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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新圖書館新氣象 ※※

⊙ 洪秀雄及館員 ⊙

本校總圖書館經四年建設，今夏俟最後
一批工程結束後終可告完成。由於遷館
經費是編列在這個會計年度內，寒假是
遷館的唯一時機。經過事前長時期的規
劃，我們在今年一月十七日委託永昌公
司開始搬遷作業，新館參考室及中西文
期刊區於二月廿一日開放使用。全部整
理工作於三月中旬告一段落，新總圖書
館於三月廿三日全館開放讀者使用。

外校來打聽本館的情況時，總不忘要我
們說一下本館的特點，我總是不知從何
說起，因為我覺得本館從裡到外都是特
點。雖然別的圖書館有的功能我們都
有，但也都有所差異。我們有的功能，
別的圖書館也許也都有，但一定也有某
種程度的差別。如果要用我們的感覺來
描述，我想用「我們覺得裡裡外外都是
新的」可能是蠻貼切的。

如果要勉強歸納的話，我們的特色大概
可以反應在以下幾點。

一、本館樓高地上八層，加上地下一層
共九層，可用面積為四千坪。館內空間
使用極有效率，唯一挑空的地方是在正
門進口處，僅有約三十坪的地基，而且
只挑到三樓。其他樓層都有特定用途，
充分使用，很少混雜。依次為：

地下室：資訊系統組、機房

一樓：採編組、參考諮詢組、典閱組、
光碟檢索區、參考室、博碩士論文區

二樓：館長室、秘書室、會議室、期刊
組、現期期刊室

三、四樓：中文書庫

五、六樓：西文書庫

七、八樓：中、西文過期期刊室

二、儲冰式空調系統

本系統在夜晚電力離峰時段將儲冰槽中
之鹵水結成冰，第二天在融冰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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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冷氣。如此，能減低本館在用電尖
峰時段的用電量，節省電費。本系統並
且使用電腦程式操控，因此是全自動
的。

本套系統完全符合環保的理念，它能平
移尖峰負載的能力，減輕限電壓力。能
有效平衡電能負載方式，可降低20% 
-30%空調部分的契約容量，同時也可減
少主機容量，節省基本電費支出，並利
用廉價離峰電力節省流動電費，使離峰
能源有效利用亦達到能源節約之目的。

三、新的組織編制

隨著搬遷新館及新系統的導入，中央大
學圖書館更改變了編制來增高作業效
率，以因應新的環境、新的挑戰。新的
編制分為六組：

﹣將原採錄及編目二組，併為採編組

﹣將典藏組整合原閱覽組的部分功能，
融合成典閱組

﹣將期刊處理功能自原閱覽組中獨立成
為期刊組

﹣將參考功能自原閱覽組中獨立成為參
考諮詢組

﹣為了使新系統的運作更加周全，新創
資訊系統組

﹣為了擴充服務範圍及非書媒體，新創
視聽資料組

目前資訊系統組的主要任務為熟悉新系
統及推廣視窗作業環境。希望能充分發
揮中央大學整合理工、管理、與人文的
技術本位傳統特色， 對URICA 系統深
入的剖析，做一個高技術與研究導向的
URICA用戶。以期能提升本身技術層次
並能建立較具彈性的應變能力。

四、自動化系統

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展自動化業務，不遺
餘力。在舊館時代，即以克難方式自行
開發採用個人電腦區域網路為操作環境
的自動化系統，包含流通借還書、書目
查詢及離線編目建檔等功能。為了將服
務延伸至台灣學術網路上，八十二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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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部專案補助，採購了以ＵＮＩ
Ｘ為作業平台的URICA 整合性自動化
系統。目前已完成硬體安裝、資料轉
檔，並且已在校園內部上線使用。廠商
（鼎盛公司）已允諾隨著中央圖書館採
用新版之時，中央大學圖書館亦將隨之
同步更新。希望屆時加上同時可上線人
數的擴充以及新的使用者介面，能夠以
全新的面貌躍上台灣學術網路的舞台。

五、視聽資料室

本館視聽室占地二百餘坪，包括：團體
及小組閱聽室、單人及雙人閱聽區、電
腦多媒體、視聽媒體工作室、資料查詢
區以及資料典藏室等功能設施。

團體及小組閱聽室可供教師教學或師生
閱聽欣賞之用，其中團體閱聽室更配備
有多媒體設備，影像效果更為活潑生
動。

電腦多媒體及視聽媒體工作室的設施，
旨在提供師生製作教材的空間並提供技
術上的協助，冀能提昇教學成效並充分
扮演支援學校教學與研究的角色。

除了提供錄影、錄音帶、影碟片、幻燈
片及CD片等視聽媒體之欣賞服務外，
亦可接收衛星傳送節目。所有館藏視聽
資料並可透過線上查詢預約。

一如光影資料的生動特色，本校視聽室
的裝潢設計亦頗為亮麗多采，視覺很新
鮮。

六、參考諮詢組服務特色

光碟資料庫檢索服務及縮影閱讀服務

參考諮詢區備有五部電腦設備，近三十
種光碟資料庫可供讀者免費檢索，其中
十餘種光碟資料庫更可透過校園網路提
供全年無休的查詢服務。除了書目性資
料庫外，並備有全文資料庫，如：
BPO， 可供師生檢索列印。

典藏中西文縮影資料五十餘種，備有縮
影設備三台，以供讀者閱讀複印。

科技網路服務

本校教師可逕向參考諮詢台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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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校園網路免費查詢科資中心的國內
外資料庫。

參考諮詢與利用指導

答覆讀者口頭、電話或電子文件的諮
詢，協助利用館藏資料及各種工具書，
不定期舉辦利用指導講習會，並配合任
課教師需求，為班上同學講解文獻檢索
利用方法。

七、流通/ 閱覽特色

系統特色

本館目前採用鼎盛公司代理之ＵＲＩＣ
Ａ系統，具備執行流通作業、通知單列
印、各項流通統計、檔案列印及維護、
資料盤點及報廢、流通政策維護、系統
自動檢核及判定、讀者分析、借閱分析
排行、E-MAIL及給讀者訊息等作業功
能，自８３年３月２１日開始運作，目
前為測試階段，不斷自使用經驗中求改
進，保持與廠商良性互動是本館的特
色。

流通績效

本館借還書流通時間自週一至週五上午
八點至下午九點，週六上午八點至下午
五點，每一單位時間僅由一名館員（正
常上班時間）或工讀生（午休時間及館
員下班後）負責，處理每月約二萬至三
萬冊之流通量，人員編制精簡亦為本館
之特色。流通檯不開放的時間，有還書
箱可以利用。

開放管理

對校外讀者進館閱覽，除高中生意欲來
自修者外，基本上不設門障，以提供舒
適、開放、方便閱覽環境給讀者。

八、充分的溝通管道

讀者可透過以下各種管道向館方詢問、
建議或申訴：電話、書面投書、電子郵
件、電子佈告欄或親自至流通檯、參考
諮詢台、期刊服務台、行政室均可得到
立即而滿意的回覆。電子佈告欄上的意
見通常在一天內可以得到答覆。

（完稿於8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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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資料室的規劃與現況

⊙ 洪秀雄 ⊙

一、導言

本館在過去三年來的建設，主要的工程
有： 新圖書館的內部設備，圖書管理
自動化系統， 視聽資料室的籌建。其
中前二項在本館通訊中已有數篇專文加
以介紹，而後者除了在第三期有本人所
寫的「成立視聽資料室的雛議--由意見
調查說起」外，就很少有所著墨了，這
並不是我們的行動沈寂了下來，相反
的，反而是積極得沒有時間多加說明。
到底視聽資料是現代化圖書館必需典藏
並且被廣泛利用的基本資料形式之一，
而視聽資料室正是本館在迎接廿一世紀
時建設的重點之一。

本館為了妥善照顧好視聽資料室的事業
還特別成立了「視聽資料組」。視聽資
料室的成立目的，在視聽資料組的成立
緣由中闡明得很清楚，茲抄錄如下：

『 科技的改變日新月異，新的科技產品
不斷產生，知識的收存方式及傳佈的途
徑隨科技的改變，也逐漸走向多樣化，
越來越多的資料，不再以單純的紙本型
式發行，各式各樣非書型式的資料隨著
學習上的需要而不斷的推陳出新。而視
聽資料就是一種影響深遠的資料形式，
透過視覺與聽覺的協調訊息，更可大幅
提高教育的效能。所以，視聽資料及其
設備為現代化圖書館的基本設施之一。
本校圖書館目前尚無這種設施，更應積
極籌建。

因此本校圖書館為了擴大服務層面，提
高讀者對圖書館的滿意度，擬成立視聽
組及視聽資料室，統籌辦理與管理圖書
館之視聽資料，對全校提供視聽方面之
服務。為了將來視聽資料室能夠充份發
揮功能，我們曾特地於規劃之初廣徵全
校師生的意見，融合各方的建議，納入
規劃設計的理念之中。對於未來的視聽
資料室，除了寄望它能提供全校師生一
個自由的視聽自修空間外，更希望這樣
的一個空間能有助於本校視聽教學的提
昇，對教學的效果的提高有所助益。 』

事實上，我們籌備視聽資料室的時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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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早自兩年多以前就已有相當完整的
概念，一方面在校務會議提出成立視聽
資料組的議案，獲得通過，二方面在概
算書中編列建立視聽資料室的整修費
用，以及設備費用，目標指定八十三會
計年度。在前年獲知所編列的概算在教
育部未被刪除後，我們就開始了付之實
現的行動。

二、籌備過程

首先我們擬訂視聽資料室的內容，並且
選定中正圖書館二樓參考室為未來視聽
資料室所在，工程將在遷館行動告一段
落後立刻進行，以便在會計年度結束前
全部完工。

視聽資料室的內容預定包括：

內部設備部分：一間50人席位的多媒體
視聽放映室、二間五至十五人席位的小
團體放映室、約二十人席位的單人卡
座、約二十人席位的雙人卡座、一間電
腦多媒體操作練習室、一間多媒體拷貝
室以及視聽資料儲存區、必要的傢俱及
裝潢等。

儀器設備部分：一套電腦多媒體系統連
同周邊設備，使之有能力製作幻燈片、
投影片、錄影帶等成品；錄影帶、錄音
帶、雷射唱片、影碟、幻燈片等之放影
放音設備、電視機若干套；高品質三槍
投影機及音響設備一套；必要的安全設
施等。

我們透過管道讓有意者來參與競標。由
於我們沒有設計費的預算經費，因此採
取委由競標廠商配合需求自行設計，然
後由「圖書服務業務規劃諮詢委員會」
就眾多規劃案中選擇最佳者依次議價的
方式。為顧慮全部軟、硬體工程的整合
性及一致性，我們事先取得學校的同
意，兩部分合併評估，但分開議價。

我們安排有意參與競標者與我本人面談
一至二次（事實上大部分超過），以理
解我們的整體概念及就可能有的技術問
題交換意見。其餘的籌備過程由當時的
採錄組主任朱碧靜小姐統籌辦理。

後來參與廠商有八家之多。我們安排
「圖書服務業務規劃諮詢委員會」委員
參與審查規劃案及討論，並且在中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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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次投票，刷掉一半的規劃案及廠
商，然後讓通過第一輪審查的廠商作進
一步的修改，再安排簡報及討論，最後
再投一次票，以決定議價對象的優先順
序。投票結果由「慶檳企業有限公司」
取得第一優先，並且由於慶檳公司的參
與意願非常高，議價過程極為順利，最
後乃由慶檳公司取得全部工程。

工程施工自八十三年四月二日正式開
始，同年六月三十日驗收完成，從此本
館乃正式進入視聽紀元。

同時，自七月一日起視聽資料室的業務
由視聽資料組接手，組主任由資訊系統
組主任黃大偉兼任。

三、視聽資料室的現況

新的視聽資料室在中正圖書館（舊館）
二樓原參考室的空間，面積約有二百坪
（634 平方米）。其中劃分成以下的幾
個區：團體閱聽室、小組閱聽室、單座
閱聽區、雙座閱聽區、資料典藏區、目
錄檢索區、視聽媒體工作室、電腦多媒
體工作室及服務檯等。附圖一為視聽資
料室的立體配置圖，這張圖是由西南面
向東北面看的透視圖，進、出口在右下
方。附圖二為平面圖，圖的下方為正
南，上方為正北。

團體閱聽室約三十坪空間，內設有
Barcodata 701 三槍投影機一部，配合電
動銀幕、講台、音響（四個中型音箱）
及麥克風等可作精緻的放映及講解。裡
面全部舖地毯，共有五十個沙發坐椅附
活動式小桌子。我們在校慶那天曾試映
影碟及錄影帶，影音效果絕佳。本室的
燈光、音、影等均由後面的控制室操
控，這裡可以播放任何形式的媒體訊
息，包括視訊網路的視訊節目、影碟、
錄影帶、ＣＤ、廣播、電視及電腦多媒
體等。目前還有一些遙控介面還有待改
進。

小組閱聽間二間，各可容納15人。內設
置大螢幕電視各二個、錄影帶及影碟放
影設備各一套，這裡也可收視視訊網路
上的資訊。單座閱聽區共有十八個席
位，必要時可很容易的擴充為36個席
位。這裡有九個席位使用錄影帶放影
機，另外九個為影碟放影機。雙座閱聽
區共有十六個席位，每兩個席位共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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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設備，包括電視機、錄影帶放影機及
影碟放影機。

視聽資料室中的資料將包含錄影帶、影
碟、錄音帶、雷射唱片等，並且原則上
不准借出館外。這些資料都存放在資料
典藏區，門口有圖書安全系統把關，本
區內基本上是開架式的，讀者可自行進
去拿資料並且由櫃檯窗口借出資料，在
視聽資料室中閱聽，但不能私自直接攜
出，不然會觸動警鈴。在進入資料典藏
區之前，讀者也可以先在目錄檢索區，
由電腦上查得資料，這裡的資料會比圖
書自動化系統上的資訊詳細得多。

電腦多媒體區是本館的創見，值得多加
說明。事實上，在今日的科技水準下，
電腦已有能力模擬實物的聲、光、影
像....等各種層面及其變化，不但可以維
妙維肖，而且還可以有過之而無不及，
像「侏羅紀公園」內的恐龍就讓人無法
分辨真偽。可見，電腦多媒體的成品和
實體的多媒體無分軒輊，而前者更可憑
藉人的想像力而產生無窮盡的變化。傳
統多媒體在協助教學及研究上有卓著的
成效，可見如果用電腦多媒體來製作教
材或展現研究成果一定可以把效果發揮
至極致。而如果我們以電腦多媒體系統
為中心製作一些成品，這些成品可以直
接在電腦螢幕上顯現，也可以透過視訊
網路在遠地的電視螢幕上展示。再配合
一些周邊設備，這些電腦多媒體的成品
也可以以幻燈片的形式、投影片的形式
錄影帶的形式、或甚至有一天以影碟的
形式出現，那電腦多媒體與傳統多媒體
的界線就完全消失了。

我們的電腦多媒體系統就是沿著這樣的
理念來規劃的。這個電腦多媒體系統由
富森公司提供。它是以一部486-66為主
機，周邊配合一部彩色影印機兼作掃描
機及彩色輸出之用，因此也可以以彩色
投影片的形式輸出。另外配合一部幻燈
片拍攝機，也可以將畫面以幻燈片的形
式輸出。如果將電腦接上三槍投影機，
則也可以把成品在大銀幕上展現；接上
視訊網路則可在有線電視上演出。這部
彩色影印機在不連接電腦時還是一部不
折不扣的彩色影印機，可以提供讀者影
印彩色圖片之用。

最後，視聽多媒體工作室提供製作幻燈
片的設備，以及各種媒體的拷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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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違反著作權法的條件下，提供作錄
影帶、錄音帶、幻燈片、彩色圖片的拷
貝、製作等用途。

四、結論

視聽資料室經過兩年多【註一】的構
思，一年多的討論與籌備，最後終於展
現在中大師生的面前，同時也將本校圖
書館這三年來的革新及現代化畫上一個
暫時的句點。

視聽資料室從兩年多前被提出來，以全
校性的意見調查（林麗芳主任執行）踏
出第一步，接著校務會議通過成立視聽
資料組的議案、編列預算，然後是公開
徵求企劃案、審查、開會到定案、執行
（朱碧靜主任負責），這裡面包含許多
人的貢獻，包括圖書館各組主任：朱碧
靜、林麗芳、陳芷瑛及黃大偉，圖書服
務業務規劃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們【註
二】（特別是陳志明老師，將法文系視
聽室的經驗傳送給我們，使我們減少了
許多摸索），各家廠商的熱情參與，特
別是慶檳企業有限公司的充分配合，才
有今天視聽資料室的順利完成。

全新的視聽資料室裡面包括傢俱、場地
配置、配色等都有我們用心的痕跡，連
天花板上的電燈也是特別重新規劃的；
而我們去年就已開始積極蒐購優良的視
聽資料。希望我們一開張就會得到大家
的認同，並且在不久的將來變成全校師
生喜歡光臨的地點之一。

【註一】本人81年 9月15日接館長職，
至今未滿三年。

【註二】圖書服務業務規劃諮詢委員會
委員名單：吳究、林純瓊、涂秀伶、張
明文、陳志明、黃以玫、蔡偉雄、藍政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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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刷卡式門禁管理系統

※ 陳芷瑛

總圖新館自啟用以來，任何讀者進館皆
不須出示證件，開放式管理雖為本館特
色，卻也迭有讀者反應有關安全性的問
題。畢竟在這麼一棟九個樓層的建築物
中，放眼所及盡是高高矮矮的書架，人
在其中彷彿置身書林，書架、走道排排
相間，視野容易受阻。閉館之後是否讀
者全數離館未有逗留，亦未能有效控
制。再加上本館尖峰時期每日進出之讀
者數高於三千人次，如此頻繁之讀者
量，確有難以防範之疏漏，決定採行刷
卡門禁措施，實導因於以下之理由：

1、安全性：不設門禁雖給讀者方便，
進館讀者身份之複雜也就不難想見，門
禁管理詳實記錄讀者進館及離館時間，
對單位時段內進出之讀者可有效過濾，
夜間閉館時，則可方便館方確認是否仍
有讀者仍未離館，免生事故或弊端。

2、讀者分析：總圖以往僅統計進館人
數，對各系所利用圖書館情況未加分
析，如果將利用圖書館頻率當作一項具
評估價值的指標，則冷熱相較相信會具
有某些啟發性，誘發良性循環。再者亦
可為圖書館推廣服務的參考，檢討某些
現象發生的原因及解決之道。

3、彈性設限：相信不少中大同學發生
與校外國、高中生等爭奪圖書館Ｋ書座
位的狀況，特別是在非常時期，問題尤
其突顯。究其原因，不外無法有效判別
讀者身份之故，圖書館有必要採行對應
策略以為應付，進館即行身份判斷，當
可有效過濾館方暫時無法服務的讀者
群。

為配合刷卡門禁的施行，讀者請注意下
列事項：

1、是否有可資辨別身份的證件？一般
學生為學生證，教職員為服務證，校
友、研究助理等則為本館核發之借書
證。若有遺失者請儘速申請補發，未領
有證件者請儘快申辦。若未及申辦者，
請記得攜帶身份證或駕照換領臨時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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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2、證件本身是否已貼有個人證號條
碼？如果沒有，可洽總圖一樓借還書櫃
台，可馬上辦理條碼加貼。

3、條碼位置黏貼妥當否？經實際模擬
測試，條碼黏貼之位置會影響系統辨識
度，最理想的位置為條碼線條底部與證
件本身邊緣差距在０．７公分之內。

4、條碼本身解析度如何？有否浸水、
污損、粗細線條不明顯等不利解碼因
素？

5、個人證件請勿借用他人，免生困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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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光碟資料庫一覽
表】83.08

資 料 庫 名 稱 內 容 主 題 涵 蓋 年 份

* ABI/INFORM
商學、企
管期刊資
料庫

1971 -

* BOOKS IN PRINT PLUS
美國一般
圖書出版
資訊

CURRENT EDITION

BUSINESS PERIODICALS
（ＢＰＯ）

商學、企
管期刊全
文光碟資
料庫

1987 -

CHINESE DISSERTATIONS
REFERENCE CD
（ＣＤＲＣＤ）

中華博碩
士論文檢
索光碟

台灣:(博) 1960-90
 (碩) 1982-88

香港: 1982-88
中國大陸: 17所大學
美加地區: 1920-88

*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 ON CD-ROM

中華民國
期刊論文
索引光碟
系統（國
立中央圖
書館）

民國70/01 - 82/09
臺灣地區出版之期刊

PERIODICALS CHINABASE
（ＣＥＰＣ）

中文科技
期刊篇名
數據庫
（大陸簡
體字版）

1989 - 1993 (1)

* COMPENDEX PLUS (Ei)
工程科技
文獻摘要 1986 -

COMPUTER SELECT
電腦期刊
摘要及部
份全文

1990/6 -

CURRENT CONTENTS(AB&E)

農業生
物、環境
學新知目
次

CURRENT YEAR

CURRENT CONTENTS(ETAS)
工程技術
應用科學
新知目次

1993/4/5 -

* CURRENT CONTENTS (PCE)
物理化學
地球科學
新知目次

1993/4/5 -

DISSERTATION ABSTRACTS
（ＤＡＯ）

歐美博碩
士論文索
引摘要

1861 -

* ECONLIT 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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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
期刊文獻
摘要

ELECTRE BIBLIO
法文圖書
出版資訊 1994

HUMANITIES INDEX
人文科學
文獻索引 1984 -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百科全書 1990版

* INSPEC
物理/電機/
電子/電腦/
控制

1989 - 1993

* IEEE/IEE PUBLICATIONS
（ＩＰＯ）

國際電子
電機工程
師學會出
版品全文
影像光碟
資料庫

1988 -

* MARS ON CD-ROM (TTS)
中華民國
企業管理
文獻摘要

1985 - 1993

Meteorological & 
Geoastrophysical Abs.

氣象與地
球天體物
理學摘要

1974 -

*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全球語
言、文
學、民俗
文獻索引
摘要

1981 -

NTIS
美國國家
科技研究
報告摘要

1983 - 1993

OXFORD ENGLISH DIC.Ⅱ 牛津英語
大辭典

1992版

PATENT SCAN PLUS
美國專利
光碟資料
庫

1974 - 1993

PC-SIG LIBRARY
電腦軟體
程式資料
庫

1991版

PERIODICAL ABSTRACTS
期刊文獻
摘要索引
資料庫

1986 -

* PETERSON'S GRADLINE
美加大學
研究所簡
介

CURRENT YEAR

READERS' GUIDE ABS. 
一般新聞
期刊文獻
資料庫

1983 - 1992/6/25

* SCI (Science Citation)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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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期刊
引用文獻
索引

* SSCI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引用文獻
索引

1981 -

WORLD ATLAS
世界各國
地圖資料

1990 版

WORLD RESEARCH
世界研究
機構科學
家資料庫

1993 版

1.資料庫名稱前註記 * 表示已上光碟網
路，提供24小時服務，讀者可透過
NOVELL校園網路連線查詢：

@ Login ncu-lib/guestcd （計中大終端機室
電腦,個人電腦未用到Drive E者）

@ Login ncu-lib/guestcdl（個人電腦有用到
Drive E 者...LASTDRIVE=L ）

鍵入系所代碼後，即可選擇資料庫，進行
檢索並轉錄資料。

2.凡欲使用非網路版光碟檢索者或列印Ｂ
ＰＯ，ＩＰＯ全文資料（請自備紙張），
請至圖書館光碟檢索區預約登記使用，自
備磁片轉錄檢索結果。

3.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 - 12:00 
13:30-16:00 （暑假光碟區開放時間）

諮詢電話：校內分機 7409 參考諮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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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縮影資料一覽表】83.08
一、西文縮影資料（按字母順序排）

縮 影 資 料 名 稱 館 藏 出 版 年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ISSN:0001-4273 V.1 - 23 1958 - 80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E. V.3 - 16 1975 - 88
ACCOUNTING REVIEW
ISSN:0001-4826 V.1 - 65 1926 - 90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V.3 - 16 1975 - 88 
ACCOUNTING REVIEW. 
ISSN:0001-4826 V.1 - 65 1926 - 90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ISSN:0001-8392 V.1 - 24 1956 - 79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1 - 92 
V.93 - 97 

1895 - 1987 
1987 - 92 

AMERICAN STUDIES BIBLIOGRAPHY 1974 - 82 
ASTRONOMICAL JOURNAL 1849 - 1916 
AI EXPERT V.1 - 5 1986 - 1990 
BUSINESS WEEK N.2312 - 2337 JAN - JUN 1974
CALIORNIA MANAGEMENT REVIEW. 
ISSN:0008-1256 V.1 - 33 1958 - 91 

CHINA BUSINESS REVIEW. 
ISSN:0163-7169 V.10 - 18 1983 - 90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ISSN:0022-5428 

V.1 - 15 1965 - 80 

COMPUTER DECISION V.12 - 19 1980 - 87 
COST & MANAGEMENT. 
C.M.A.MAGAZINE.) 
ISSN:0831-3881 

V.1 - 44 1926 - 70 

CPA JOURNAL. 
ISSN:0732-8435 V.1 - 61 1930 - 91 

CRITICAL QUARTERLY 
ISSN:UK 0011-1652 V.27 (1 - 4) 1985

DECISION SCIENCES. 
ISSN:0011-7315 V.8 - 17 1977 - 86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S 
19--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

1989
1992 - 93 

ENGINEERING ECONOMIST 
ISSN:0013-791X V.1 - 36 1955 - 91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T&P V.13 1988 - 89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1 - 37 Jan 1977 - 

Dec 1988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DATA REPOSITORY DRP009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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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V.96(3),
V.99(1) 1989

HR FOCUS. V.68(11 - 12) 1991
HR.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V.4 - 14 1981 - 91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SN:0090-4848 

V.1 - 20 
V.22 - 24 

1961 - 81 
1983 - 85 

IEEE POWER ENGINEERING REVIEW 
ISSN:0272-1724 V.10(1) 1990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A. GEOTECHNIQUE
V.28-30,LACK 28(4)
B. PROCEEDINGS 
V.62-65 

1978 - 80 

1977 - 78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DP. V.1 - 5 1985 - 90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ISSN:0021-8863) V.1 - 17 1965 - 81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V.1 - 4 1974 - 77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ISSN:0167-4544 V.1 - 10 1982 - 91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V.26 - 30 Fal 1985 - 

Sum 1990 
JOURNAL OF DATA EDUCATION 
(CONTINUOUS : J.C.I.S) V.19, 21 - 25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58 - 84 1967 - 9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
ESS STUDIES. 
ISSN:0047-2506 

V.1 - 11 1970 - 80 

JOURAL OF ORGANIC CHEMISTRY V.58(22 - 27) 
V.59(1 - 11) 1993 - 94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V.5 - 8 1984 - 91 

LONG RANGE PLANNING. 
ISSN:0024-6301 V.1 - 12 1968 - 79 

MINI-MICRO SYSTEMS V.1 - 4 1968 - 71 
MOODY'S (INDUSTRIAL MANUAL,
BANK ...OTC....) V.1 - 76 1983 - 92 

1988 - 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SSN:0090-2616 V.1 - 11 1972 - 83 

PERSONNEL
CONTINUED BY:HR FOCUS V.68(11-) V.1 - 68 1919 - 91 

PERSONNEL MANAGEMENT. 
ISSN:0031-5761 V.1 - 15 1969 - 83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ISSN:0033-3352 

V.1 - 43 
V.45 - 51 

1940 - 83 
1985 - 91 

RESEARCH MANAGEMENT
 (CONTINUED BY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V.1 - 10 

V.19 - 28 

1958 - 67 

1976 - 85 

SAE TECHNICAL PAPERS 1977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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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001 - 771013 
780001 - 781070 
781885 - 781888 
790001 - 791200 
800001 - 801442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ISSN:0040-1625 

V.1 - 18 1969 - 8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979 - 1993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NO.85-87(SERIES.1) 1989

二、中文縮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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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 動 * 看 * 板 *
「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十
次研討會」將在本校舉行

「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十
次研討會」將於九月九日( 五) 假本校大
講堂舉行，這項圖書館界為促進自動化
作業開展及相關技術、管理等經驗交流
所舉辦的大型研討會，向為各館所重
視，本次會議具有以下之特色及意義：

1、第一次將私立大學校院含括在內，
共邀請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計五十九
所，與會人數、規模均較以往擴大。

2、本館首次舉辦之大型研討會，這也
是新館啟用以來第一次承辦之活動，慶
祝及紀念意義非凡，亦考驗本館組織動
員能力。

「研一及大一新生圖書館利用指導」即
將開講

83學年度研一及大一新生圖書館利用
指導，本次由參考諮詢組主辦，本次活
動與歷年不同之處，在於全新的講解處
所，全新的媒體環境，舊館時期擁擠且
欠缺適當場所的窘境，終於有了圓滿的
解決。因為講授對象的不同，課程內容
的設計亦有所差別，研究生較重資料蒐
集的方法，大學部則側重圖書館環境的
認識及基本資源，綜合而言，包括下列
的講解主題：

# 光碟資料庫介紹─光碟網路連線方
式、簡易檢索技巧、重點光碟操作示
範。

# 科技資訊網路─國科會科資中心之科
技性全國資訊網路，提供中西文資料庫
檢索，其中中文資料包含多數國人自製
資料庫，介紹其連線方式，檢索技巧，
常用資料庫。

# 館際合作介紹─館合申請流程、申請
單填寫、注意事項。

# 微縮資料使用─縮影資料使用申請、
簡易操作。

# 線上書目查詢系統─本校圖書資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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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技巧。

# 圖書館環境介紹─各樓層空間配置、
資料排序方式。

講解時間訂為：

研一：０９／２１－０９／２７

大一：１０／１７－１０／２２

竭誠歡迎本校新鮮人參加，其他有興趣
同學亦可密切注意本館排定之各系所講
解時間表，屆時撥空自行加入適合的場
次，知性的饗宴，期待大家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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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 率 * 小 * 偏 * 方 *
ＣＡ何處尋？

對本校化工系所及化學系的師生而言，
ＣＡ（Chemical abstracts ） 無疑是首席
資料來源經典，但是您知道這項資料究
竟放在何處嗎？

首先要讓您知道的是，本校ＣＡ的典藏
並不齊全，現有部冊為熱心老師所贈，
因其價格高昂之故，亦未有系所訂購，
故而對資料的查尋除非是館藏年限所含
（本項資料可參考本館西文參考書書目
介紹--現置一樓索摘區），否則應儘速
至臨近學校使用，以免徒勞。

因索摘區空間不足之故，未將館藏現有
ＣＡ全數放置，其餘仍留在舊館一樓備
用書庫中，在未將典藏空間擴充之前，
使用ＣＡ可先至一樓參考諮詢櫃台洽
詢，我們會派員陪同至舊館取書，不便
之處，尚請見諒。

光碟資料備索

常有同學弄不清楚本校光碟資料庫蒐錄
內容，以及自己需要的學科主題究竟應
該使用那一種資料庫，本館參考諮詢組
特印製光碟資料庫一覽表，放在一樓進
館入口玄關之資料櫃中，資料不定期更
新，內容詳述本館目前所有之資料庫種
類及其適用學科，凡加有 * 號者為網路
版資料庫，同學可至計算機中心或自己
實驗室中即可使用，歡迎索取。另外線
上資料檢索室中備有各光碟資料庫中西
文檢索使用手冊，讀者在使用時可做為
參考，如有需要可先登記借用後取出複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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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 態 * 櫥 * 窗 *
舊館自修閱覽室擴為四間

新館啟用之後，校方對總圖舊館空間重
新規劃，原一樓北面單人自修閱覽室，
全數搬移至北面二樓，原東面二樓工友
辦公室及備用書庫在重新整修之後，亦
將改為自修閱覽室( 以擺放六人閱覽桌
為主體 )，各閱覽空間將有獨立空調系
統，亦可視讀者使用狀況彈性運用，開
放時間將另行公告。

資料檢索付費影印

本館全文光碟(ＰＢＯ、ＩＰＯ)，因可
印出所需篇章，不需另行找出原文，再
加上免付任何費用，推出之後頗受歡
迎，卻也造成總圖購置鐳射印表機碳粉
費用激增，基於使用者付費的理念，自
九月一日起，本館提供之上項光碟資料
影印，每張收費１．５元，縮影資料影
印每張收費１元，紙張不計價。校外人
士使用則每頁收費３元。總圖並可開立
收據供報帳之用。

最新論文新鮮出爐

８２學年度本校博、碩士班畢業論文，
業已完成收文、分編程序，編目組同仁
辛苦有價。現已依所別，再按登錄號排
架於論文典藏區，有需要的同學可先利
用線上目錄查詢，或親至所需所別瀏覽
皆可，如須外借，可參考論文外借辦法
借出。

工讀名額大勢底定

總圖員額編制不足之故，眾多加工、輪
值等事務性工作對工讀生倚賴甚大，每
學期初提出員額申請，再交校方是項經
費分配會議決定，今年由於 1、校方裁
減各單位臨時人員的薪資補助 2、各分
館業務、資料回歸總圖 3、視聽資料室
開放使用，總圖申請５５名，最後被裁
減為４０名，此舉料將使總圖調整部份
服務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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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CATV視訊網頻道看板

CH02 UHF空中教學 CH31 亞衛雲貴台

CH03 大講堂訊源 CH32 預備台

CH04 文二館訊源 CH33 預備台

CH05 志希館訊源 CH34 亞衛 BBC 
CH07 台視 CH35 亞衛體育台

CH09 中視 CH36 法國 RFO (法文系提供) 
CH11 華視 CH37 BS NHK 7 主語

CH13 訓導處訊源 CH38 BS NHK 7 副語

CH23 亞衛中央台 CH39 BS NHK 11 主語

CH24 電機系測試中 CH40 BS NHK 11 副語

CH25 亞衛合家歡台 CH41 BS WOWOW 
CH26 圖書館視訊測試 CH42 HDTV 
CH27 亞衛音樂台 CH43 預備台

CH28 圖書館測試 松濤電子看板 CH44 PALAPA CNN 新聞網

CH29 亞衛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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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濤視訊網徵求素材

⊙製播單位：圖書館資訊系統組

松濤視訊網草創之初，願與全體中大人
共享這個資訊傳達的新管道。歡迎提供
任何節目素材以供播放。唯請遵循下面

幾個建議的遊戲規則。

⊙主題：只要是與中大生活圈相關的
人、事、物。內容無傷善良風俗、不具
任 何政治色彩者。播放單位保有優先審
查權及播映與否的絕對決定權。並對此

大眾傳播公器負有完全責任。

舉凡：行政單位政令宣導、學術活動通
告、社團文宣、個人創作、新聞快訊

等……，均為松濤視訊網的服務範圍。

為遵守著作權法，播放單位不得播放未
經授權之具有著作權之作品。

資訊提供者須具真實姓名、單位、系
級、聯絡方式及作品主題名稱。並對所
提供之資訊內容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負
責。播放單位將在作品播放同時，在螢

幕之一側以字幕播放上述資訊。

⊙媒體：舉凡文案、錄影帶、電腦文字
檔、錄音帶、圖片、電腦影像、電腦動
畫、電腦多媒體……均是可以透過有線

電視傳播的資訊。

⊙參加辦法：作品請交圖書館地下室資
訊系統組，或交同學代收

９Ａ－３０５室高文傑同學
９Ｂ－２２９室陳彥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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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大 記 事83.4.26-8.5

04.26 陳素蘭、尤碧玉至台北鼎盛公司上編目模組訓練課程。

04.27-29 吳淑菁至台北鼎盛公司上課。

04.28 朱碧靜、田湘漢、周芳秀至台北鼎盛公司上採錄模組訓練課程。

04.30 
黃主任大偉至台北教育部電算中心參加書目共享工作小組第十二次
會議

05.06 與營繕組開總圖書館新建工程協調會

05.06 教育部電算中心蒞校訪視

05.20 李筱玲至中央圖書館參加中文期刊光碟系統使用者座談會

05.25 視聽資料室工程驗收

06.02 館長慰勞工讀生請吃飯

06.05 校慶開放視聽資料室

06.08 館長感謝義工及臨時工請吃披薩

06.09 校慶日全校放假，閉館一天。

06.10 朱主任碧靜至台北科技大樓參加ITIS產業分析資訊系統說明會

06.13 端午節全校放假，閉館一天。

06.25 
李筱玲至師大參加「全國科技資訊網路連線單位使用情形檢討及座
談會」

06.28 長庚醫院圖書館一行12人來館參觀訪問

07.01 全校停電，閉館一天。

07.01-03 林茂華等七名館員協助大專聯考監考試務工作

07.04 朱主任碧靜至中央圖書館參加「圖書資訊服務研習班」為期兩週

07.04 
簽請學校同意嘉勉協助搬遷新館人員，館員擬記嘉獎二次，工友嘉
獎一次。

07.06 李筱玲參加中央標準局舉辦之「資料庫應用說明會」

07.15 洪館長秀雄至央圖參加「全國圖書資訊網路合作館館長會議」

07.15 林麗芳、李淑容參加EBSCO公司圖書服務說明會

07.18-23 
李淑容、周芳秀、鍾璧珍至央圖參加「圖書館技術服務：採訪與選
擇研習班」為期一週

07.19 因為學校舉行轉學生考試，閉館一天。

07.21 苗栗東河國小一行30人來館參觀

07.25-30 周芳秀參加「圖書館技術服務：分類與編目研習班」為期一週

08.01 三軍大學圖書館一行四人來館參觀

08.02-05 尤碧玉、朱碧靜至清華大學參加「OCLC系統使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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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八十二學年度第四次館務會議記
錄

時 間：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星期
四）上午十時正

地 點：二樓會議室

出 席：陳素蘭 林麗芳 尤碧玉 田湘漢 鍾
璧珍 黃美珍 周芳秀 陳芷瑛 朱碧靜 王綽
英 李筱玲 黃大偉 李淑容 吳淑菁

請 假：林茂華 曾貴蓉

主 席：洪館長秀雄 記錄：李芙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搬遷新館順利完成，已於三月二十二日
全面開放。感謝陳主任策劃及全館員工
之充份配合。所有館員擬記嘉獎二次，
工友記嘉獎一次。

學校管理費中百分之五十作為獎金，經
館員投票結果前三名為尤碧玉、陳芷
瑛、朱碧靜。

由於人力不足，已上簽向學校申請研究
助理四名，技術員一名。

建議修改工讀生分配原則，以服務全校
性質之單位優先，系所院至多一名工讀
生。

二、各組工作報告：

採編組朱主任：

分館回歸總圖後，經統計約壹萬貳仟柒
佰餘冊圖書未分編，其中柒仟餘冊屬法
文書，已取得法文系教師協助，並引進
OCLC光碟資料庫，祈能儘快分編完
成。

中文書目已透過全國圖書資訊網路查詢
轉錄，未能查獲者，再自行建檔。

西文採購檔直接由BiblioFile search，達
到採編整合之目標，以簡省編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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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編組作業流程配合URICA系統，已不
斷分析與修正，冀能儘速完成採編的整
合作業，並提昇處理效率。

目前正分析四名臨時人員之工作，以便
決定是否採按件計酬。

典閱組陳主任：

三月二十一日重新開館之初，還書共
25,000冊，感謝各組工讀生支援，使得
圖書很快上架。

URICA系統正測試中。

目前正在做三樓至六樓書架的小標。

若各位發現各樓層有圖書請順手幫忙歸
位。

期刊組林主任：

1995年期刊訂購增刪已處理中。

物理中心期刊移架已完成。

七樓八樓期刊架號對照表已完成。

七樓中文過期期刊已完成盤點。

八樓西文過期期刊接近完成盤點。

目前正進行暑期裝訂作業。

有關期刊自動化部份，除請EBSCO轉出
的書目已交鼎盛轉上URICA系統外，尚
無其他進一步的作業。

參考組朱主任：

光碟資料庫IPO已經購買。

已新添一些資料庫，並將配合讀者需求
陸續引進。

舊館CA由於使用者不少，依化工系教
師建議，將index部份全數搬回，索摘區
並擴充為三排。

中文參考書區書架標示將再細分，以利
讀者使用。

資訊系統組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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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樓層裝上OPAC。

九月九日舉辦全國自動化會議，主題是
「網路與整合」。上午請專家演講，下
午進行討論。

下年度依作業功能評估分配電腦資源。
若館內電腦維修請填寫維修單做為工作
績效報表。

館內成立自動化推動小組，以督促鼎盛
公司自動化系統建置之進度。

視聽資料組黃主任：

器材已購得差不多了，請採編組購買軟
體。

管理規則尚未訂妥，包含開放時間。

軟硬體管理辦法也還沒訂定。

乙、討論事項

一、議案討論

【第壹案】

案 由：84學年度大一新生及研究新生圖
書館利用指導案

提案者：朱碧靜

說 明：請討論活動時間 請討論參與
人員

辦 法：援往例，由一組統籌協調分工，
全館總動員。由參考諮詢組主辦，講解
人員請各組支援

決 議：今後都由參考諮詢組統籌辦理

大一新生於10/17至10/22舉辦，研一
新生於9/21至9/27舉辦。

【第貳案】

案 由：83年圖館週活動，請討論案。

提案者：朱碧靜

說 明：1.本活動將配合新館及視聽室啟

頁 3 / 5館訊第十一期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八十二學年度第四次館務會議記錄

2015/1/28http://ir.lib.ncu.edu.tw:88/book/n11/11-12.htm



用，擴大舉行。

2.請討論時間及活動內容。

3.檢送活動內容建議案。

辦 法：1.援往例由輪辦組統籌規劃。

2.由參考諮詢組主辦並協調分工，以全
館總動員為原則。

決 議：由典閱組志願統籌主辦。

【第參案】

案 由：請成立「選書小組」審核讀者推
薦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等，以確保館藏
品質並避免爭議。

提案者：朱碧靜

說 明：讀者推薦書刊，品質良莠不齊，
宜設選書小組以主持公道。

檢送成立辦法草案。

辦 法：由具代表性人士組成「選書小
組」。

確定選書小組職責及運作方式。

決 議：

修改「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選書小組成
立辦法」如下：

一、本小組成員由各組主任、採編組、
參考組館員各一名、館內其他組之館員
代表兩人及各學院學生代表個一名組
成。本小組成員為無給職。

二、本小組旨在評定讀者推薦資料，並
負責資料選擇工作。

三、本小組依學科、資料類型以劃分選
擇職責。

四、本小組原則上每月定期開會一次，
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

五、未盡事宜，另訂辦法。

【第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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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84學年度圖書館經費預算

提案者：館長交議

說 明：84會計年度業務費為5,361,000
元，經主管座談會通過經費分配如辦法
中說明。

辦 法：(略)

丙、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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