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惠文

 機緣湊巧，在 8 月接下圖書館工作，從使用者到實際工作者，其間角色變換，讓我在
以圖書館使用者角色對圖書館的各種期待之外，更觀察瞭解館員工作特性與圖書館發
展的某些困難與問題。以下談談對於圖書館現階段與未來發展方向…[詳全文htm]

任內大事回顧 ／李瑞騰
 李瑞騰館長任內大事(93.08.01-95.07.31)[詳全文htm]

引文查詢 (Citation Linker) 的運用 ／陳芷瑛

想想這個情節：一個辛苦的研究人員花了些時間找到一些有用的書目，或者在手邊的
這篇頂重要的文章列了幾篇也想要看全文的參考文獻，下一步開始絞盡腦汁去「猜」
也許那個電子期刊有可能可以印到。如果您對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那是因為大家的
問題都蠻共通的，而目的也是一致的－想要一個好的…[詳全文htm]

RefWorks 書目管理軟體簡介／徐月美

相信您在寫論文時曾經因為整理參考文獻，耗費很多時間去整理格式；也因為參考文
獻出處遺失，要花時間再去確認正確出處。若您懂得善用 RefWork 這個工具，您就可
以輕輕鬆鬆把這些事都打理好…[詳全文htm]

EBSCOhost 資料庫視覺檢索簡介／徐月美

今年暑假 8 月 10、11 日二天參加了台灣大學的「數位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其
中林夏老師的「資訊視覺化與數位圖書館」讓我收獲非常多。看到這麼多這麼活的
「視覺效果」，若應用在圖書館的相關服務上一定更靈活，可以提昇讀者服務的深度
及廣度，沒想到不久 EBSCOhost 資料庫就上線了「視覺檢索」…[詳全文htm]

人生是一部大書／鍾璧珍

95 年 5 月 25 日 這天，在李瑞騰館長的精心策劃下，圖書館主辦了一場精彩的演講：
「人生是一部大書」。佛光山星雲大師與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兩位大師在會中暢
談對人生的觀點，精闢的見解，加上妙語如珠，讓聽眾經歷一場難得的心靈響宴，當
天現場座無虛席，走道和門外都擠滿了聽眾…[詳全文htm]

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 （9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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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展－冰點下的世界（95年5月1日）

人生是一部大書－星雲大師與曾志朗院士的對話（95年5月25日）

歡送李瑞騰館長（95年8月1日）

 



 採編組　／朱碧靜 
■強化圖書有譜
■第 3 屆【中大書評獎】 徵文活動開始
■大批贈書，嘉惠良多
■集體動員「圖書館整體服務品質滿意度
調查」圓滿落幕
[詳全文htm]

 參考諮詢組　／陳芷瑛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新增電子資源 
■「中大書架」閱讀文化運動
[詳全文htm]

 典閱組　／陳素蘭 
■藝文走廊藝文展
■調整借書冊數及期限
■志工媽媽支援 K 書中心值班
■研究所新生辦理臨時借書證
■繼續執行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詳全文htm]

 資訊系統組　／連文雄 
■台灣聯大館藏整合查詢系統已完成升級
至 3.0 版，並與 Google Scholar 完成查詢
 SFX 無縫串連功能
■總圖無線網路已重新規劃更新，穩定性
已有相當改善，且可提供台灣聯大四校師
生跨校漫游使用
■ 為加強對各系所助教 ( 理 ) 與畢業生論
文電子檔上傳服務，資訊組提供 12 場教
育訓練講習，時間為 95年6月13日 至
 95年7月20日 ，每週二、四下午 2 點至 4
 點
[詳全文htm]

 期刊組　／周芳秀 
■總館二樓「中文現期期刊」排列方式新
變革
■2007 年期刊增刪調查作業已於
 95年5月17日展開
■B1 、 3F 、 7F 書架 擴充 、移架工程預
告
■ 部份報紙遺失情況嚴重， 籲請 讀者發
揮公德心
[詳全文htm]

 視聽資料組　／蘇柏全
■95 年 1月 MOD 專區新增設電影館
■95 年4月7日視聽組接受中視拍攝訪問
 MOD 現況，蘇組長4月24日 並 至中視錄
影棚錄影，宣傳中大 MOD ，深獲好評
■日日影展
■視聽資料室空間改善
■ 95 年 5 月 25 日 舉辦「人生是一部大
書」演講活動
■系統升級與維護系統 -MOD 硬碟擴充
[詳全文htm]

 校史組　／丁亞傑 
■出版《導覽手冊 ( 中文版 ) 》
■校史組正式成立
■開展《口述校史系列》活動
■出版《酸甜苦辣－中大飲食寫作集》
■ 出版《愛的旋律》
[詳全文htm]

 圖書館紀事:95年1月-95月6月／尤碧玉

[詳全文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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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尤碧玉

．94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2次會議紀錄（摘要）
[詳全文htm]

．圖書館94學年度第2次館務會議紀錄（摘要）
[詳全文htm]

 10個圖書館利用重要的話題／陳芷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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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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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館 ：57432-5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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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瑛
 編　　輯：朱碧靜、陳素蘭 、周芳秀、陳芷瑛、連文雄、蘇柏全、丁亞傑、尤碧
玉、鍾璧珍、 徐月美、 鄭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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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機緣
館長 周惠文

 
機緣湊巧，在8月接下圖書館工作，從使用者到實際工作者，其間角色變換，讓我在以圖書館使用者角

色對圖書館的各種期待之外，更觀察瞭解館員工作特性與圖書館發展的某些困難與問題。以下談談對於圖

書館現階段與未來發展方向的想法與作法：

1.    推廣與服務：規劃不同圖書館利用課程以提升使用者（大學部學生、研究生、教師）之圖書資訊素養，

並接受邀請或委託，以協助各院或中心規劃並開設特定的短期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訓練課程。

2.    提升閱讀風氣：持續推動校園閱讀，培養閱讀風氣，以深化校園思考氛圍，達到大學通才教育目標。

3.    加強與校內以及校外單位合作：在校內，現已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學務處諮商中心、語言中心、教務處

等單位積極合作，在校外合作方面，與國內或國外大學圖書館或地區的圖書室簽訂合作協議，以增進圖

書館軟體與硬體各項資源的最大使用效能。

4.    提升館員專業知能：面對變動快速的環境，圖書館館員需要更多教育訓練以提升服務水準，滿足使用者

需求。希望能建立館內教育訓練手冊，以使館員在工作輪調或新進館員能儘早熟悉業務，提供更好服

務。

5.    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協助校內教師在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數位化技術支

援，並藉此增進館員專業領域的擴展。

 

圖書館的進步需要各方的建言，非常歡迎全校師生對於圖書館使用，給我們回饋意見，讓我們能精益
求精，以「止於至善」為努力的終極目標。
 



李瑞騰館長任內大事（93.08.01-95.07.31）

1、校史館整建居功厥偉：94年6月4日正式開館啟用(93.10.19黃副校長與同仁座談，宣布校史室遷回大講
堂，重建校史館，93.12.03第一次籌備會議，短短時程內仍準時完成，賦予校史新的定位。)
 94.11.15校務會議通過圖書館組織編制新增校史組專責管理，95.01.17教育部核備通過，95.02.01聘
中文系丁亞傑老師兼任組長。

2、穿針引線豐富館藏：館長的用心及聲望，替圖書館館藏的質與量帶來可觀的成長，其中大批贈書包括：
聯合文學的許悔之先生、民生報文化組的林英哲先生、九歌出版社等藝文界的慷慨捐贈，尤具特色的是
這些贈書都為品質甚佳的新書。

3、藝文入館生氣蓬勃：

93.11.03 本館舉辦經濟系校友師範先生全集出版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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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3.22 圖書館舉辦席慕容詩畫暨書展，並邀請席慕容女士出席舉辦簽書會。

94.05.04 慶祝中大90週年校慶活動，於總圖地下1樓藝文走廊舉辦「林耀堂數位版畫展 -- 當代作家系
列」，邀請林耀堂先生蒞臨，展期5月4日至6月5日。

94.11.07-12.09    本館邀請葉永烜教授於總圖書館地下1樓藝文走廊舉辦「葉永烜教授油畫邀請展-
-窗口、椅子與樓梯」，8日由葉永烜教授親自導覽。

94.12.20-95.01.20  圖書館於藝文走廊舉辦Yusha插畫創作義賣特展 --「拍賣尤俠」，21日尤俠先生
蒞館親自導覽，並為畫作簽名。

95.03.02-95.04.15   圖書館於藝文走廊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

95.05.01-95.06.15   圖書館於藝文走廊舉辦台灣人攝影部落「冰點下的世界」攝影展。

95.06.17-95.07.08   圖書館於藝文走廊舉辦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美麗人生」油畫聯展。

4、演講活動座無虛席：

    94.10.26 邀請楊照先生主講「如何看得多、讀得多、讀得好、讀得巧」演講活動。

    94.11.22邀請尤俠先生主講「可以不看書，但要懂得閱讀生命」演講活動。

    94.12.14邀請馮翊綱先生主講「表演藝術的私房話」演講活動。

    95.05.25舉辦「人生是一部大書--星雲大師與曾志朗院士的對話」演講活動。

5、推廣閱讀績效斐然：

成立「在中央」閱讀網站，駐站作家的設計增添深度。

舉辦「中大書評獎」：94年3月第一屆迄今，已辦三屆，第一、二屆得獎作品並已集結成書。

6、集眾能量出書典藏：共八種，中央大學圖書館集刊2005、誠樸－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導覽手冊、雙連坡
上－中大美景寫作集、深度閱讀－中大書評獎作品集(第一屆)、造辭如鏡－中大書評獎作品集(第二
屆)、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計畫成果服務簡介、愛的旋律－校園愛的故事寫作集、酸甜苦辣－中大飲
食寫作集。

7、館務運作開創新局：

93.10.28  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捐贈獎勵辦法」。

93.11-94.04  配合辦理93學年度大學校務評鑑及後續改善規劃。

94.01    圖書館主辦之演講活動開始於校園實況轉播。



94.01-06  辦理5年500億計畫書規劃、圖書館5年500億計畫構想書。

94.03.28  K書中心重新開放。

94.04.21  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圖書基本經費各提撥百分之10發展電子書及強化人文社會館藏。

94.05.04  舉辦台灣聯大圖書資源共享計畫成果展。

94.11.17  推行「口述校史計畫」

95.01    圖書館網站榮獲95年度中大網站評比特優獎(第一名)。

95.03　　積極向校方爭取「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開發圖書資源經費，95年及96年
各獲3000萬元預算發展館藏及相關設施。

95.04.07中視到校拍攝訪問MOD現況，宣傳中大MOD，深獲好評。

8、總務：總圖電氣室加裝空調箱調節室溫，確保重要機房安全；中央空調設備閥件更新（93年專案經
費）；完成總圖鋁企口板及漏水修繕工程（94.01.22 - 94.03.17）。

9、自省與創見：「圖書館整體服務滿意度調查」打破配合教育部評鑑的演出；「圖書資訊素養教育」構想
書引導圖書館利用成為核心通識課程。

10、 鋪陳大陸合作管道：推動本校與大陸脈絡相承的友校-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館際合作。



引文查詢(Citation Linker)的運用
參考組 陳芷瑛

 

想想這個情節：一個辛苦的研究人員花了些時間找到一些有用的書目，或者在手邊的這篇頂重要的文

章列了幾篇也想要看全文的參考文獻，下一步開始絞盡腦汁去「猜」也許那個電子期刊有可能可以印到。

如果您對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那是因為大家的問題都蠻共通的，而目的也是一致的－想要一個好的模式

找全文。

參考館員最常見的讀者諮詢問題，莫過於如何將手邊的參考文獻用最快速的方法取得全文。對館員而

言，因為平日經常使用各類資料庫的訓練，經驗值的累積可以讓我們判斷用那一種方法比較有可能取得全

文。這通常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操作的同時，讀者通常試圖了解我們做了什麼動作、開了那些資料庫、

或者曾經連結到那個網址，不過，這些執行的種種只會讓觀看的讀者感覺沮喪，畢竟對資料庫涉入不深(也

不想花這麼多時間去嘗試)的使用者而言，最終的需求在於全文的取得，是否能有這樣的介面--打破個別資

料庫藩籬，又能夠一次掌握圖書館所有能夠供應的電子全文？答案是「有的！」也就是以下要介紹給大家

的「引文查詢」-Citation Linker。

 

大多數人都知道圖書館網頁上的電子期刊，這個介面提供使用者按系所、按刊名、按出版社三種方式

來找出期刊的電子全文連結位址，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它後端的全文清單來源，包括圖書館訂購的資料

庫、電子期刊、訂購紙本附送的電子版三大塊，好處是它可以按照不同的入門方式各取所需，但缺點是無

法即時反應本館一年到頭都有的試用資料庫。不要小看「試用」這一塊的勢力，旺季時的試用，加總起來

可以增加的電子全文刊數破萬種，不管是期刊或電子書也都可以涵蓋，若碰上大有來頭而本館苦無經費訂

購，此時讀者又剛好有此需求時，可就有如及時雨般的作用，為苦悶的學術過程增添一些快樂。善用試用

資料庫其實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尤其是對一些研究經費短缺，或者要自己買單的窮學生，就算無法通通

免費，但至少可省下部分的金錢。Citation Linker就是一個將本館現有電子期刊加上試用資料庫為主體的

介面，意思是它的背後所包含的電子全文總數遠高於目前您在「電子期刊」網址上看到的刊數，這代表您

可能可以有更高的機率取得電子全文。有一位教授表示對研究者而言，電子全文的取得只有0與1這兩種結

果，在「無法取得」 與「可以取得」這兩者之間，「引文查詢」扮演的角色是儘量減少使用者全文取得結

果為0的機會。

 

 記得我們曾經介紹SFX，一個提供動態以及靈敏的連結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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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Linker(引用文獻查詢)是可以提供使用者與SFX 

 機制串連的介面，除此之外，在資料庫、電子期刊、館藏目錄等，你也可以看到與SFX串接的設

計，只是這樣多元的入門管道又會因其個別的差異，影響到可以連結全文的種數。資料庫及電子期刊中只

能找到它有收錄的期刊，其它期刊則付之闕如；館藏目錄則只載入本館有訂購紙本的期刊，但有更多的期

刊是訂購電子形式，或者免費公開的期刊等就不會出現在館藏清單中，一但沒有館藏記錄，就不可能提供

全文連結服務。凡此種種都會讓使用者誤認為無法取得電子全文。有些人會選擇到館內印出紙本，此舉耗

時；有些人則透過館際合作複印，此法花錢；有些人乾脆放棄這篇，此舉喪志。但果真是如此無解嗎？未

必，換個使用介面就可以啦。為了讓使用者不必因不解而錯過，圖書館推薦的入門方法就是換成Citation

 Linker。

 

 

以下是這個介面的畫面 (如果想學著自己操作，網址



在http://140.115.130.212:9003/sfx_ncu/cgi/core/citation-linker.cgi/)，我們將按步驟示範用法。

我們將以使用者問題最多的狀況，也就是如何將手邊所有的參考書目來源是出自於某本期刊，如何最快獲

知本館是否有任何電子全文可以供應的解決方法。

↑畫面一(引用查詢的畫面)

檢索畫面可分成四列來看：

第一列：期刊刊名，可區分為「完全相同」、「開頭以」、「包含」三種查詢方式。

第二列：日期，右方三個欄位為下拉式選單，第一欄為「年」；第二欄為「月」；第三欄為「日」，這三

欄都拉選之後，則前方日期欄會自動顯示出你的設定。

第三列：卷期，來源資料出版的卷期。通常西文期刊的慣例為一年一卷，再按出版週期計算期數，如為雙

月刊則一卷共有六期，依此類推。

第四列：ISSN及DOI，ISSN(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國際標準期刊號，是國際間賦予期刊

的一套統一編號共8碼；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是數位環境下代表某一特定內容之識

別系統。

 

以上述畫面為例，當我們輸入的欄位條件只包含完整刊名、出版年、卷、期四項資料後，得到以

下的結果(畫面二)，如果書目資料不夠完整， 無法確認文章起頁時，放棄輸入Start Page 這一個欄位，

則僅能連結到該期刊那一期的目次頁(畫面三)。但若能夠輸入Start Page 這一個欄位時，則能精準的串連

到那一篇文章(畫面四)完成全文的開啟，因此若能輸入越多的書目資料，越能減少逐層點閱的時間，但前

提是書目資料的正確性要高。

http://140.115.130.212:9003/sfx_ncu/cgi/core/citation-linker.cgi/


↑畫面二

 

↑畫面三(當期的目次層次)



↑畫面四(該篇文章的全文層次)

以上幾個簡單的畫面示範，相信您約略知曉引文查詢的功用了，對於電子全文的取得管道，下次不妨

從傳統的「電子期刊」選單進入，改從「引文查詢」這個方式進行，但要特別提醒的問題包括：

1、提供查詢的刊名必須知道正確的名稱，不能是縮寫、簡稱，但若只有刊名局部的字或者開頭的正確字亦

可使用。

2、並非所有的期刊都可以提供到單篇的層次，每種期刊的連結深度並不相同，有些可能必須再進

行browse的模式逐層進入點選。

3、可提供全文的目標物(target)設定為本館已訂購或被通知試用的期刊(含全文資料庫中包含的期刊)為

主，有時廠商為推廣某些期刊，會開放這些期刊部分卷期以為試用，這種狀況的期刊則不在列，換言

之，無法從引文查詢這個管道連結這種免費試用全文。

4、引文查詢主機僅擔任建立查詢者與資料庫主機的溝通橋樑角色，並不是透過它來取得全文(亦即並非扮

演代理伺服器的角色)，因此若為校外使用者，仍必須依照「校外連結使用說明」設定後才能夠使用。

 

 



RefWorks書目管理軟體簡介
參考組 徐月美

 
相信您在寫論文時曾經因為整理參考文獻，耗費很多時間去整理格式；也因為參考文獻出處遺失，要

花時間再去確認正確出處。若您懂得善用RefWorks這個工具，您就可以輕輕鬆鬆把這些事都打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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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支援多個資料庫，如 EBSCOhost, OCLC FirstSearch, Ovid, SilverPlatter, Web of
 Scie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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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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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其他書目管理軟體書目資料的匯入，如
 EndNote, ProCite, Reference Manager 等。 以下簡介幾個系統功能之使用：

一、           註冊使用：
第一次使用請先在中大校園網域內申請註冊, 註冊完畢後, 可以使用組碼: RWNCU在中大校園外使

用RefWorks。每人必須申請一組帳號密碼，登入使用。

二、匯入：
RefWorks提供以下電子資源可以直接匯入：

中文資料庫 西文資料庫

n                                          中文電子期刊服
務(CEPS) n                                          ABC-CLIO

n                                          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
要資料庫

n                                          CSA
n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系統
n                                          EBSCOHost

n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影像
索引系統(遠距) n                                          EI Engineering Village 2

n                                          中華民國企管文獻摘要
資料庫(MARS) n                                          IEEE

n                                          中國期刊網 n                                          ISI Web of Science
n                                          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

庫檢索(萬方數據資源系統) n                                          NISC BiblioLine



n                                          全國博碩士(舊版) n                                          MetaLib

n                                          全國博碩士(新版) n                                          OCLC
n                                          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客

家圖書聯合目錄) n                                          Ovid

 n                                          Project Muse

 n                                          ProQuest

 n                                          SDOS(SDOL)

 n                                          SFX…

 n                                          SilverPlatter WebSPIRS
 
因為資料庫很多，以下簡介google Scholar的設定方式，其他資料庫詳細匯入方式內容，請參
考http://service.refworks.com.tw/。

http://service.refworks.com.tw/


三、匯出

四、書目編製

五、如何在論文中引用在RefWorks中已建立的文獻資料
(1)下載Write-N-Cite軟體



(2)在Word文章中直接引用RefWorks中的參考書目：



 



六、分享書目





在使用RefWorks上還有幾個觀念必須釐清：

1.    RefWorks之查詢是指查個人帳戶下所有匯入進來的書目。

2.    查詢當中的「線上資料庫」功能，乃指查詢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PubMed資料庫或大學圖書館藏目錄
或Z39.50目錄。

3.    RefWorks提供不同書目管理軟體的匯入。參考文獻當中的Import EndNote V8+Database這部
分，Endnote的軟體必須是合法的，試用的版本也不行匯入。



EBSCOhost資料庫視覺檢索簡介
參考組  徐月美

今年暑假8月10、11日二天參加了台灣大學的「數位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其中林夏老師的「資訊

視覺化與數位圖書館」讓我收獲非常多。看到這麼多這麼活的「視覺效果」，若應用在圖書館的相關服務

上一定更靈活，可以提昇讀者服務的深度及廣度，沒想到不久EBSCOhost資料庫就上線了「視覺檢索」這

項服務。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IV)中文翻譯是「資訊視覺化」；在大陸則翻為「信息可視化」。SK Card, J
 Mackinlay, B Shneiderman則將其定義為”The use of computer-supported, interactiv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abstract data to amplify cognition”。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是將資訊轉換為人們較容

易理解的圖形圖像形式呈現，依據Card，Mackinlay，Shneiderman的定義，可分析出IV有幾個特

點：1.Interactive-互動式的;2.Visual representation-可視的；3.Amplify cognition-提高認知的功能。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在圖書館的應用可以有：顯示資訊的分布；顯示檢索的結果；資訊的分類；

及幫助讀者瀏覽等項。EBSCOhost之視覺檢索即是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IV)的應用，它可以協助讀者在

尚未決定研究主題之前，發掘並導引讀者至其所需之研究目標。以下簡單介紹EBSCOhos資料庫的視覺檢索

步驟：

請在個人電腦中安裝Java(TM) Platform





 





參考文獻

1.    林夏(2006)，「資訊視覺化與數位圖書館」，數位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

2.    楊達. (2005). 「數字圖書館信息可視化的研究框架」. 沈陽教育學院學報, 7卷3期 ,p.127-130。



人生是一部大書
～星雲大師與曾志朗院士的對話～

視聽組  鍾璧珍

95年5月25日這天，在李瑞騰館長的精心策劃下，圖書館主辦了一場精彩的演講：「人生是一部大

書」。佛光山星雲大師與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兩位大師在會中暢談對人生的觀點，精闢的見解，加上

妙語如珠，讓聽眾經歷一場難得的心靈響宴，當天現場座無虛席，走道和門外都擠滿了聽眾。

一開場，10分鐘的「敦煌舞」演出，為兩位大師的對話揭開精彩序幕。李羅權校長表達學校歡迎之

意，校長表示，大師的人間佛教早已深入人心，大師的博學與曾志朗的多聞，一定能讓聽者受益良多。國

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理事長吳伯雄和中壢市長葉步樑皆到場聆聽。葉步樑推崇大師提倡的「三好運動」是淨

化社會風氣的最佳良方。吳伯雄表示，大師當年初到台灣，第一個掛單的佛寺就是中壢圓光寺，而他的父

親更是在五十七年前就與大師結下善緣。

人生這一部大書要怎麼去讀它？大師勉勵青年學子要像塊「海綿」一樣不斷充實進修，尋求知識與智

慧，做到言行一致、內外兼修。曾志朗則鼓勵年輕學子多讀好書、多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並懂得欣賞藝術

之美，才能讓人生更美好。

星雲大師難得走入校園，與青年學子暢談人生，他勉勵大家，對自己應「不忘初心」（出自《華嚴

經》），同學不要忘了當初選擇中大就讀的最初想法；對朋友要「不念舊惡」（出自《八大人覺經》），

對朋友心胸要寬大，不懷恨在心；對家庭要「不請之友」（出自《維摩詰經》），事情要主動參加、幫

忙；對社會要「不變隨緣」（出自《大乘起信論》），堅持不變的原則和隨緣的性格。

主持人李館長提問：人生而不平等，兩位如何看待？星雲大師說，他雖然出身貧窮人家，無法讀很多

書，但相較於狹義的富有金錢，他坐擁山河大地、芸芸眾生，他覺得「比王永慶還富有」。曾志朗則說，

最苦的環境，通常可造就最堅韌的生命力，雖然社會難免有不公平之處，但不能因此怨天尤人，反而要努

力突破困境，人應發揮上帝賦予的潛能，以善行來消弭社會的不平等，他相信只要多些人行善，社會就會

少一些不公平。

這一場殊勝的演講，在李館長的提問和二位大師精彩的對談中，聽眾充滿著歡喜與感動的情緒，中大

同學表示，兩位大師幽默又有深度的對談，毫無冷場、即使站整場也覺得很值得。這場演講從籌備到完，

一切都非常順利圓滿，正是佛法所說的「有因有緣事易成」吧。



採編組動態報導
採編組  朱碧靜

94/12~95/5
強化圖書有譜
    常有讀者反應館藏圖書不能滿足他們的使用需求，尤其以文學院及客家學院的師生為最，在「發展國

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挹助下，自95年起，圖書館特編列專案經費，以每年近千萬元經費

用以添購圖書、視聽及特色館藏，其書單來源主要由各系所師生推薦，以建立「使用者導向」的優質圖書

館藏。此外，本年度起亦自各院基本圖書費中提撥一定比例經費用以「強化人社館藏經費」，書單來源同

樣來自系所推薦。

 
第3屆【中大書評獎】 徵文活動開始
    第2屆中大書評獎得獎作品集「照辭如鏡」已於4月底出版，第3屆中大書評獎亦於5月開跑，截稿期限

至9月30日止。不同以往，本屆採分組競賽方式進行，分成大學生組、研究生組（文學院）及研究生組（非

文學院），不僅得獎獎金豐渥還有參加獎，舊雨新知，歡迎您踴躍投稿，詳細徵文辦法請見網

址http://www.lib.ncu.edu.tw/950930a.htm。

 

大批贈書，嘉惠良多
    3月24日採編組宋瓊玲小姐至校友王作榮院長台北家中取回贈書13箱(約600冊)，1月4日採編組同仁合

赴中壢市公所搬運佛光總會贈送之法藏文庫計110冊， 5月5日九歌出版社贈書27箱(約千餘冊)。校友王作

榮院長之贈書將典藏校友特藏室，此次贈書係近兩三年王院長自費購買圖書，書中頗多王院長的閱讀眉批

及心得，弭足珍貴。而九歌出版社的贈書則是因緣李瑞騰館長的穿針引線，為優質圖書館藏用心良多。

 

集體動員「圖書館整體服務品質滿意度調查」圓滿落幕
    為瞭解本校讀者對圖書館整體服務的滿意度，以作為圖書館提昇服務品質的依據，同時亦為圖書館的

一項自評項目。圖書館特於4月10日至4月24日期間實施問卷調查，本次調查總共寄發13,551份問卷，有效

問卷數為2,516份，回收率為18.57％，研究範圍包括中央大學教師（含兼任）、研究生、在職專班研究

生、大學生及職員等全體成員。

    此次調查全館總動員，讀者反映意見除了做為各組精進業務的參考外，整體調查結果亦將撰寫執行報
告後檢討實施。

 

http://www.lib.ncu.edu.tw/950930a.htm


典閱組動態報導
典閱組  陳素蘭

藝文走廊藝文展
為提昇藝文氣息，總圖地下1樓藝文走廊3月2日至4月15日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

展；5月1日至6月15日舉辦台灣人攝影部落-冰點下的世界攝影展；6月17日至7月8日舉辦中華民國油畫創作

協會美麗人生油畫展。

 

調整借書冊數及期限  
依據94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1次會議決議調整借書冊數，教師與博士班學生圖書借閱冊數增加

為40冊、碩士班學生增加為30冊、大學部學生增加為20冊；第2次會議決議調整教職員工借書冊數為30冊，

延長眷屬借書期限為30天。因應借閱冊數增加，本館原於圖書借閱到期日前3天發送之即將到期流通通知，

改為到期日前7天起每日發送借書明細，提醒讀者借閱狀況。

 

志工媽媽支援K書中心值班
4月11日起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由學務處中大社區聯誼會志工媽媽輪值，同學需協助時可就近向志工媽媽反

應。鄰近國、高中生學期考試期間，大批國、高中生湧進總圖準備考試，影響閱覽品質。商請志工媽媽協

助巡邏，維持閱覽秩序。謝謝她們盛情支援。

研究所新生辦理臨時借書證
6月1日起開始辦理研究所新生辦理臨時借書證，於6、7月間分為系所統一申請及個別申請兩階段辦理。

 

繼續執行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服務推出之後，頗受好評。配合四校專車行駛，學期中，每天巡迴四校，運送圖書，暑

假期間則每週三租用專車，繼續執行台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參考組動態報導
參考組  陳芷瑛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新增電子資源
圖書館經費大宗投入電子資源新訂，目標以建置世界著名出版社之電子期刊、引進重要學會資料庫、

基礎科學全文回溯為主，新訂資源包括

(一)SciFnider Scholar： 為美國化學摘要服務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於1994年發展出之

網際網路版綜合性資訊系統。資料庫包括(1)、CAplus (Chemical Abstracts Plus Database, 1907-)：世

界最大，最廣為科學家使用之化學化工資料庫。(2)、The CAS REGISTRY (1957-)：世界最大，最具權威之

化學物質資料庫。(3)、CASREACT (Chemical Reactions Database, 1840- )：提供 CA 收錄之有機化學期

刊及專利。(4)、CHEMLIST (Regulated Chemicals Listing Database, 1985- )：收錄美國、亞洲、澳

洲、歐洲以及以色列、臺灣各國之管制化學品目錄及其法規。(5)、CHEMCATS (Online Chemical Catalogs

 File, 最新版)：收錄世界各國 700 家廠商 800 類 7,000,000 餘種化學品的供應資料。(6)、MEDLINE

 (MEDlars onLine, 1951-)：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所製作世界上最具權威的生物醫學資料庫。

(二)SPIE Digital Library：SPIE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國際光學

工程學會)，是致力於光學、光子學和電子學領域的研究、工程和應用的著名專業學會，資料庫內容含其出

版的Proceeding(1998-)及Journal共四種之全文。

(三)ProjectMuse：Project MUSE 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簡稱 JHUP）與 該校 The Milton S. Eisenhower Library 於 1995 年所合作建置，收錄250餘種藝術、人

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全文期刊，涵蓋文學、歷史、政治學、經濟學、教育、電影、哲學、宗教、性別研究

等學科領域。

(四)Blackwell Synger：為英國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建置之電子期刊資訊系統，提供 Blackwell

 旗下出版之 750 餘種學術性期刊。

(五)LexisNexis Academic：收錄報紙、期刊、簡訊、新聞稿和 1971 年至今的美國專利等 8000 種以上之

出版品，95% 以上為全文資料；收錄年限則依文獻類別而異。內容大致可分成 5 大類：新聞、商業、法

律、醫學、和參考類。

(六)Nature Archive：著名期刊1987-1996年10年回溯全文。

(七)MCB Emerlad：收錄 160 餘種由 Emerald 公司所出版之期刊，資料庫收錄知名期刊如：Management

 Decision、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The TQM Magazine、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Library Management 等。

(八)中國期刊網教育社科綜合專輯、中國期刊網政經法專輯：大陸著名學術期刊檢索資料庫，可回溯

至1994年。

(九)ASTM：ASTM(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 是工業界最大且歷

史悠久的標準權威機構。ASTM 期刊 - 包含7000 篇以上專業期刊。

(十)Cambridge Journal Online：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CJO) 為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所製作之電

子資料庫，透過網路提供使用者連線查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相關共近 200 種電子期刊，本校

所訂包括CJO所有學科主題 。

(十一)臺灣日日新報：係於 1898 年由日人 守屋善兵衛 併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而成。 其發行

史幾乎與臺灣總督府共存亡，同時也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其出版品質為人稱道。該報自1898 年 5 月 6

 日 創刊，至 1944年3月31日止，共發行 1 萬 5,800 餘號。

(十二)IOP Archive：Institute of Physics出版期刊1874-1995年Historic Archive。

(十三)四庫全書網路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藉著運用先進的科技，將匯集中國歷代重要典籍的《四

庫全書 》文淵閣本電子化，並且加入多種檢索功能及輔助研究工具，從而促進中國典籍的深入研究、流傳



和普及 。

(十四) Periodical archive online(PAO)：以收錄各期刊完整之卷期為目標，至今已收錄 407 種回溯性

期刊，收錄年限從創刊號起至 1995 年。

(十五)數位出版品資訊網：完整收錄國立編譯館歷年出版之各類圖書電子全文二千餘冊，提供學術絕版

書、特色學科科用書、參考書等。

(十六) Datastream資料庫：DataStream主要是利用遠端網路讀取所搜尋資料的財金數據資料庫，資料包

含bonds, interest rates, commodities, convertibles, equities, exchange rates, futures,

 indices, investment trusts, macroeconomics, options, unit trusts, warrants, World scope &

 IBES data，涵蓋國家數約五十餘國。

(十七) Grove Music Online資料庫：葛洛夫音樂百科全書線上版收錄古典音樂、民間音樂、爵士樂、流行

音樂、20世紀音樂、歌劇等，從史前到當代音樂學領域。

(十八)中華民國專利資訊網：國內專利核准公告及發明公開資料。
 
「中大書架」閱讀文化運動

2006年夏天，一次閱讀的經驗分享運動即將展開，這個名為「中大書架」的專案在李瑞騰前館長的催

生之下，陣容與影響都值得期待。

＜計畫說明＞

1、本計畫擬邀請一百位中大教授各提出5本書，這些書曾深刻影響知識建構及人格之養成，不是課堂上及

研究室裡的專業用書，但認為學生最好能夠閱讀的。對分享者具有指引意義的書籍，便是徵集的主角。

2、將書名、作者、出版資料（出版地、出版年及出版社）儘可能完整的填上，並為這五本書各寫二、三則

推薦理由(目的或動機)。。

3、彙整以後，我們將統計書單，以學院∕學科分類編排，由特別組成的研究生小組為每一本書撰寫300-

500字的提要，擇要配以書影，並簡介推薦教授。最終希望集結出版成一本專書（含紙本及電子書），

書名就叫「中大書架」。

4、我們將在圖書館一樓規劃設立「中大書架」專區，集中典藏。該區將布置成一人性化閱覽空間，我們期

待它成為一個完全由中大教授合力建構起來的經典寶庫。

5、將通過圖書館的【在中央】閱讀網站，長期徵求這些書的閱讀心得。

6、時機成熟，嚐試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及其他大學院校進行推廣。



期刊組動態報導
期刊組  周芳秀 

總館二樓「中文現期期刊」排列方式新變革
為方便讀者查詢，期刊組將原於二樓現期期刊室分區陳列的中文、大陸期刊及學報混合排列，並依刊名筆

劃順序排列，本項作業已於業5/13(六)~5/14(日)兩天完成。

2007年期刊增刪調查作業已於95年5月17日展開
2007年期刊增刪調查作業已發函通知本校各單位於5月17日-6月23日間辦理，同時於5月25日舉辦說明會邀

請各單位參加。2006年各單位期刊付款結果，已請會計室依各單位付款餘額辦理撥交、補扣事宜。

B1、3F、7F書架擴充、移架工程預告
由於各樓層書架已不敷使用，本年度擬於B1、3F、7F進行書架擴充工程及書刊移架作業。書架安裝預計

於7月中旬以前完成，各樓層之書刊移架作業預計於9月底以前完成；各項工程進行期間將另行公告，屆時

對讀者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部份報紙遺失情況嚴重，籲請讀者發揮公德心
近日部份報紙遺失情況嚴重（詳下表），本組雖於5月10日上BBS公告並進行道德勸說，惟情況未見改善。

本組將加強管理措施，期減少圖書館及讀者閱報權益之損失。

95年5月份報紙遺失統計表
報紙名稱 遺失份數

中國時報 4

聯合報 4

國語日報 5

 



資訊組動態報導
資訊組  連文雄

 
 
1.        台灣聯大館藏整合查詢系統已完成升級至3.0版，並與Google Scholar完成查詢SFX無縫串連功能，歡

迎讀者多加利用（網址：http://metalib.ncu.edu.tw）。

2.        總圖無線網路已重新規劃更新，穩定性已有相當改善，且可提供台灣聯大四校師生跨校漫游使用，歡

迎讀者多加利用。

1.        為加強對各系所助教(理)與畢業生論文電子檔上傳服務，資訊組提供12場教育訓練講習，時間

為95年6月13日至95年7月20日，每週二、四下午2點至4點，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視聽組動態報導
視聽組  蘇柏全

1.      95年1月 MOD專區新增設電影館。專題影音館計32館。
 
2.      95年4月7日視聽組接受中視拍攝訪問MOD現況，蘇組長4月24日並至中視錄影棚錄影，

宣傳中大MOD，深獲好評。
 
3. 日日影展
（1）圖書館日日影展：

94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圖書館日日影展」取代「圖書館週三影展」，學期中每週一～週五晚

上6:30於團體視聽室播放精選佳片。團體視聽室設備極佳，包含50個沙發座椅，SONY 3000流明單

槍投影機、5.1環繞音效、Bose 301喇叭、200吋電動銀幕，提供教職員生及社區民眾一良好休閒去

處。

（2）圖書館暑期日日影展：

95年暑假（7月3日至9月8日）視聽室開始舉辦「圖書館暑期日日影展」，每週一～週五下午2點播

放影片，炎炎夏日為師生同仁們提供一避暑好地方。

 
4. 視聽資料室空間改善
（1）    視聽資料室館藏空間漸趨不足，6月份添製資料架12座。

（2）    團體視聽室於6月份進行地毯更新工程。

 
5. 95年5月25日舉辦「人生是一部大書」演講活動

在李瑞騰館長的精心策劃下，圖書館主辦了一場精彩的演講：「人生是一部大書--星雲大師與曾志

朗院士的對話」，現場實況直播，並已轉檔放入MOD系統。

 
6. 系統升級與維護系統-MOD硬碟擴充

 MOD主機磁碟陣列容量(影片容量)原為584 GB (可容納380部 MPEG1檔影片) 提升至876 GB (可容

納498部 MPEG1影片)。



校史組動態報導
校史組  丁亞傑

出版《導覽手冊(中文版)》
為推廣校史研究之普羅文化層面，並服務蒞校參觀的訪客，校史館《導覽手冊(中文版)》於95年元月7日問

世。手冊略述中大校史源流，校史館的位置與參訪動線，並摘要介紹館內各展示區之陳設，歡迎蒞館佳賓

取閱。

 

校史組正式成立
1月18日學校組織規程核定增設校史組，並於2月1日正式起聘中文系丁亞傑老師為校史組組長。

 

開展《口述校史系列》活動
為開展中大校史研究工作，校史館企畫《口述校史系列》活動，以採擷當代重要校務發展之歷程，

於95年2月20日完成前二任校長之採訪(1990-2005年)，採訪之影音資料業已保留在校史館，歡迎研究工作

者親臨館內調閱。

 

出版《酸甜苦辣－中大飲食寫作集》
第二屆校園寫作「中大飲食」徵文活動於3月1日開始，4月10日截稿，共入選70篇，5月份出版《酸甜苦辣

－中大飲食寫作集》一書。

 

出版《愛的旋律》
為配合91週年校慶-愛在中大系列，特舉辦「校園愛的故事」徵文活動，活動期間4月10日至4月30日共入

選30篇，入選文章編印成校慶特刊於6月3日校慶當天發放。



 參考組    陳芷瑛













圖書館紀事
行政室  尤碧玉

 
日期 紀事

95.01.11 圖書館WWW網站首頁改版。

95.01.12
資訊組連文雄至台大參加「台灣INNOVATIVE使用館聯盟委員會
臨時會議」。

95.01.13 台灣聯大館藏整合查詢系統(Metalib/SFX)升級至3.0版。

95.01.18
完成製作「劉全生校長與圖書館活動紀念專輯」 (資訊組承
辦)。

95.01.26 INNOPAC系統停機進行系統維護(15:30~18:00)。

95.01
MOD隨選系統「影片介紹」網頁已完成。(共提供1019筆影片介
紹)

95.01
94年度下學期開始設置教師指定視聽資料專區，已知會採編組
配合辦理。

95.01
有聲大學資料707個檔案(共10.7GB)，已燒成光碟，送採編組
編目。

95.01 將購買2台DVD轉錄機轉錄VHS以製作備份保存。

95.01.02-
95.01.20

舉辦「春風送暖」春聯義賣活動，義賣所得74,634元捐給「桃
園家扶中心」。

95.01.04 至中壢市公所搬運佛光總會贈送之法藏文庫計110冊

95.02.24
採編李淑容編審及顏杏娥小姐赴中壢市土地銀行黃經理家中取
回贈書7箱。

95.02.06
調整借書冊數，教師與博士班學生圖書借閱冊數增加為40冊、
碩士班學生增加為30冊、大學部學生增加為20冊。

95.02.22
圖書館榮獲全校網頁評比特優(第一名)，館長於校務會議接受
校長頒獎。

95.02.20
本學期2月20日～6月16日每週一～五晚上6：30「圖書館日日
影展」，計播映80部影片。

95.02.20 設置教師指定視聽資料專區。

95.02.20 2/20起週一～週五開館時間延長至晚上9：30。
95.02.01 中文系丁亞傑助理教授兼任校史組組長

95.03.24
宋瓊玲小姐至校友王作榮院長台北家中取回贈
書13箱(約600冊)

95.03.02-04.15 藝文走廊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

95.03.31 資訊組舉辦UST四校館藏整合查詢系統3.0版教育訓練

95.03.30
周芳秀至陽明大學圖書館參加「2007年起四校是否續辦西文期
刊聯合採購」會議。

95.04.12
影印機公司駐館人員李小姐因私人因素離職，4月份起新進人
員羅惠琴小姐到職。

95.04.17
周芳秀至中研院數學所參加數學中心圖書館舉辦之「數學圖書
期刊資源服務座談會」。

95.04.19
周芳秀至國立陽明大學參加「四校西文期刊作業相關業務檢討
會」。

95.04.10

調整借書冊數：博士後研究員、助教、編制內職員（含技工
友）、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建教合作專任人員圖書借閱冊數增
加為30冊；大學部學生及教職員工眷屬圖書借期由14天增加
為30天。



95.04.11 中大社區聯誼會志工媽媽輪值K書中心。

95.04.18 召開館內總圖大門空間改善討論會。

95.04.26 召開館內總圖大門空間改善討論會。

95.04.20 舉辦「Scopus資料庫講解」學習認證2小時。

95.04.10 進行圖書館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網路問卷調查(資訊組辦理)。

95.04.11 召開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合作會議(資訊組辦理)。

95.04.10 第二屆校園寫作「中大飲食」徵文活動截稿，共有86篇稿件。

95.04.10 校慶系列活動─校園愛的故事徵文開始。

95.04.18
歷史所王成勉協同美國洛杉磯波摩納學院亞洲語言文學系主任
白亞仁教授參訪校史館。

95.04.24 中大飲食評審會議，選出70篇入選文章。

95.04.07 中視來採訪MOD系統。

95.04.01-04.24 日日影展計播映12部影片，觀賞人數143人。

95.04.24 晚上6：00～11：00進行年度大掃除。

95.05.01-06.15 藝文走廊舉辦台灣人攝影部落作品聯展-冰點下的世界

95.05.25
主辦「人生是一部大書--星雲大師與曾志朗院士的對話」講座
（視聽組做現場直播）。

95.05.25
陳芷瑛至台北文化大學圖書館參加「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聯
盟研討會」

95.05.05 本館主辦「2007四校西文期刊聯合採購計畫」第2次會議

95.05.13-14
2樓現期期刊室進行中文、大陸期刊及學報混合排列、移架作
業。

95.05.15 周芳秀至陽明大學參加「圖書館新館啟用儀式」。

95.05.22 5500專案「書架擴充工程」開標。

95.05.25 舉辦「2007年期刊增刪作業說明會」。

95.05.10 校園愛的故事徵文評審會議，選出30篇入選文章

95.05.10 網頁英文翻譯交件

95.05.12 「中大飲食」徵文活動稿費發放截止

95.05.17
接待李校長協同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等一行人(06:30-
7:00pm)

95.05.23 口述校史-劉兆漢校長大綱討論 10:00

95.05.23 消防排煙設備第一次施工--平台外牆開動

95.05.23 館長與佛光學會的師父們參訪校史館

95.05.25
「人生是一部大書─星雲大師與曾志朗院士的對話」於大講堂
舉行，當天有60多位來賓前來參觀校史館

95.05.26 消防排煙設備第二次施工--拆除部份防煙垂壁

95.05.29 消防排煙設備第三次施工--裝設火災受信總機及排煙設備

95.05.29 酸甜苦辣-校園飲食寫作集，出版完工(書已到校史館)

95.05.29 愛的旋律-校園愛的故事寫作集，出版完工(書已到校史館)

95.05.10
資訊組進行Innopac主機資料庫索引重整(redexing)，5/31完
成。

95.05.05 九歌出版社贈書27箱(約千餘冊)。

95.06.02 中文版觸控螢幕內容完成(委託工讀生製作)

95.06.03 中大91周年校慶當天，開放校史館出版品自由取閱

95.06.09 消防排煙設備第四次施工-排煙管裝設(95.06.13完工)



95.06.13 桃園縣消防局會勘消防設備

95.06.16 桃園縣消防局複查消防設備

95.06.17-07.08
總圖地下一樓藝文走廊與中華民國油畫創作協會合作舉辦「美
麗人生油畫展」

95.06.20
向社團法人華藏淨宗學會索贈龍藏大藏經並於6月23日獲贈
書121冊。

95.06.23
完成7樓書庫書架安裝之前置作業（拆除簡報牆、粉刷及窗簾
拆除並移至2樓讀者閱覽區等）

 



會議記錄
國立中央大學94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2次會議紀錄（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95年3月23日(星期四)中午12時
開會地點：總圖書館2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葉永烜副校長　郭章瑞委員　賀廣如委員　林惠雯委員　黃偉慶委員  劉正毓委員　周賓凰委員　鄭明松委

員　魏瑞益委員　楊接期委員（陳嘉貞代）　陳建志委員　

林沛練委員（林和毅代）　鄭曉峰委員  呂玫鍰委員  劉愛萍委員　張中白委員　陳慶彥委員（許時準

代）  陳時泰委員  林毓崧委員

列席人員：洪秀雄顧問　張惠文顧問　朱碧靜組長　陳素蘭組主任　陳芷瑛組長　周芳秀組長　連文雄組長  蘇柏全組
長　丁亞傑組長

請假人員：李敬萱委員　陳建志委員　楊接期委員  林沛練委員　陳慶彥委員　張奉文顧問  洪勵吾顧問 王乾盈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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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歡迎葉永烜副校長蒞臨指導，謝謝洪顧問秀雄出席。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常務推動小組決議，有關圖書館經費應與台灣聯大或館際合作等相關提
昇服務品質之措施一併考量，並提交本會議討論。95年3月6日第440次行政會議，決議圖書館經費以5％經費
（3,000萬元）為原則，請葉副校長協調圖書館各項發展之經費運用事宜。圖書館提出2年規劃書，以發展館藏為
主。第1年館藏發展67.62％，圖書館自動化及台灣聯大系統12.03%，服務及推廣8.43%，基礎建設包括門面整修、總
圖空間改善等11.91%，第2年規劃館藏發展79.89%。

圖書館增設校史組報部核備通過，2月1日聘請中文系丁亞傑老師兼任組長。

圖書館網頁獲學校網頁評比第一名，謝謝資訊組同仁的努力，歡迎委員提供意見，讓本館網頁更符合讀者需求。

三、葉副校長永烜指示：
（一）圖書館應配合趨勢，規劃10年長期發展計畫。
（二）與文學院、客家學院等缺乏圖書資源單位合作，加強人文社會學科資源，強化本校特色館藏。
（三）資訊系統組應與電算中心緊密合作。
（四）加強與校外單位合作。
（五）參加國家大型計畫，爭取校外資源。
（六）開發分館空間，紓解館藏空間不足問題。
四、各組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強化人文社會學科圖書館藏會議已經在2月23日中午舉行，會中通過兩項重要決議：

(1)、每年於下學期開學後開會一次，視實際發展情況，開會議決當年度本項經費之運用。
(2)、本（95）年度主要委請客家學院及文學院協助提出書單，以強化本校人文社會學科圖書館藏。

2、「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1年，目前編列圖書（含電子書）、視聽資料館藏發展經費
共755萬，10月底前需完成90%執行率，本次會議提案討論經費使用原則，惠請委員集思廣義以提昇各院師生對本校
圖書館藏之滿意度。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開學後回復利用校際專車，週一至週五上、下午各有一輛車巡迴四校送
書。

2、為服務讀者及考量同學參加研究所考試，校際活動週4月1日至3日總圖書館8時至17時正常開館，4月4日校慶補假
日、4月5日民族掃墓節、5月31日端午節閉館，K書中心正常開放。

3、依據上次會議決議調整借書冊數，教師與博士班學生圖書借閱冊數增加為40冊、碩士班學生增加為30冊、大學部
學生增加為20冊；因應借閱冊數增加，本館原於圖書借閱到期日前3天發送之即將到期流通通知，改為到期日前7天
起每日發送借書明細，以提醒讀者借閱狀況。

4、3月2日至4月15日於總圖地下1樓藝文走廊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歡迎大家踴躍參觀。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新訂資料庫「鵝湖月刊」、「萬方數據庫-中國學位論文人文類」、「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SpringerLink」、臺灣商學企管資料庫、台經月刊二十年資料庫、產經期刊全文資料庫、RS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Archive、OCLC PerSearch。

2、因四校館藏整合查詢系統(metalib/SFX) 進行系統升級，將於系統完成測試後，於下半年舉辦幾場說明會。

3、全國館合系統將於今年開始收取系統使用費，有些單位為反應成本採取提高收費以為因應，因此本校使用

者對外申請之費用將會受到影響，使用者送件時請注意申請館之收費標準。

4、現有三種Elsevier公司所提供重要試用資料庫，分別為：

(1)、SCOPUS：Scopus 為收集科學、科技、醫學及社會科學文獻的索引摘要資料庫，包含4,000 餘
家STM（科學、技術與醫學）出版社所出版超過 14,000種出版品。Scopus為索引摘要資料庫(收錄年代
自1966-)，查詢結果可顯示該篇文章之引用文獻，並可顯示每篇文章近10年被引用次數。

(2) ScienceDirect Backfiles：提供著名出版社Elsevier 1995年以前期刊之電子版，這次試用可以將本館原本只
能自1995起下載之全文大幅回溯至創刊號，超過700萬篇的歷史文獻都可方便的使用。

(3) DiscoveryGate化學資料庫：由Elsevier MDL研發之DiscoveryGate平台，係以單一介面直接搜尋，包
括CrossFire Beilstein、 CrossFire Gmelin、MDL Compound Index(內含10餘種化學資料庫)等重要化學研究
相關資料庫。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2006年期刊訂購費陸續付款中，2007年全校期刊增刪調查將於5月中旬發出，以1個月的時間讓各單位處

理，請協助按時將增刪結果送回期刊組彙整。

2、電子期刊之使用除了出版社有特別規範需以帳號、密碼進入外，大都可以在校園內連線使用。若有單位無

法連線，歡迎洽詢本組處理。

3、為提昇本館服務品質，圖書館製作「中央大學圖書館整體服務品質之滿意度調查問卷」，將以email送給本

校教職員生，專任教師除電子版問卷外還會收到紙本問卷，可擇一形式填答，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本活

動。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本館網站榮獲2006年中大網站評比特優獎，感謝各院委員與師生的使用與平日建議，本年度將持續加強各

項網頁內容與功能。

2、論文電子檔本學年已審核驗收204筆，預計有1,500筆。與過去累績量(6,603筆)相較，本學年館藏(電子論文

部分)增加率預期可達23%。

3、圖書館INNOPAC自動化系統主機已安裝建置近7年，為避免當機影響借還書作業等風險，今年將進行主機

汰換更新工作，預計主機效能(處理機速度、容量)可提升一倍以上。

4. 讀者查詢用電腦多已老舊，今年將加強汰換更新。

5. 台灣聯大計畫現有系統（四校館藏整合查詢、四校博碩士論文）將持續運作服務，未來e化部分各校提

出(1)建立數位學習教育資源中心、(2)建立「機構典藏」、(3)整合建置四館合一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將視

相關需求與經費，進行合作評估。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本學期圖書館「日日影展」取代「週三影展」，每週一～週五晚上6:30於團體視聽室播放影片。一學期預

計播放80部電影，20部為得獎影片、30部讀者票選、30部最新院線片，提供教職員生校內另一休閒去處。

請大家多宣傳。

2、本學期開始設置教師指定視聽資料專區。

3、藝術有聲大學資料707個檔案(共10.7GB)，已燒成光碟，送採編組編目。

4、MOD隨選系統現有影片1,033筆，「影片介紹」網頁已完成1,019筆影片介紹。

（七）校史組丁亞傑組長

1、口述校史徵集：校史館自94年11月中旬開始進行口述校史工作，系列專訪劉全生校長與劉兆漢校長，個別

收錄影音資料與口述札記，後續將會系統性地編輯成個別出版品。目前工作進度如下:
(1)、劉全生校長口述校史已採訪完畢，自94.11.17至94.12.31止，共計5次，並贈送《突破－劉全生與中央大

學》之未刊稿以供劉校長校閱，日前收到校閱後之文稿，正進行後續編輯，預計於本學期出版。
(2) 劉兆漢校長口述校史已採訪完畢，自94.11.21至95.02.20止，共計12次，目前收錄影音資料，並進行口述

札記整理，後續規劃訪問3-4位當時期參與校務發展之關鍵教職員，以補述當時期校務發展之面貌。預
計於95學年度第1學期出版。

2、校園寫作推廣：配合<中大語文提昇與永續發展學程>計畫，校史館舉辦「校園寫作」徵文活

動(94.06.15~94.07.08)，已於94年8月順利出版《雙連坡上》一書；今年再次舉辦第二屆「校園寫作」徵文

活動，以「中大飲食」為徵文題目，自3月1日徵稿，將於3月31日截止收件，歡迎本校之校職員、學生、校

友踴躍投稿。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1、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第4條第4款，請討論。（圖書館提案）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第4條（附件1）。
2、「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圖書館專案規劃案，請討論。（圖書館提案）

http://gateway.discoverygate.com/
http://gateway.discoverygate.com/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50323??????.doc


決議：通過「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圖書館專案規劃案，館藏發展部分，電子資料
庫清單照案通過（附件2），圖書（含電子書）及視聽館藏發展請各單位協助提供書單，經費規
劃及修正分配方式詳附件3及附件4。

二、臨時動議：無。
 
丙、散會。（下午2時25分）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94學年度第2次館務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中華民國95年2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時10分
地    點：總圖書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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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芷瑛　徐月美　鄭均輝　周芳秀　王綽英　李筱玲　曾秀琴
　　　　　連文雄　吳淑菁　詹雅帆　蘇柏全　鍾璧珍　王玉美　丁亞傑　王怡婷　駱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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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獲得學校網站評比特優獎，資訊組同仁表現優異。在過程中組長們也提供意見，得獎固喜，內

容仍有改善空間，將再擇期討論。閱讀網站94年12月20日已裁定由校史組經營。

2、本館提名王怡婷參加優秀專案計畫工作人員選拔，獲得高分通過，可見校史館的成績受到肯定。校史館由

圖書館負責規劃重整，於去（94）年6月4日重新開館，圖書館行政組織也於今年2月新增校史組，特聘中文

系丁亞傑老師兼任組長。

3、「5年500億」計畫統一正名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推動委員會今天下午2時開會，

圖書館館長分配至行政支援工作小組。圖書館的發展與此息息相關，將來經費分配核定，各項工作仍會落

實到同仁執行，請大家預作準備。

  三、報告上次會議（94年10月4日）結論執行情形

（一）94年9月21 日召開提高讀者服務品質及相關問題討論會，依據會議決議，請各組整理常問問題交由典閱

組彙整。（典閱組報告執行情形）

執行情形：謝謝各組提供資料，現正進行彙整、修正，完成後會給各服務櫃台1份留存，並請資訊組更新

本館網頁之常見問題。

（二）本館已蓋10多年，硬體設施多有老化現象，如本館東面牆壁玻璃帷幕黏著劑固化問題、壁癌問題等，每

逢下雨多有滲水、漏水現象，宜請營繕組協助圖書館全面處理、改善此一狀況。（行政室報告執行情

形）

館長：業務會報時再討論，請各組詳細提報責任區待修項目，由行政室彙整報修。
執行情形：行政室已提報95年專案需求，如奉核定，屆時請各組配合辦理。

四、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94年度移送典藏圖書及視聽資料共34,029件，較去年28,200件，成長兩成。另12月底添購Netlibray電子
書4萬2千餘冊，煩請參考組幫忙推廣使用。

2、94年度承辦2次書評獎並主辦3場演講活動，感謝各組同仁鼎力協助，活動得以順利成功。
3、本年度的重點工作有二：一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相關計畫的執行，主要將用以強化各

學科圖書館藏，若文學院及客家學院不考慮引進更多電子書館藏，預估將有較大量紙本圖書館藏購買入
館；二為續辦第3屆中大書評獎及演講活動，還要請各組同仁多多幫忙。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寒假期間(1月16日至2月17日)採每星期三送書一次的方式繼續提供服
務。開學後回復利用校際專車，週一至週五上、下午各有一輛車巡迴四校。

2、2月19日至6月24日恢復學期開放時間，週日至週五為8時至23時、週六為8時至17時。夜間館員上班的時間
為最不好的時段(夜間及假日)，任勞任怨，假日施工及各種雜務均需煩勞他們，謝謝他們的辛勞。

3、校際活動週適逢研究所考試期，為服務讀者，總圖書館4月1日至3日正常開放（8時
至17時），4月1日至5日K書中心正常開放(8時至23時)。

4、藝文走廊3月初將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6月校慶期間舉辦「冰點下的世界攝影展」，歡迎同
仁參與。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2006年光碟及電子資料庫目前已完成新訂者有SpringerLink、萬方數據庫人文類論文全文，若有結匯餘額狀

況將加訂新的資料庫，以增強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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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因應學習認證需求，本組擬開設基礎基料庫課程或請廠商介紹相關新知，以為同仁專業進修之參考。
第1場課程預定於4月20日下午2點，由Elsevier公司派員講解Scopus資料庫，這個資料庫為目前頗具代表性
的STM主題檢索介面，可以看出檢索方式的發展方向，對協助讀者資料蒐集有一定的幫助。
尤碧玉：本館組織網頁可連結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訊錄，請參考組於推廣圖書館利用課程時加以宣導，同

學如有建議也可向各院委員反映。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完成2006年版五校期刊聯合目錄及電子期刊系統服務。

2、完成英文版期刊相關服務資訊。

3、若有經費，完成原7樓會議室之書架請購、安裝工程。

館長：「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核定後，再視緩急輕重討論需求優先順序。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圖書館網頁獲得學校網站評比特優獎（第一名），感謝館長與各組同仁的支持與協助，未來在網站內容與
功能上，仍須大家分工合作，共同經營，期能為讀者提供更好的資訊服務。

2、台灣聯大計畫經費已於去年9月結束，為延續各系統（四校館藏整合查詢、四校期刊目次、四校博碩士論
文）與服務之正常運作，相關維護與人事費用校方已同意繼續支援，暫時運作無虞，感謝大家協助幫忙。

3、INNOPAC系統已使用近7年, 目前已積極進行更新規劃,亦請同仁參閱相關資料(如廠商網站、講習說明文
件)，與諮詢友館各模組相關意見，以作為未來執行之參考。

4、供各組工讀生自行開發系統的bphp資料庫主機原為linux版本，近期內將新購主機提供windows 與SQl
 server的版本, 以滿足各組工讀生系統開發上的需要。

5、由於各主機服務日益重要，為避免系統故障影響師生教學研究，資訊組將進行以下加強措施：(1)全面檢查
各主機電力系統，更新老舊的ups、 (2) 資訊組同仁假期也抽空上網檢查、(3)任一主機故障視同緊急狀況，
同仁可隨時撥打館內人員緊急聯絡簿的電話或e-mail連繫資訊組相關同仁。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採編組及視聽組建議三分之一視聽館藏經費用以購買讀者推薦，另三分之二經費由視聽組依第一線讀者需

求自行挑選。

2、視聽組規劃圖書館 ”日日影展” 取代 ”週三影展”，每週一～週五晚上6:30於團體視聽室播放影片(50個沙發座

椅，SONY 3000流明單槍投影機、5.1環繞音效、200吋電動銀幕)。一學期預計播放80部電影，20部為得獎

影片、20部讀者票選、40部院線片，提供教職員生校內另一休閒去處。請大家多宣傳。

3、94學年度下學期開始設置教師指定視聽資料專區，已知會採編組配合辦理。
4、有聲大學資料707個檔案(共10.7GB)，已燒成光碟，送採編組編目。
5、MOD隨選系統「影片介紹」網頁已完成（共提供1,019筆影片介紹）。
6、由於保存不易，且VHS放影機漸停產，各界贈VHS錄影帶考慮不收，或由捐贈單位解決版權問題，視聽組

協助轉入MOD系統或轉錄成DVD。

（七）校史組丁亞傑組長：

1、口述校史：劉全生校長口述校史訪問已完畢，已送劉校長《突破─劉全生與中央大學》未刊稿，供校長校

閱，以供日後書刊出版依據；劉兆漢校長共12回，預計2月底結束，之後計畫再訪問相關教授、職員，約3-
4回。預計於95學年度第一學期出版。

2、推廣活動：校園徵文活動，預計於3月初開始徵稿，3月底截稿。

3、校史館網頁改版和觸控螢幕軟體製作已從1月份開始著手進行。

（八）行政室尤碧玉：

1、94年全校書刊光碟經費統計及圖書館統計已上載網路辦公室備查。

2、94學年度第2次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預定於3月下旬舉行，各組如有提案，請提早準備，開會事宜將另行通

知。

3、10萬元以上請購案恢復列印公文控管單。

4、行政庶務工李駿麒先生工作至2月9日，2月10日起由范綱幸先生接任，請各組確認公文收發、開館業務

等順利運作。考慮行政庶務工收發文時間及效率，建議視聽組及校史組公文每日收文乙次，發文則視當

日公文情形分發。

結論：行政庶務工每日下午至視聽組及校史組收公文。

5、總務：95年館舍清潔方面，將請廠商於4-5月間進行第1次年度大掃除，5月下旬清洗東面窗戶及外



牆，8月間將進行全館環境消毒。總圖飲水機維護因價格問題，自2月起將更換廠商，改請賀桃公司維

護，建議K書中心及校史館參考；消防安全檢查，請各組維護責任區環境，以符合消防檢查規定。

6、會後館長請全館同仁至松苑中餐部餐敘。

館長：
1.行政室請各組配合之事項，請各位儘量配合。
2.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2次會議，各組如有提案，請儘快準備。
3.行政庶務工問題將與學校權責單位進一步溝通。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票選本館95年度輪調委員會輪調委員同仁代表4名。
說明：徐月美連任2次，95年未列入被選舉人；本館職員輪調辦法第3條第4款規定，所有人員在同一職位6年

以上，必須參加輪調（從本辦法通過後起算），本辦法89年2月29日通過，即將屆滿6年。
決議：出席人員共計29人，有效票27票，李筱玲及曾秀琴負責開票，劉宏華監票。開票結果李淑容13票、劉

宏華12票、尤碧玉10票、宋瓊玲8票，顏杏娥、曾秀琴及王怡婷各7票。本（95）年度輪調委員同仁代
表當選名單為李淑容、劉宏華、尤碧玉、宋瓊玲；候補委員曾秀琴。95年圖書館輪調委員名單如附
件。

 
二、臨時動議：無。

 
丙、散會。（上午11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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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94學年度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2次會議紀錄（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95年3月23日(星期四)中午12時
開會地點：總圖書館2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葉永烜副校長　郭章瑞委員　賀廣如委員　林惠雯委員　黃偉慶委員  劉正毓委員　周賓凰委員　鄭

明松委員　魏瑞益委員　楊接期委員（陳嘉貞代）　陳建志委員　

林沛練委員（林和毅代）　鄭曉峰委員  呂玫鍰委員  劉愛萍委員　張中白委員　陳慶彥委員（許時

準代）  陳時泰委員  林毓崧委員

列席人員：洪秀雄顧問　張惠文顧問　朱碧靜組長　陳素蘭組主任　陳芷瑛組長　周芳秀組長　連文雄組長  蘇
柏全組長　丁亞傑組長

請假人員：李敬萱委員　陳建志委員　楊接期委員  林沛練委員　陳慶彥委員　張奉文顧問  洪勵吾顧問 王乾盈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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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歡迎葉永烜副校長蒞臨指導，謝謝洪顧問秀雄出席。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常務推動小組決議，有關圖書館經費應與台灣聯大或館際合作等
相關提昇服務品質之措施一併考量，並提交本會議討論。95年3月6日第440次行政會議，決議圖書館經費
以5％經費（3,000萬元）為原則，請葉副校長協調圖書館各項發展之經費運用事宜。圖書館提出2年規劃書，
以發展館藏為主。第1年館藏發展67.62％，圖書館自動化及台灣聯大系統12.03%，服務及推廣8.43%，基礎建
設包括門面整修、總圖空間改善等11.91%，第2年規劃館藏發展79.89%。

圖書館增設校史組報部核備通過，2月1日聘請中文系丁亞傑老師兼任組長。

圖書館網頁獲學校網頁評比第一名，謝謝資訊組同仁的努力，歡迎委員提供意見，讓本館網頁更符合讀者需
求。

三、葉副校長永烜指示：
（一）圖書館應配合趨勢，規劃10年長期發展計畫。
（二）與文學院、客家學院等缺乏圖書資源單位合作，加強人文社會學科資源，強化本校特色館藏。
（三）資訊系統組應與電算中心緊密合作。
（四）加強與校外單位合作。
（五）參加國家大型計畫，爭取校外資源。
（六）開發分館空間，紓解館藏空間不足問題。
四、各組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強化人文社會學科圖書館藏會議已經在2月23日中午舉行，會中通過兩項重要決議：

(1)、每年於下學期開學後開會一次，視實際發展情況，開會議決當年度本項經費之運用。
(2)、本（95）年度主要委請客家學院及文學院協助提出書單，以強化本校人文社會學科圖書館藏。

2、「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1年，目前編列圖書（含電子書）、視聽資料館藏發展經費
共755萬，10月底前需完成90%執行率，本次會議提案討論經費使用原則，惠請委員集思廣義以提昇各院師生
對本校圖書館藏之滿意度。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開學後回復利用校際專車，週一至週五上、下午各有一輛車巡迴四
校送書。

2、為服務讀者及考量同學參加研究所考試，校際活動週4月1日至3日總圖書館8時至17時正常開館，4月4日校
慶補假日、4月5日民族掃墓節、5月31日端午節閉館，K書中心正常開放。



3、依據上次會議決議調整借書冊數，教師與博士班學生圖書借閱冊數增加為40冊、碩士班學生增加為30冊、
大學部學生增加為20冊；因應借閱冊數增加，本館原於圖書借閱到期日前3天發送之即將到期流通通知，改為
到期日前7天起每日發送借書明細，以提醒讀者借閱狀況。

4、3月2日至4月15日於總圖地下1樓藝文走廊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歡迎大家踴躍參觀。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新訂資料庫「鵝湖月刊」、「萬方數據庫-中國學位論文人文類」、「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SpringerLink」、臺灣商學企管資料庫、台經月刊二十年資料庫、產經期刊全文資料

庫、RS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Archive、OCLC PerSearch。

2、因四校館藏整合查詢系統(metalib/SFX) 進行系統升級，將於系統完成測試後，於下半年舉辦幾場說

明會。

3、全國館合系統將於今年開始收取系統使用費，有些單位為反應成本採取提高收費以為因應，因此本

校使用者對外申請之費用將會受到影響，使用者送件時請注意申請館之收費標準。

4、現有三種Elsevier公司所提供重要試用資料庫，分別為：
(1)、SCOPUS：Scopus 為收集科學、科技、醫學及社會科學文獻的索引摘要資料庫，包含4,000 餘

家STM（科學、技術與醫學）出版社所出版超過 14,000種出版品。Scopus為索引摘要資料庫(收
錄年代自1966-)，查詢結果可顯示該篇文章之引用文獻，並可顯示每篇文章近10年被引用次數。

(2) ScienceDirect Backfiles：提供著名出版社Elsevier 1995年以前期刊之電子版，這次試用可以將本館
原本只能自1995起下載之全文大幅回溯至創刊號，超過700萬篇的歷史文獻都可方便的使用。

(3) DiscoveryGate化學資料庫：由Elsevier MDL研發之DiscoveryGate平台，係以單一介面直接搜尋，包
括CrossFire Beilstein、 CrossFire Gmelin、MDL Compound Index(內含10餘種化學資料庫)等重要化學
研究相關資料庫。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2006年期刊訂購費陸續付款中，2007年全校期刊增刪調查將於5月中旬發出，以1個月的時間讓各單

位處理，請協助按時將增刪結果送回期刊組彙整。

2、電子期刊之使用除了出版社有特別規範需以帳號、密碼進入外，大都可以在校園內連線使用。若有

單位無法連線，歡迎洽詢本組處理。

3、為提昇本館服務品質，圖書館製作「中央大學圖書館整體服務品質之滿意度調查問卷」，將

以email送給本校教職員生，專任教師除電子版問卷外還會收到紙本問卷，可擇一形式填答，歡迎全

校師生踴躍參加本活動。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本館網站榮獲2006年中大網站評比特優獎，感謝各院委員與師生的使用與平日建議，本年度將持續

加強各項網頁內容與功能。

2、論文電子檔本學年已審核驗收204筆，預計有1,500筆。與過去累績量(6,603筆)相較，本學年館藏(電
子論文部分)增加率預期可達23%。

3、圖書館INNOPAC自動化系統主機已安裝建置近7年，為避免當機影響借還書作業等風險，今年將進

行主機汰換更新工作，預計主機效能(處理機速度、容量)可提升一倍以上。

4. 讀者查詢用電腦多已老舊，今年將加強汰換更新。

5. 台灣聯大計畫現有系統（四校館藏整合查詢、四校博碩士論文）將持續運作服務，未來e化部分各校

提出(1)建立數位學習教育資源中心、(2)建立「機構典藏」、(3)整合建置四館合一之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將視相關需求與經費，進行合作評估。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本學期圖書館「日日影展」取代「週三影展」，每週一～週五晚上6:30於團體視聽室播放影片。一

學期預計播放80部電影，20部為得獎影片、30部讀者票選、30部最新院線片，提供教職員生校內另

一休閒去處。請大家多宣傳。

2、本學期開始設置教師指定視聽資料專區。

3、藝術有聲大學資料707個檔案(共10.7GB)，已燒成光碟，送採編組編目。

4、MOD隨選系統現有影片1,033筆，「影片介紹」網頁已完成1,019筆影片介紹。
（七）校史組丁亞傑組長

1、口述校史徵集：校史館自94年11月中旬開始進行口述校史工作，系列專訪劉全生校長與劉兆漢校

長，個別收錄影音資料與口述札記，後續將會系統性地編輯成個別出版品。目前工作進度如下:

http://gateway.discoverygate.com/
http://gateway.discoverygate.com/


(1)、劉全生校長口述校史已採訪完畢，自94.11.17至94.12.31止，共計5次，並贈送《突破－劉全生與
中央大學》之未刊稿以供劉校長校閱，日前收到校閱後之文稿，正進行後續編輯，預計於本學
期出版。

(2) 劉兆漢校長口述校史已採訪完畢，自94.11.21至95.02.20止，共計12次，目前收錄影音資料，並進
行口述札記整理，後續規劃訪問3-4位當時期參與校務發展之關鍵教職員，以補述當時期校務發
展之面貌。預計於95學年度第1學期出版。

2、校園寫作推廣：配合<中大語文提昇與永續發展學程>計畫，校史館舉辦「校園寫作」徵文活

動(94.06.15~94.07.08)，已於94年8月順利出版《雙連坡上》一書；今年再次舉辦第二屆「校園寫

作」徵文活動，以「中大飲食」為徵文題目，自3月1日徵稿，將於3月31日截止收件，歡迎本校之校

職員、學生、校友踴躍投稿。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1、修正【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第4條第4款，請討論。（圖書館提案）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第4條（附件1）。

2、「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圖書館專案規劃案，請討論。（圖書館提案）
決議：通過「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圖書館專案規劃案，館藏發展部分，電子

資料庫清單照案通過（附件2），圖書（含電子書）及視聽館藏發展請各單位協助提供書
單，經費規劃及修正分配方式詳附件3及附件4。

二、臨時動議：無。
 
丙、散會。（下午2時25分）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50323??????.doc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50323????????????2????????????.xls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50323????????????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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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94學年度第2次館務會議紀錄（摘要）
 
時    間：中華民國95年2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時10分
地    點：總圖書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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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芷瑛　徐月美　鄭均輝　周芳秀　王綽英　李筱玲　曾秀琴
　　　　　連文雄　吳淑菁　詹雅帆　蘇柏全　鍾璧珍　王玉美　丁亞傑　王怡婷　駱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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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獲得學校網站評比特優獎，資訊組同仁表現優異。在過程中組長們也提供意見，得獎固喜，內

容仍有改善空間，將再擇期討論。閱讀網站94年12月20日已裁定由校史組經營。

2、本館提名王怡婷參加優秀專案計畫工作人員選拔，獲得高分通過，可見校史館的成績受到肯定。校史館由

圖書館負責規劃重整，於去（94）年6月4日重新開館，圖書館行政組織也於今年2月新增校史組，特聘中文

系丁亞傑老師兼任組長。

3、「5年500億」計畫統一正名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推動委員會今天下午2時開會，

圖書館館長分配至行政支援工作小組。圖書館的發展與此息息相關，將來經費分配核定，各項工作仍會落

實到同仁執行，請大家預作準備。

  三、報告上次會議（94年10月4日）結論執行情形

（一）94年9月21 日召開提高讀者服務品質及相關問題討論會，依據會議決議，請各組整理常問問題交由典閱

組彙整。（典閱組報告執行情形）

執行情形：謝謝各組提供資料，現正進行彙整、修正，完成後會給各服務櫃台1份留存，並請資訊組更新

本館網頁之常見問題。

（二）本館已蓋10多年，硬體設施多有老化現象，如本館東面牆壁玻璃帷幕黏著劑固化問題、壁癌問題等，每

逢下雨多有滲水、漏水現象，宜請營繕組協助圖書館全面處理、改善此一狀況。（行政室報告執行情

形）

館長：業務會報時再討論，請各組詳細提報責任區待修項目，由行政室彙整報修。
執行情形：行政室已提報95年專案需求，如奉核定，屆時請各組配合辦理。

四、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朱碧靜組長：

1、94年度移送典藏圖書及視聽資料共34,029件，較去年28,200件，成長兩成。另12月底添購Netlibray電子
書4萬2千餘冊，煩請參考組幫忙推廣使用。

2、94年度承辦2次書評獎並主辦3場演講活動，感謝各組同仁鼎力協助，活動得以順利成功。
3、本年度的重點工作有二：一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相關計畫的執行，主要將用以強化各

學科圖書館藏，若文學院及客家學院不考慮引進更多電子書館藏，預估將有較大量紙本圖書館藏購買入
館；二為續辦第3屆中大書評獎及演講活動，還要請各組同仁多多幫忙。

（二）典閱組陳素蘭組主任：

1、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寒假期間(1月16日至2月17日)採每星期三送書一次的方式繼續提供服
務。開學後回復利用校際專車，週一至週五上、下午各有一輛車巡迴四校。

2、2月19日至6月24日恢復學期開放時間，週日至週五為8時至23時、週六為8時至17時。夜間館員上班的時間
為最不好的時段(夜間及假日)，任勞任怨，假日施工及各種雜務均需煩勞他們，謝謝他們的辛勞。

3、校際活動週適逢研究所考試期，為服務讀者，總圖書館4月1日至3日正常開放（8時
至17時），4月1日至5日K書中心正常開放(8時至23時)。

4、藝文走廊3月初將舉辦中壢市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聯展，6月校慶期間舉辦「冰點下的世界攝影展」，歡迎同
仁參與。

（三）參考諮詢組陳芷瑛組長：

1、2006年光碟及電子資料庫目前已完成新訂者有SpringerLink、萬方數據庫人文類論文全文，若有結匯餘額狀

況將加訂新的資料庫，以增強館藏。

2、為因應學習認證需求，本組擬開設基礎基料庫課程或請廠商介紹相關新知，以為同仁專業進修之參考。
第1場課程預定於4月20日下午2點，由Elsevier公司派員講解Scopus資料庫，這個資料庫為目前頗具代表性
的STM主題檢索介面，可以看出檢索方式的發展方向，對協助讀者資料蒐集有一定的幫助。
尤碧玉：本館組織網頁可連結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通訊錄，請參考組於推廣圖書館利用課程時加以宣導，同

學如有建議也可向各院委員反映。

（四）期刊組周芳秀組長：



1、完成2006年版五校期刊聯合目錄及電子期刊系統服務。

2、完成英文版期刊相關服務資訊。

3、若有經費，完成原7樓會議室之書架請購、安裝工程。

館長：「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核定後，再視緩急輕重討論需求優先順序。

（五）資訊系統組連文雄組長：

1、圖書館網頁獲得學校網站評比特優獎（第一名），感謝館長與各組同仁的支持與協助，未來在網站內容與
功能上，仍須大家分工合作，共同經營，期能為讀者提供更好的資訊服務。

2、台灣聯大計畫經費已於去年9月結束，為延續各系統（四校館藏整合查詢、四校期刊目次、四校博碩士論
文）與服務之正常運作，相關維護與人事費用校方已同意繼續支援，暫時運作無虞，感謝大家協助幫忙。

3、INNOPAC系統已使用近7年, 目前已積極進行更新規劃,亦請同仁參閱相關資料(如廠商網站、講習說明文
件)，與諮詢友館各模組相關意見，以作為未來執行之參考。

4、供各組工讀生自行開發系統的bphp資料庫主機原為linux版本，近期內將新購主機提供windows 與SQl
 server的版本, 以滿足各組工讀生系統開發上的需要。

5、由於各主機服務日益重要，為避免系統故障影響師生教學研究，資訊組將進行以下加強措施：(1)全面檢查
各主機電力系統，更新老舊的ups、 (2) 資訊組同仁假期也抽空上網檢查、(3)任一主機故障視同緊急狀況，
同仁可隨時撥打館內人員緊急聯絡簿的電話或e-mail連繫資訊組相關同仁。

（六）視聽資料組蘇柏全組長：

1、採編組及視聽組建議三分之一視聽館藏經費用以購買讀者推薦，另三分之二經費由視聽組依第一線讀者需

求自行挑選。

2、視聽組規劃圖書館 ”日日影展” 取代 ”週三影展”，每週一～週五晚上6:30於團體視聽室播放影片(50個沙發座

椅，SONY 3000流明單槍投影機、5.1環繞音效、200吋電動銀幕)。一學期預計播放80部電影，20部為得獎

影片、20部讀者票選、40部院線片，提供教職員生校內另一休閒去處。請大家多宣傳。

3、94學年度下學期開始設置教師指定視聽資料專區，已知會採編組配合辦理。
4、有聲大學資料707個檔案(共10.7GB)，已燒成光碟，送採編組編目。
5、MOD隨選系統「影片介紹」網頁已完成（共提供1,019筆影片介紹）。
6、由於保存不易，且VHS放影機漸停產，各界贈VHS錄影帶考慮不收，或由捐贈單位解決版權問題，視聽組

協助轉入MOD系統或轉錄成DVD。

（七）校史組丁亞傑組長：

1、口述校史：劉全生校長口述校史訪問已完畢，已送劉校長《突破─劉全生與中央大學》未刊稿，供校長校

閱，以供日後書刊出版依據；劉兆漢校長共12回，預計2月底結束，之後計畫再訪問相關教授、職員，約3-
4回。預計於95學年度第一學期出版。

2、推廣活動：校園徵文活動，預計於3月初開始徵稿，3月底截稿。

3、校史館網頁改版和觸控螢幕軟體製作已從1月份開始著手進行。

（八）行政室尤碧玉：

1、94年全校書刊光碟經費統計及圖書館統計已上載網路辦公室備查。

2、94學年度第2次圖書管理委員會議預定於3月下旬舉行，各組如有提案，請提早準備，開會事宜將另行通

知。

3、10萬元以上請購案恢復列印公文控管單。

4、行政庶務工李駿麒先生工作至2月9日，2月10日起由范綱幸先生接任，請各組確認公文收發、開館業務

等順利運作。考慮行政庶務工收發文時間及效率，建議視聽組及校史組公文每日收文乙次，發文則視當

日公文情形分發。

結論：行政庶務工每日下午至視聽組及校史組收公文。

5、總務：95年館舍清潔方面，將請廠商於4-5月間進行第1次年度大掃除，5月下旬清洗東面窗戶及外

牆，8月間將進行全館環境消毒。總圖飲水機維護因價格問題，自2月起將更換廠商，改請賀桃公司維

護，建議K書中心及校史館參考；消防安全檢查，請各組維護責任區環境，以符合消防檢查規定。

6、會後館長請全館同仁至松苑中餐部餐敘。

館長：
1.行政室請各組配合之事項，請各位儘量配合。



2.圖書管理委員會議第2次會議，各組如有提案，請儘快準備。
3.行政庶務工問題將與學校權責單位進一步溝通。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票選本館95年度輪調委員會輪調委員同仁代表4名。
說明：徐月美連任2次，95年未列入被選舉人；本館職員輪調辦法第3條第4款規定，所有人員在同一職位6年

以上，必須參加輪調（從本辦法通過後起算），本辦法89年2月29日通過，即將屆滿6年。
決議：出席人員共計29人，有效票27票，李筱玲及曾秀琴負責開票，劉宏華監票。開票結果李淑容13票、劉

宏華12票、尤碧玉10票、宋瓊玲8票，顏杏娥、曾秀琴及王怡婷各7票。本（95）年度輪調委員同仁代
表當選名單為李淑容、劉宏華、尤碧玉、宋瓊玲；候補委員曾秀琴。95年圖書館輪調委員名單如附
件。

 
二、臨時動議：無。

 
丙、散會。（上午11時40分）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5.pdf
http://www.lib.ncu.edu.tw/web-office/adm/??????????????????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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