文現期期刊排架方式自2005年起將以院為單位，將各院所有單位訂購的期刊集
中後再以刊名字母順序排架，分區陳列如下：
總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資電學院、管理學院、物理系&天文所（物理中心）、地科學院（地
科中心），數學系及統研所現刊則分別陳列於鴻經館二樓及五樓圖書室。
2005年起部分出版社期刊只訂購電子版

電子資源時代來臨，下列出版社期刊只訂購電子資料庫，不再訂購紙本。查詢資料，請透過圖書館提
供的各種線上工具檢索。

1.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出版之刊物可利用  ACM Digital Library 檢索

2.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出版之刊物請利用IEL(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檢索

http://www.acm.org/dl
http://ieee.org/ieeexplore
http://ieee.org/ieeexplore


 
資訊組業務會報

連文雄

92學年博碩士論文電子檔已可上網使用

92學年博碩士論文電子檔已全部完成驗收上網，共計1,279本電子論文，歡迎讀者多加利用(網址：

 http://thesis.lib.ncu.edu.tw)。

「在中央-閱讀網站」已正式開站，歡迎多加利用

「在中央-閱讀網站」已正式開站，內容包括主題書討論、閱讀理論、閱讀活動、圖書資訊、駐站作

家服務等功能，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網址：http://book.lib.ncu.edu.tw)。

http://thesis.lib.ncu.edu.tw/
http://book.lib.ncu.edu.tw/


 
視聽資料組業務會報

蘇柏全

視聽組設備重新整體規劃

完成全區新作防焰捲簾；視聽組全區換裝暖色系4200K色溫照明，提供讀者溫暖寧靜的感覺；單人、

雙人閱聽區換購34張人體工學座椅；完成MOD多媒體隨選系統機房、儲藏室、助理、組員及組長辦公室之

空調、地板、門鎖、隔間、粉刷；視聽組大門加裝安全不鏽鋼鐵捲門，並啟動中興保全安全防護。

設定完成圖書館視聽組個人視聽室40席MOD使用者端：17吋及15吋液晶電腦，將於93學年第2學期開

放。

1.        單人及雙人視聽區全面更換為17吋液晶螢幕搭配AV盒，取代傳統14吋電視機，提供讀者更好的視聽

環境。

2.          台灣聯大MOD多媒體隨選系統：

完成台灣聯合大學系統MOD多媒體隨選系統的第1、2期規劃及執行，以及持續規劃及執行「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多媒體隨選系統」第3期計畫，為全校教職員生提供更便利的視聽服務。

3.        圖書館視聽組團體視聽室線上申請及簽核系統：

完成團體視聽室線上申請及簽核系統，以供全校各單位、社團線上預約申請個人視聽室，節省人

工、紙張成本、及往返視聽組的時間，系統可自動審核並經視聽組組長雙重線上簽核。

           
 
 

        
 



       
 

      
 
 
 
 
 

    
 
 
 



     



 
圖書館紀事

尤碧玉
日期 圖書館紀事 (93.07-93.12)
93.07.09 92學年度圖書館第3次館務會議，邀請李瑞騰院長出席，會後張惠文館長

請同仁餐敘。

93.07.09 中央空調進行年度大保養。

93.07.12 周芳秀至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參加「建構西文核心期刊資源共享機制計

畫」。

93.07.13 周芳秀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參加Swets公司「西文期刊採購檢討及建議座

談會」。

93.07.15 張惠文館長、陳芷瑛、周芳秀至陽明大學參加「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成果發

表暨記者招待會」。

93.07.21 周芳秀至陽明大學圖書館參加「台灣聯合大學系統Wiley期刊聯盟案討論

會」。

93.07.26-93.08.27 鍾璧珍參加93年度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93.08.01 張惠文館長轉任學務長，中文系李瑞騰教授接任圖書館館長，8月2日人事

室舉辦各單位卸新任主管交接典禮。

93.08.04 圖書館第78次業務會報。

93.08.05 台灣聯大92年第2期(流水號928516)期中執行成果與績效送交教務處。

93.08.05 台灣聯大MOD系統開標並議價，由華人數位公司得標。

93.08.09 李瑞騰館長、朱碧靜、連文雄與客社所楊聰榮老師等開會討論客家購書計

畫的執行問題。

93.08.10 資訊組舉辦「台灣聯大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進階管理教育訓練。

93.08.12 連文雄、王玉美至交通大學參加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多媒體隨選系統」建

置規劃會議。

93.08.13 吳淑菁至台北神旭參加「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教育訓練課程。

93.08.14 INNOPAC系統升級作業，將從Release 2002 Phase 2 升級至 Release 2002
 Phase 3。

93.08.16-20 宋瓊玲至淡江大學圖書館參加中國圖書館學會93年度「XML技術與圖書館

應用研習班」。

93.08.24-25 艾利颱風來襲不上班，閉館。

93.08.26 艾利風災李瑞騰館長會同相關人員會勘總圖各樓層滲水情形。

93.09.01 圖書館第79次業務會報第1次會議。

93.09.02 李瑞騰館長與各組討論視聽組職務代理人事宜，結論由組長以外各組同仁

輪流代理。

93.09.02 期刊組舉辦「台灣聯大Wiley期刊聯盟討論會」。

93.09.02-03 李瑞騰館長至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參加校外行政會議。

93.09.04 澤峰公司進行總圖書館環境消毒。

93.09.08 圖書館第79次業務會報第2次會議，討論93學年度工作計畫及未來三年發

展方向；決議第80次業務會報開始，由曾秀琴負責業務會報開會及紀錄事

宜。

93.09.09 陳芷瑛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參加「ProQuest 2005資料庫與天下知識

庫說明會」。

93.09.09 93學年度工作計畫及未來三年重點發展方向送交秘書室。

93.09.09 逢甲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等3人參訪本館Metalib/SFX館藏整合查詢系統。

93.09.13 911水災會同營繕組林孝順會勘總圖書館滲水之各樓層及陽台。

93.09.16 連文雄至清華大學參加「台灣聯大四校博碩士論文系統」管理會議。



93.09.20-93.10.01 參考組舉辦各系「大一新生認識圖書館活動」。

93.09.21 台灣聯大93年第1期各子計畫經費分配協調會議。

93.09.22 總圖書館地下室西北角落期刊組儲藏室漏水，機房區淹水。

93.09.24 周芳秀至台北Wiley公司參加「UST Wiley電子期刊聯盟案討論會」。

93.09.29 圖書館93學年度第1次館務會議。

93.10.01 南開技術學院資訊與圖書中心主任等7人參觀圖書館。

93.10.01-03 中央空調主機及主機房閥件汰舊換新工程施工。

93.10.04 朱碧靜至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參加「OCLC資訊服務新發展研討

會」。

93.10.05 參考組舉行93年圖書館週第1次籌備會議。

93.10.06 圖書館第80次業務會報，93年10月起由曾秀琴負責紀錄，討論93年圖書館

經費已/待付款事宜。

93.10.07 周芳秀至新竹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2005年西文期刊聯合採購案」相關議

題。

93.10.07 總務處安排廠商清洗總圖書館水塔及水庫。

93.10.12 李淑容至國家圖書館參加「西文圖書採購合作聯盟 - 以菲律賓及泰國大學

圖書館合作採購聯盟為例」研討會。

93.10.15 台大圖書館林副館長等陪同江蘇省高校圖書館暨南京大學圖書館參訪

團11人(圖書館館長)參觀本館。

93.10.15 尤碧玉參加「推動公文書橫式書寫」規劃成果會議。

93.10.19 黃興燦副校長與圖書館同仁座談會，慰勉同仁並宣布校史室將遷回大講

堂3樓。

93.10.19 尤碧玉參加「電子公文現況調查暨教育訓練說明會」。

93.10.25 納坦颱風襲台不上班，閉館。

93.10.26 總圖東面8樓外鋁企口板及燈罩脫落懸吊半空，請營繕組圍警示線。

93.10.28 93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通過「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捐贈

獎勵辦法」及「2005年光碟及電子資料庫訂購清單及經費分攤方式」。

93.10.28 93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送交秘書室。

93.11.02 總圖書館資訊室（推廣教室）空調冷卻水塔及管線汰換工程開標。

93.11.02 李筱玲、尤碧玉參加總務處「校區飲水機設備統一維護保養協調會」。

93.11.03 圖書館第81次業務會報。

93.11.03 本館舉辦經濟系校友師範先生全集出版茶會。

93.11.05 尤碧玉參加研發處舉辦「93學年度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說明

會」。

93.11.05 總圖書館電氣室安裝冷氣設備工程議價。

93.11.05 李瑞騰館長、朱碧靜與客家學院開會討論客家圖書購藏計畫執行事宜。

93.11.10 陳芷瑛至台灣大學參加「CONCERT 2004年年會」。

93.11.12 李瑞騰館長與12位同仁至交通大學參加「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資源整合

共享業務研討會」。

93.11.12 朱碧靜至清大及交大進行訪談中大集刊學術論文用途。

93.11.17 連文雄至交通大學參加「多媒體隨選系統測試與驗收會議」。

93.11.19 周芳秀至中央信託局參加「2005年四校西文期刊採購案」議價開標。

93.11.19 顏杏娥至淡江大學參加「2004年現代資訊組織與檢索研討會」。

93.11.22 圖書館第13次組長會議。

93.11.23 總圖書館主機零件及主機房閥件更新工程驗收。

93.11.23 總圖書館電氣室安裝冷氣設備工程施工。

93.11.24-25 圖書館同仁參加全校運動會繞場及趣味競賽。

93.12.01 慶祝中大90週年校慶，本館於圖書館週與九歌文教基金會、中文系合作舉

辦「琦君作品研討會暨相關資料展」，邀請琦君老師重返中大校園，研討

會將發表張瑞芬、林秀蘭、莊宜文三位女性學者的論文，探討琦君的散

文、小說及改編戲劇等問題，並邀請鄭明娳、何寄澎、林文淇三位教授擔

任特約討論。



93.12.03 圖書館舉行校史館再造第1次籌備會議。

93.12.03 大學評鑑基本資料表E圖書館藏書統計表送交研發處。

93.12.06 尤碧玉、周芳秀參加電算中心「公文製作系統」教育訓練。

93.12.06 總圖書館資訊室（推廣教室）空調冷卻水塔及管線汰舊換新工程驗收。

93.12.08 圖書館第82次業務會報。

93.12.08 周芳秀至交通大學參加「台灣聯大系統Elsevier電子期刊採購事宜討論

會」。

93.12.10 台灣聯大92年第2期經費執行成果與績效送交教務處。

93.12.13 大學評鑑校務類組圖書館細項資料傳送研發處、秘書室、教務處各主筆

人。

93.12.15 周芳秀、陳芷瑛至交通大學參加「Elsevier 電子期刊採購討論事宜」。

93.12.15 總圖書館電氣室冷氣設備驗收。

93.12.17 中大教職員書法社書法習作展暨字帖展。

93.12.20 宋瓊玲至中央研究院參加「數位典藏技術規範會議 -- 後設資料在數位典

藏之研究發展：回顧與前瞻」。

93.12.21 顏杏娥至至國家圖書館參加「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館館長會議」。

93.12.22 圖書館第14次組長會議，討論94年預算各組分配數。

93.12.27 典閱組舉辦台灣聯大圖書資源服務第9次會議。

93.12.28 尤碧玉參加電算中心「公文製作系統專案討論會議」。

93.12.30 圖書館同仁參加文書組「橫式公文製作系統說明會」。

 



 
國立中央大學93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摘要）

尤碧玉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93年10月28日(星期四)下午12時10分
開會地點：總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郭章瑞　賀廣如　李敬萱　葉鴻國　黃偉慶（張瑞宏代）  周賓凰　范懿文

　　　　　魏瑞益　蔡宗漢　陳建志　王國英（林和毅代）　楊聰榮  鄭曉峰  凃秀伶
　　　　　劉道光　藍家祺  廖宥勛
請假人員：秦靜如  張中白
列席人員：朱碧靜　陳素蘭　陳芷瑛　周芳秀　連文雄  蘇柏全
主　　席：李館長瑞騰                    　　　　　　　紀錄：尤碧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

1、圖書館經營構想，內容詳本期通訊：〈館長的話〉。

2、依據國立中央大學圖書管理委員會議施行細則第5條，本會議基於協助圖書館發展之需要，得設顧
問若干名，由館長就前數任館長或校內外學者專家推薦，經本會議同意後聘兼之，任期一年得連
任。擬徵詢委員同意，聘請本館歷任館長化工系張奉文教授、機械系洪勵吾教授、地物系王乾盈教
授、土木系張惠文教授及大物系退休洪秀雄教授擔任本館顧問。

結論：同意聘請化工系張奉文教授、機械系洪勵吾教授、地物系王乾盈教授、土木系張惠文教授
及大物系退休洪秀雄教授擔任圖書館顧問，聘期至93學年度為止。

三、各組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92年第2期台灣聯大合作館藏發展經費，本校台灣聯大各研究中心共推薦天文學及地球科學類超星

電子書及Netlibrary兩種，以上2種電子書皆可透過館藏目錄查詢使用。

2、本組於本學期繼續承辦客家購書計畫，此次專案共有經費1,399,000元，用以發展圖書館藏，未來

本館社會及人文科學館藏將益趨豐富。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本組中文圖書移架計畫，三至四樓中文書庫添購12座書架，暑假完成三至六樓書庫移架相關作業。利用
書架結餘款，繼續添購五至六樓西文書庫書架6座。

2、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10月1日起配合四校校際專車行駛，實施每日送書服務。

3、為方便讀者還書，開學起試行全天開放還書箱服務。提醒讀者光碟片、台灣聯大圖書代還圖書、地圖、
學位論文等不要丟入還書箱。

4、資工系實驗室已經於9月初搬遷至工五館，舊圖自修閱覽室現正委託總務處進行招標工作。預
計11月10日開標，預估年底完工。

5、收支並列款支付臨時計時人員薪資外，剩餘款將添購舊圖自修閱覽室各項設備、視聽組保全設施。

6、為避免讀者累積過多逾期罰款，致使部分讀者覺得負擔沈重，自93學年度開始（93年9月12日起），借
還書系統逾期罰款上限由500元調整為300元，超過此一上限時即暫停借書權利，待讀者還清欠款始得恢復
借書權利。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93學年度「研究生有效利用圖書館」活動開始報名，本次內容將以館藏整合查詢系統（metalib



 /SFX）介面為基礎，介紹各學院核心資料庫使用方法，希望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2、利用館藏整合查詢系統介面時，會先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讀者資料為判斷依據，因為新進教師

這一部分並不是每年都會轉入，而是有到圖書館來借書才會建檔，若沒有來借過書，將沒有任何

的讀者檔可供判斷，也將無法使用這一套針對電子資源的整合服務系統。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由於使用電子期刊之方便性及讀者閱讀習慣之改變，資電學院及工學院部分單位願意配合本組的

宣導，將長期訂購IEL、ACM等重要的全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同時自2005年起停訂該批資料庫之紙

本期刊，此舉將暫時紓解期刊書庫空間擁擠的壓力。

2、2005年西文期刊仍以四校聯合採購方式辦理，將以交通大學為委託機關代表，繼續委託中央信託

局辦理聯合採購案。

3、台灣聯大四校圖書館目前已組成「Wiley電子期刊聯盟」（以四校目前的Wiley期刊採購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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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互相檢索對方所訂的電子期

刊，資源共享），經過四校圖書館期刊組人員多次協商(與校內系所、校際及出版社)，成果為：
(1) 四校2004年訂購139種186份期刊(重複訂購 47份)
(2) 2005年訂購169種(刪訂重複訂購之23種28份，換訂30種)
(3) 2005年1-6月可以免費使用所有Wiley 出版的電子期刊400多種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台灣聯大四校圖書館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子計畫：本館為召集館，透過本系統（主機置於本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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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完成驗收，目前已開放師生上線使用（網

址:http://meta.lib.ncu.edu.tw）。

2、台灣聯大四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子計畫：系統部分，目前廠商正進行系統第二期修改與測試。內容

部分，92學年度本校博碩士論文電子檔審核驗收已順利完成，共驗收1,267本，較去

年(1,143本)多124本，累計89至92學年度共5,211筆論文電子檔（全國大學圖書館前三名）。

3、為提升各項資訊服務網路速度與品質，圖書館Giga switch(高速乙太網路交換器)已完成採購與安

裝測試。此外，圖書館無線網路已完成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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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執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基礎建構 – 圖書資源總計畫中的子計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多

媒體隨選系統」-中央大學部分。計分成二期來進行系統電腦硬體設備、軟體及數位視聽資料等相

關產品的採購及建置；第一期（92.12.1 － 93.11.30）用於購置多媒體隨選系統、伺服器端授權

及使用者端授權（每校圖書館視聽組各50套，以及每校校園網路及網際網路各50套，可同時播放

不同節目）、多媒體隨選系統伺服器、儲存設備、網路施工及交換器、及研究人力。第二期

（93.05.14 － 94.05.13）預定用於購置多媒體資料派送主機、使用端設備、多媒體編輯工作

站、網路施工及交換器、以及系統維護管理所需人力等（系統特色詳附件2）。

2、為提供讀者舒適的視聽環境，本組逐步改善設備及美化環境：個人視聽室40席17吋Pentium 4 多

媒體液晶電腦；考慮夜間照明及美觀，修復入口外側6座大型燈具：新作防焰捲簾26台；更換單

人、雙人閱聽區座椅共34張、目錄檢索區高腳椅2張。考量本組貴重設備日益增多，另已配套完成

安全工程：入口加裝不鏽鋼防盜鐵捲門及中興保全安全防護。
四、委員意見：

楊聰榮委員：電算中心Blackboard研討會中，政大圖書館館長提到未來趨勢圖書館業務與網路教
學會結合，但本校台灣聯大Blackboard網路教學平台與圖書館電子書似乎未結合，
有關資訊與圖書館業務整合及如何加強網路教學，建議圖書館應參與網路教學的會
議，使資源整合。

蘇柏全組長：評估MOD時已與Blackboard作區隔，視聽組配備網路攝影機，老師如有需要可洽視聽
組借用，上課時連接筆記型電腦，可作網路群播，本案將於11月中驗收後，廠商會
舉辦三場推廣教育訓練。

連文雄組長：視聽組之MOD系統所儲存之多媒體資源，可提供校內其他教學平台系統串連使用，以
加強各系統之資源內容。

朱碧靜組長：電子書結合教學平台乙事已與電算中心聯繫，目前尚未告知如何上線提供使用。



陳芷瑛組長：金珊公司是Blackboard的國內代理商，目前與BB合作的出版社有限，並非所有電子
出版品均可連結。

劉委員道光：電算中心學習並提供工具Blackboard，協助老師教學需要，網路教學是老師後續之
應用。

五、委員介紹：（略）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1、訂定「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捐贈獎勵辦法」，請討論。（圖書館提案）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捐贈獎勵辦法」如附件3。

2、2005年光碟及電子資料庫訂購清單及訂費分攤方式（詳附件4），請討論。（圖書館提案）
決議：2005年光碟及電子資料庫訂購清單及訂費分攤方式照案通過；圖書館同時發文請各院決

定資料庫清單訂購優先順序，如學校光碟專戶經費無法增加，則可作為刪訂之依據；作
為研究型大學，應充實及加強網路資源，建請學校增加光碟及電子資料庫補助經費。

3、擬請校方以專款補助《中華大藏經》叢書。（中文系提案，連署人：楊聰榮、賀廣如、鄭曉
峰、郭章瑞、凃秀伶）
賀委員廣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印之《中華大藏經》，集歷代大藏經之大

成，中文系漢文佛典研究室及文學院相關系所均有研究需要，因數量有限，且即
將絕版。

決議：支持本案，請原提案單位循行政程序向校方申請專款補助。
4、擬請校方以專款升級《四部叢刊》電子版資料庫。（中文系提案，連署人：楊聰榮、賀廣如、

鄭曉峰、郭章瑞、凃秀伶）
賀委員廣如：中文系已採購單機版，供教師使用，希望升級為網路版，資源共享，嘉惠全校師

生。
決議：支持本案，請原提案單位循行政程序向校方申請專款補助。

5、藝術學研究所擬向校方以專案專款方式，申請訂購「藝術全文資料庫」（Art Full Test），
有效擴充研究與教學資源。（藝術所提案，連署人：楊聰榮、賀廣如、鄭曉峰、郭章瑞、凃秀
伶）
賀委員廣如：藝術全文資料庫提供研究與教學的便利，可節省紙本期刊的經費和資源，希望委

員支持。
決議：支持本案，請原提案單位循行政程序申請校方專款補助，惟建議於Art Full Text 和

 JSTOR 第三部分兩種資料庫中選擇一個，重新考慮何者較為合適。 
 

二、臨時動議
基於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需要，請學校增加圖書經費，豐富館藏。
館長：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規定書刊資料費及業務費應占全校年度總預算之一定比例，

圖書館並應保留書刊資料費一定比例，以充實一般性圖書資訊及參考館藏；最近本校申請
成立兩所新的博士班未通過，原因之一係外審認為我們圖書資源不足，這已經嚴重影響學
校的整體發展。大學評鑑即將開始，圖書館藏書量也是評鑑的重要指標。

委員意見：發展本校圖書特色，建議學校增加圖書經費；提昇中央大學達世界水準，要求學校重
視書刊經費，可提案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請圖書館就增加圖書經費，擴充館藏發展特色，以提昇本校發展競爭力，提出具體專案，
於下次會議時討論。

 
丙、散會。（下午時2時10分）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1028????????????3.doc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1028????????????4.xls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31028????????????4.xls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捐贈獎勵辦法

93.10.28 93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通過
尤碧玉

一、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各界踴躍捐贈，以豐富館藏資源，特訂定「國立中央大學圖
書館捐贈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捐贈方式：包含捐款及紙本或電子媒體形式之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及資料庫等。
（一）捐款：捐款者將贈款撥入本校校務基金帳戶後，由本校開立正式收據，捐款收據得申請所得稅免

稅。
1.     所捐款項由本館依館藏發展政策購置圖書資料。
2.     捐款者得依下列方式為之，並請註明捐款用途為：提供圖書館購置圖書資料。

(1).         郵政劃撥：利用郵政劃撥單，存入專戶。收款人：戶名「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帳
號：19531076。

(2).         電匯：中大校務基金專戶︰第一銀行中壢分行，戶名︰國立中央大學，帳號：281-50-
319166。

（二）圖書資料捐贈：捐贈者可將圖書資料郵寄或逕送「320桃園縣中壢巿中大路300號國立中央大學圖書
館採編組」；贈送資料逾500冊（件）以上者，亦可通知本館前往取書，聯絡電
話：03-4267291。

三、獎勵方式：
（一）除政府出版品外，所有贈書均備專函致謝，並於納入館藏之受贈資料的書名頁上加蓋贈送者姓名。
（二）捐贈圖書資料且納入館藏，其數量累計達10冊（件）以上者，本館得於徵得捐贈者同意後，公告捐

贈芳名錄於本館網頁。
（三）個人或團體組織捐款金額達新台幣5萬元以上，或捐贈圖書資料且納入館藏，其數量累計達500冊

（件）以上者，由本館致贈感謝狀乙紙，並公開表揚。
（四）個人或團體組織捐款金額達新台幣10萬元以上，或捐贈圖書資料且納入館藏，其數量累計

達1,000冊（件）以上，或贈送價值珍貴而罕見之刊本者，由本館致贈紀念獎牌乙座，並公開表
揚。

（五）個人或團體組織捐贈圖書、手稿、檔案原件等珍貴資料累計達5,000冊(件)以上者，本館得建置專
屬網頁陳列其特藏資源；珍貴資料之認定，必要時得由本館邀集相關單位代表及顧問專家共同評
定之。

四、處理方式：
(一)本館擁有受贈圖書資料之全權處理權，受贈圖書資料原則上不另闢專室、專架保存。
(二)贈書如為館藏複本，本館有權另作處理。其具參考價值者，加蓋「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轉送」章，轉

送其他圖書館或本校師生。
五、蒐藏原則：

(一)內容符合本校教學研究之需求及本館館藏政策者。
(二)已失時效或不具學術價值者不收，如：升學指南、考試用書、不完整之規格、法規標準或圖書等，但

珍貴資料不在此限。
(三)書籍破損不堪或套書殘缺不全，但具有參考價值者，可加以收錄整理、裝訂或補全。
(四)書內有註記、眉批、畫線等不予收藏，但具有參考價值之絕版書除外。
(五)複本書原則上不收，但流通量大者不在此限。
(六)違反著作權法者不收。
(七)個人剪報及散頁資料不收，但珍貴資料不在此限。
(八)博碩士論文及技術報告可不經評選一律收藏。
(九)受贈圖書難以取捨或有爭議時，需由本館相關各組會商決定之。

六、本辦法經本校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央大學93學年度圖書館第1次館務會議（摘要）

尤碧玉
時    間：中華民國93年9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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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李館長瑞騰　　            　　　　　　　　　　　　紀錄：尤碧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

請各組主管先報告，稍後我再說明對圖書館的一些想法。

三、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本學期之工作重點，除了例行業務外，主要有兩項專案計畫進行：一為台灣聯大92年第二期合作館藏發展
計畫，一為客家計畫購書。前項經費主要用以購買本校台灣聯大各研究中心所推薦之天文學及地球科學類
超星電子書、 Netlibrary電子書以及若干紙本圖書。此外，索贈業務也已成為本組的年度工作重點。

2、客家計畫購書從8月初開始進行，目前已完成16,000餘筆圖書之複本查核及6,500餘筆採購書目之建檔，接下
來將陸續進行圖書驗收及分編工作。至於客家圖書聯合目錄之建置，目前已商請國家圖書館轉出2,200餘筆
書目及館藏資料，現正由大鐸資訊有限公司進行轉檔測試，測試成功後將陸續轉入相關書目及館藏。其他
書目則將由客家學院研究生陸續提供後，由本組負責轉入系統。

3、配合客家學院之要求，圖書館於7月底開始進行客家相關圖書出版品之索贈工作，索贈對象包含：中央研究
院、各縣市文化中心、客家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等。目前共計索贈367筆資料，已獲中研
院歷史所、民族所及若干機構之善意回應。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三至六樓書庫完成移架相關工作，由於專案購買書架經費尚有餘款，現正委託總務處進行繼續購置書架工
作。

2、為避免讀者累積過多逾期罰款，致使部分讀者覺得負擔沈重，自9月12日起，逾期罰款上限由500元整調整
為300元整，超過此一上限即暫停借書權利，待讀者還清欠款始得恢復借書權利。
結論：發文通知各單位。

3、台灣聯大校際專車這學期改由本校租車，9月22日至明年1月14日，週一至週五上、下午各一班車巡迴四
校。

4、舊圖資工系實驗室已經於9月初搬遷至工五館，自修閱覽室現正委託總務處進行招標工作。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國科會科資中心2005年CONCERT電子資源訂購調查作業函於9月16日寄達，2004年因有台灣聯大的經費因此

增訂一些資料庫，而這次截至目前為止確認沒有相同的經費可用，加上原訂資料庫漲幅可觀，預計將面臨

停訂許多電子資源的窘境。

2、93學年度圖書館週活動預計10月5日（星期二）召開第一次籌備會，除館長交辦之琦君系列活動外，請各組
先行構思其他活動內容，屆時請同仁至2樓會議室開會。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9月22日圖書館北面地下室進水，波及堆放於牆角的複本期刊儲藏室，可能需要全部報廢，無法再贈需要單
位，謝謝各組幫忙就近搬動浸水複本期刊至另一複本期刊儲藏室（樓梯下）。

2、第39期本館館訊由本組主編，請同仁踴躍賜稿。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台灣聯大各系統與服務已陸續運行，配合館長規劃，擬針對使用者製作「台灣聯大圖書資源計畫服務成果
手冊」（名稱暫定），內容以目前或未來校內讀者 ”可實際使用”的館藏、系統與服務為主，以推廣本計畫
相關的各項資源與服務，請各組同仁惠予提供構想建議與協助。

2、本年度中央空調電腦監控系統零配件專案計畫中，其中設備費20萬因現場處理器停產無法執行，將另行開
會議協調處理。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近期工程：大門加裝安全不銹鋼鐵捲門、換新捲簾、中興保全安全防護啟動。



2、9月業務會報通過週六閉館，週一至週五夜間維持開館，將於10月業務會報修訂本館團體視聽室使用細則。

3、視聽組與資訊組合作持續執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多媒體隨選系統」第一期計畫及進行第二期的規劃及執

行，涵蓋：MOD系統、MOD主機IBM server x235、多媒體資料派送主機IBM server x205、多媒體隨選系統

硬體使用端20台17吋液晶Pentium 4 2.8GHz多媒體電腦、個人視聽室40個座位網路佈線及視聽室內部及對

外交換器（三台）、Multi-Editing Station/多媒體編輯工作站、業務費等。MOD系統首頁初

稿(93.9.21版)詳附件一。

（七）行政室尤碧玉：

1、依據本館職員輪調辦法第五條，同仁可於93年11月15日前提出輪調申請，如有人申請，輪調委員會須

於12月15日前開會討論。今年輪調委員除館長及各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外，票選委員為李淑容、宋瓊玲、顏

杏娥、尤碧玉。

2、8月30日人事室暑期在職訓練「公文製作與處理」講義，文書組e-mail已於9月17日傳送同仁存參，辦文請

參考使用。依印信使用條例，對外行文（函）須用主管簽名章，開會通知可用單位戳章（圓形），書函用

單位條戳（長形）。建請各組以圖書館名義行文校內各單位時，儘量用書函方式發文。

3、9月27日總圖書館中央空調主機及主機房部分閥件更新工程議價，已順利決標，工程期60天；空調專案補助

款餘額擬汰換推廣教室空調冷卻水塔及其屋頂冷卻水管線，已商請營繕組幫忙，儘速提供施工圖俾請廠商

估價。

4、11月份將陸續辦理94年度中央空調、電梯保養續約事宜；明年館舍清潔將總圖及舊圖需求分開條列(初

稿詳附件三)，俾投標廠商估價及清潔驗收之依據，舊圖視聽室、備用書庫、自修閱覽室請責任組提報需

求，總圖需求請各組檢視複核，10月11日（星期一）前回覆行政室，俾彙整辦理勞務採購事宜。

5、9月22日總圖書館後門地下水進水管漏水，造成本館地下室西北角天花板大量進水，機房區淹水，幸各組同

仁合力清除積水；通知營繕組緊急處置並已於當晚搶修，營繕組告知地面復原要稍後施工。

6、總圖書館建築已逾10年，窗戶滲水情形嚴重，營繕組林孝順先生已就艾利颱風災後會勘結果，提供本館待

修繕清單（已傳送同仁），並簽報圖書館建築修繕預估經費80餘萬元，各組責任區如尚有待修繕部分，請

於10月4日（星期一）儘速回報彙整。

館長：

1、       圖書館因執行台灣聯大計畫及客家計畫，增加很多業務。因台灣聯大增加的經費應儘可能用於基礎設

備及本館經常性經費無法採購的部分。另一方面應思考如台灣聯大計畫中斷，四校是否能持續目前的館

際互動，終極目標使圖書館茁壯。

2、       圖書館館齡進入第十年以後的養護計畫，如西北颱造成各樓層滲水，水管爆裂的損失，硬體設備因建

築物老舊所引發的弊病，應整體考量逐年編列預算整修。

3、       與本校規模相近的大學圖書館比較，本館館藏仍待加強，基本上尊重圖書館的專業，但可在圖書館功

能上積極發揮。

4、       圖書館在學校屬性及功能：圖書館是儲存圖書（廣義）的地方，本校目前圖書經費分散各單位，各學

門專業圖書由各系所推薦，因此，很難集中力量發展特色。但客家計畫的經費來自政府，雖增加工作

量，但本館可藉此積極思考用來發展特色館藏，一方面是客家資料，一方面是以客家資料為中心的社會

科學資料。強化圖書館內部，增加館藏，特色明確，學科專業增加，各系所經費到一定期限剩餘經費盼

能由圖書館統籌使用。

5、       校史室的構想，以中大最有可能的情況發揮想像力，進一步去落實。

6、       圖書館儘量能發揮文化傳播的功能。

7、       圖書館前門兩側玻璃間之牆面可思考作布告欄，公告藝文消息。公共電話有礙圖書館整體觀瞻，可考

慮移開。

8、       圖書館形象的建立：將圖書館簡介、使用說明等資料請資訊組與參考組先規劃再討論；信紙、信封

套上館徽；另希望明年校慶前出版中大圖書館集刊；將陸續舉辦閱讀活動；請資訊組建置閱讀網站。林

林總總工作，增加同仁工作量，也會請中文系研究所同學幫忙。

9、       參考組同仁很辛苦，利用中午辦理大一新生認識圖書館活動；圖書館週活動請參考組先規劃再開會討

論。

10、   中大圖書館集刊企劃書：學術論文請採編朱組長負責約稿；一般論述長短不一，請資訊連組長、視聽

蘇組長負責約稿；新舊館員回憶性文章請期刊周組長、典閱陳主任、參考陳組長三位負責約稿；歷史

資料包括圖書館史及大事紀、歷任館長等資料由館長室負責，預定明年5月出版。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無。
二、 臨時動議：無。 

丙、散會。（下午12時25分）



 
雙向橋

曾秀琴
●問題一:
請問一下已經畢業的校友還可以回學校借書嗎？
還是只能在館內看呢？
謝謝～～
 
●回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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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大未開放校友借書。     
 典閱組 6/3
 
●問題二:

我想要請問一個問題，圖書館的窗戶應該只要關上就可以了吧？為什麼上了鎖，很難打開的感覺。之
後，我又看到掛在牆上的防火裝置，心想要是萬一發生火災，有了它我逃生可有一線生機！但是，看到上
鎖的窗戶心都涼了一半。要是真的發生意外，我要如何逃出去.......怕... 這感覺令人毛骨悚然。
 
●回覆:
大家好:

基於圖書典藏及讀者人身安全，館內窗戶一律上鎖。若發生緊急事故時，讀者可利用各樓層未上
鎖的消防安全門架設逃生梯逃生。      典閱組
 
●問題三:
學生甲：我的NB是Joybook 5000  T33U，在圖書館一直搜索不到訊號，向圖書館借無線網卡，安裝後，

就能上網了。不知道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學生乙：對啊！之前我也發生過。我看了公告說開放可以使用自己的無線網路卡，用計中SPARC帳號登入

即可，可是我開啟電腦後沒有看到所謂登入的事窗或其他登入訊息之類的。
 
●回覆:
1.可用的無線網路訊號...當然!安裝後就可以使用了啊!
2.開啟電腦後的認證畫面是在IE裡面...不能使用的原因有很多種...目前遇到
  的問題都在使用者的設定上...請同學好好的研讀一下本身購買的無線網路
  的設定方式!
3.如果您使用上還是有問題,請於上班時間至三樓資訊組,謝謝!      圖書館資訊系統組
 
●問題四:
請問圖書館對讀者作出"人工凍結"的原因及標準為何?
可以不做任何解釋，就對無欠款且具中央在學學生身分的讀者作出此事嗎?
煩請說明在什麼情況下會致使貴館館員作出此事，以解吾人之惑。
感謝。
 
●回覆:
您好，"人工凍結"的情況有下列項目:
借書證遺失
館合借書證未還
新生借書未還
休學/退學



圖書長期逾期
讀者違規
離校/離職      典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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