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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至一百期索引的編製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的發行  

流通組  謝鶯興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從 2001 年 10 月發行新 1 期，到 2010 年 1 月，

第 100 期的出刊，表示「東海館訊」將邁入另一個 100 期的時代。綜觀台

灣地區圖書館發行的館訊，大都以雙月刊或季刊的形式出刊(發行電子版者

不計)。本館從發行館訊以來，就以月刊的模式出刊(同時也發行電子版)，

 

目的在維持「訊息新，能掌握時效，報導新知，讀者能儘快瞭解圖書館各

項活動」的理念。雖然屢次遇到稿源不足的窘境，至今仍能保有每期發行

20 餘頁至 80 餘頁的版面，這要感謝所有參與者的協助與賜稿。 

一、發刊緣起 

2001 年 8 月，呂館長宗麟教授履新，即指示筆者進行館訊發刊的籌備

與規劃。奉命後，即擬定一份「發行計劃」： 

館訊發行計劃書 

壹、宗旨 

一、報導最新資訊，介紹館藏資源及圖書館的使用，以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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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圖書館訓練課程的不足，塑造館員的專業形象。  

二、建立館員與讀者間的交流園地，擴展諮詢服務管道。 

三、館際間訊息互通，館員間工作心得交換，及學術的

交流。  

貳、發行目的  

一、對內：1.瞭解各組業務，交換工作心得。2.掌握館內

動態，確定工作目標，提振工作士氣。3.開發

同仁才能，擴展作品的發表園地。4.掌握圖書

館界動態與新知，加強專業知識的汲取。  

二、對外：1.宣達圖書館各組業務及工作成果。2.圖書館

各項活動報導。3.提倡圖書館的使用與館藏資

源介紹。4.新進書刊(優良書刊 )與資料庫的介

紹，提昇圖書館專業的形象。  

參、發行目標  

一、近程：1.校內發行，送至各教學與行政單位。2.館員
人手一份。3.置放圖書館入口處，供讀者自由

取閱。  

二、中程：1.寄送中部各大專院校圖書館。2.寄送中部各
高中職校圖書館。 3.寄送國家圖書館登錄。

4.申請國際書碼 (ISSN)。  

三、遠程：1.寄送臺灣地區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及各高中職
校圖書館。2.提升為圖書館館刊。3.籌辦圖書
館學報。  

肆、出刊期別與版數：以 B5 大小為計算單位  

一、月刊：1.優點，訊息新，能掌握時效，報導新知，讀

者能儘快瞭解圖書館各項活動。  

2.缺點，出刊頻率太高，各組所提供的資料稿

件、編輯群籌畫主題內容的緊迫性，恐有壓

力過大及稿源不足問題產生。  

3.版數約在 12 至 16 頁之間。  

二、雙月刊：1.優點，作業時間充裕，提供資料者與編輯

壓力較輕，稿源取得較為容易。  

2.缺點，圖書館發佈的訊息與活動 (如圖書
館使用訓練，資料庫使用介紹等 )，時效上
較無法掌控。  

3.版數可在 20 至 24 頁間  

三、季刊：1.優點，作業時間充裕，稿件與訊息當無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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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  

2.缺點，圖書館發佈的訊息與活動 (如圖書館使
用訓練，資料庫使用介紹等 )，缺乏時效，比
較適合發行館刊之用。  

3.版數可在 40 頁以上  

※館長指示以「月刊」方式發行，原則上版面維持 12 至
16 頁之間。  

伍、發刊的流程與發行的對象  

一、流程  

1.每月的月底為稿件截止日：A.每月最後一週的週五
編輯群集合商討本期稿件，若稿源不足時則分派人

手撰稿。B.商討下期主題。C.請館長主持。  

2.次月之八日前完成編輯、校對之工作，送印刷廠。  

3.當月十五日發行。辦公室負責送至各教學行政單位。 

二、對象  

1.限館內流通  

2.校內流通。  

3.郵寄中部高中職以上學校圖書館。  

※館長指示，初期以校內發行為主，送至各行政及教學

單位，館員每人一份。  

陸、刊物內容  

一、圖書館訊息  

1.館內各種會議記錄報導，2.各組業務報告，3.各組的
工作計劃或專案計劃，4.各組工作成果或工作札記，
5.館內舉辦講習活動，6.圖書館大事記。  

二、工作心得  

1.個人工作心得，2.參加研習心得，3.相關活動 (研習
會、說明會、圖書館使用講習、出版界訊息、藝文界

訊息 )報導或側記，4.研究成果。  

三、交流道  

1.答客問，2.圖書館使用經驗，3.資料庫使用經驗分

享，4.志工或工讀生的心得交流。  

四、留芳錄  

1.校內同仁讀書談或治學之道，2.志工或工讀生優良

事跡報導，3.早期師長讀書經驗或治學方法。  

五、書香園地 (點書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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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良圖書、雜誌介紹，2.讀書札記或心得，3.工具書
介紹，4.新書書房。  

六、嫁衣集  

1.館藏資料整理、彙編  

2.專題資料整理、彙編  

七、專題報導與學術論著  

1.輪流選定某些專題  

2.學術性論著。  

柒、稿件來源  

一、內部  

1.各組業務、工作成果、工讀生與志工事跡等，由各

組指定人員固定提供。  

2.館長室提供當月相關的館務消息。  

3.採購與期刊兩組同仁除自由選定主題撰寫外，另可

提供：a.新書或優良圖書雜誌的介紹，b.讀書心得，
c.工作心得或札記等。  

4.期刊與參考兩組同仁除自由選定主題撰寫外，另可

提供：a.工具書與資料庫介紹，b.讀書心得，c.工作
心得或札記等。  

5.其他同仁自由選定主題撰寫或工作心得、札記等。  

二、其他  

1.邀稿，校內同仁撰寫有關個人治學之道或讀書經驗。 

2.採訪，編輯群討論後選定主題或人物作專訪報導。  

捌、工作成員  

一、工作成員的組成，分志願參加及指定人員。  

1.志願參加：人數不超過五人，依其興趣與專長分配。 

2.指定人員：  

A.各組指派人員參加，負責提供 (收稿、催稿 )該組
的各項稿件，如各組業務報表及工作成果。並

負責該項稿件的編排、校核工作 (即責任編輯的
工作，或採執行編輯方式 )。  

B.館長指派人員參加。  

二、以上工作成員亦需兼負撰寫各項稿件 (預防稿源不足
或補白之用 )，並屬責任編輯的工作。  

※館長指示，請各組推派一名代表參與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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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設備與經費  

一、設備：個人電腦、雷射印表機 (若有彩色更佳 )、掃描
器。  

二、經費考慮：  

1.館內流通，自行編輯排版，利用館內影印機，自行

影印、裝訂、發送各單位。經費最省  

2.校內流通：a.自行編輯排版，再送往影印店印製 (或
印刷廠，用再生紙或印書紙 )，請館長室工讀同學送

至各單位。需訂定數量，並編列印製費用及分發的

工讀生經費。b 若外送排版，則排版費另估。  

3.郵寄中部高中職以上學校圖書館，請館長室工讀同

學書寫郵寄地址，再拿到郵局發送。除第 2 小項費
用外，另需編列郵費，若需用牛皮紙寄送，再列包

裝費。  

4.電腦耗材。  

三、稿費給予 (不含相關的業務報告及參加各項會議、講
習等等的心得 ) 

※館長指示：a 送影印店，採再生紙，初期以三百份為原
則。b.因經費問題，目前不給稿費。C.由館長室工讀

生送至各教學與行政單位。  

拾、其它  

一、配合圖書館網頁的使用，請負責網頁的同仁另闢「館

訊」項，將檔案貼上，以供讀者瀏覽。  

二、配合大門入口處「特藏展示櫥窗」，摘錄重點展示。  

三、若有志工或工讀生參預編輯採訪的工作，可作為踏

入社會的職前訓練場所，或培養其第二專長。 

此計劃是希望「掌握館內動態，確定工作目標，提振工作士氣。開發同仁

才能，擴展作品的發表園地」、「掌握圖書館界動態與新知，加強專業知識

的汲取」、「宣達圖書館各組業務及工作成果」、「提倡圖書館的使用與館藏

資源介紹」、「新進書刊(優良書刊)與資料庫的介紹，提昇圖書館專業的形

象」。在草擬「創刊號」的內容時，規劃下列幾項： 

1.「發刊詞」，希望由館長或編輯群執筆，明訂刊物的編輯走向。 

2.「館內訊息」，主要是披露：A.館長經營理念的各階段規劃，B.各組

室的年度工作報表，C.本館的年度工作計劃，D.館內各項會議記錄，E.同

仁參加館外研習活動，F.館內舉辦的講習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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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心得」，包含同仁的：A.研習心得，B.參加藝文活動的感想，

C.對參加研習會議的側記，D.工作札記。  

4.「書香園地」，是關於：A.優良圖書雜誌介紹，B.讀書心得，C.工具

書介紹，D.資料庫介紹。  

5.「專題報導」，包括專家學者的演講紀錄。  

6.「圖書館大事記」，以當月的圖書館重要事件為主。  

然而對於「館訊」首期是否應用「創刊號」的名稱時，想到之前在編

纂《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1期間，知道前館長

萬樂圖教授剛接任館長職務時，為加強與校內師生溝通的管道，已先後發

行了兩期的「圖書館館訊」。為尊重前人的成果、不敢掠人之美的前提下，

將「創刊號」改為「新一期」，想要表達的是重新經營館訊，並不是前無

所承的刊物。 

呂館長對於「館訊」的發行，曾揭櫫： 

在當前競爭激烈的環境之下，如何獲取競爭優勢，不僅是企業

必須思考的課題，亦應該是生活在資訊時代人們必須重視的議題，

企業會規劃本身的「願景」及「使命」，俾為長期努力方向奠基；

那麼對於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的人員而言，，亦應該成為我們對高

等教育工作奠基的方向，圖書館同仁在上述的深層思考下，我們嘗

試自本學期起發行《館訊》，我們的共同長程願景是希望建構優質

追求卓越的先進圖書館，我們的使命是提供全校師生最好的圖書與

電子資料庫服務，我們的策略是透過共同的深層的討論，擬定圖書

館的短、中、長程發展計劃，並逐步將上述計劃予以實踐，我們堅

信透過我們的努力，將會達成我們共同的願景，與不負大家對我們

的期許。 2 

提出「願景、使命、策略、行動」四個方向，以為東海館訊的經營方針，

用來鞭策我們不斷的前進。 

最近於《文獻》季刊，見李致忠針對圖書館專業期刊的看法： 

                                                 
1 謝鶯興編，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1998 年。 
2 見<館長的話>，《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一期，頁 1，2001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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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將重點放在揭示館藏上深化為讀者服務；二是作者隊伍要注

意本館人，以便培養自己的人才；三是創刊之前若干期要約一些大

家撰稿，以便撐起剛剛起航的風帆；四是要刊載干貨、實貨，力戒

空談；五是多發掘有價值的文獻，不登或少登理論文章。 3 

李先生是對專業刊物發行的期許，與館訊是屬於圖書館訊息刊物的認知有

些差異，但與當初規劃館訊的遠景而言，恰有若干近似，對館訊往後繼續

發展，亦有其意義。 

二、發刊過程中的「變」與「不變」 

館訊的稿源，原先規劃上是以館內同仁為主，加上有少數的志工協助

整理館藏的資料，所以從新 1 期起，即有「工具書使用」的介紹。 

前期刊組鍾素明組長更透過她與資料庫廠商的關係，分別邀請他們撰

寫資料庫使用的文章，也增添館訊的內容。 

筆者也利用授課的機會，鼓勵選修課程的同學撰寫「讀書心得」，並

擇其優異者刊登於館訊，一方面增加館訊的篇幅，一方面則期望能藉此鼓

舞學生寫作的動力。 

然而館訊發行即因「經費問題，目前不給稿費」的決定，館內同仁提

供的稿件不穩定，主編經常要到館內各單位要(邀)稿或尋求稿源，以求能

如期的發刊。面對此種情況所做的調整，就產生館訊的「變」與「不變」

兩種情況。 

1.館訊的「變」  

為《館訊》經營的永續性，2004 年 2 月，執行編輯胡仲平小姐與主編

討論一直以來所面對的窘境--稿件的不足，希望能藉由版面與內容的改

變，增加投稿者的興趣與支持。 

筆者從新 1 期的出刊，就有「向外徵稿」的作法，當時僅是透過個人

的管道，向熟識者(或是在各級學校執教的校友、系友)邀稿，可惜成效一

直都不好。後來參酌過幾家刊物的「稿約」資料，也草擬「東海大學圖書

館館訊稿約」，開始向外界徵求學術性論著，並試著建立匿名審稿的制度。

                                                 
3 <三十功名話一刊--紀念《文獻》季刊三十華誕>頁 5，李致忠與陸宏基的談話內

容，《文獻》季刊 2009年第 3期，2009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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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將此訊息刊登在館訊外，也送到文學院的系所辦公室，請求協助張貼

與邀稿；並嘗試連絡在各大專院校執教的校友(系友)，徵詢無償協助審稿

的可能性。 

雖然一無「經費」，二無「稿費」，但經由上述的努力，加上「匿名審

稿制度」的建立，逐漸地吸引在各大專院校執教的校友們注意，從 31 期

(2004 年 4 月)起，陸續有校外的學者賜稿。55 期(2006 年 4 月)起，更有大

陸的研究生投稿，是始料所未及的。 

承蒙中文系的吳福助老師、許建崑老師與阮美慧老師等人的推薦與協

助，從 56 期(2006 年 5 月)起，持續有東海與中興大學的研究生開始投稿。 

由於館訊採每月發行 (並同時發行電子版)，出刊的速度快，賜稿者很

快就能看到自己研究成果的發表(網路上也可以搜尋得到)，不需如一般「半

年刊」或「年刊」性質的刊物，從投稿、審查到知道何時可以登出，是需

要漫長的等待；「東海館訊」收到稿件，即委外匿名審查(審查時間大都要

求最長在一個月內)，回報審查結果、修改稿件，到刊登出來，前後所花的

時間最長者約二、三個月，即可看到成果，速度不可謂不快。 

同時，藉由「稿約」的說明與採取「匿名審稿制度」，即使館訊的版

面有限，不容許刊登數萬字以上的長篇學術論著，但仍吸引部份學者將其

研究成果初步的構思加以文字化後投稿發表，以作為未來撰寫學術性論著

或專書的初稿。因而此類的論著也蒙國家圖書館收錄在「中華民國期刊論

文索引」資料庫，撰著者有初步的研究成果，而讀者可以藉此資料庫也查

詢、參考相關資訊。 

除了規劃學術性論著的徵稿，以為未來可能進級為「館刊」或籌劃「學

報」的基礎外。另外，為了擴大稿源與內容，筆者知道東大附小的國語課

程，一直都有剪貼、仿作與讀書心得的寫作訓練時，即大膽地與東大附小

的教師討論開闢「兒童眼中的書世界」的構法，此一構想是著眼於： 

由於近年來學界感嘆年輕人中文程度低落的聲音愈來愈多，教

育部為了補救這個問題，也提出了學測再度加考作文的因應對策。

事實上語文的逐漸低落原因很多，不重視中文課程的教學(各年級

的國語或國文課的被忽視)，是其中之一；視訊傳播的發達，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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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接近書籍並閱讀它，是原因之二；抱著看看就算了，不願將自

己的想法或看法透過文字表達出來，是原因之三。而中文程度的降

低，造成閱讀能力的不足，連帶的也會影響到其它課程的瞭解與認

識。 

眾所週知地，語文教育應從小教起，並且是循序漸進地，是無

法一蹴即成的。本刊隸屬圖書館的刊物，本在推廣圖書館的使用與

提高書籍的使用率，在此一前題下，願為加強兒童語文能力盡一點

心力，特開闢「兒童眼中的書世界」一欄，針對兒童在閱讀一本書

之後，利用自己的筆，透過自己所知的文詞，將自己的意思、看法

或想法，真實地表達出來。希望一來可以藉此誘導孩子願意與書親

近；二則可以引導小孩勇敢地將自己的見解表達出來；再則經由文

字書寫的方式，也可以逐步提高小孩的寫作表達能力；果能如此，

在兒童語文教育的提昇上，本刊也或能算是有一點小小的貢獻了。4 

承蒙附小王淇老師的協助，從 49 期(2005 年 10 月)起，開始陸續推薦優良

作品，一直到 68 期(2007 年 5 月)才停止。 

曾參加「兒童眼中的書世界」撰寫者，陸續進入國中就讀，也願意持

續撰寫讀書心得。於是，從 73 期(2007 年 10 月)起，改版為「青少年眼中

的書世界」，以賡續原先的規劃。執教於僑光科大的校友陳惠美老師也推

薦其「閱讀與寫作」課程中的優良作品，在 77 期(2008 年 2 月)中開闢「大

學生眼中的經典．閱讀」的專欄刊載，可惜後來推薦的作品因不適合在館

訊刊載而暫停。 

以上的「對外徵稿」、「匿名審稿」的建立，「兒童眼中的書世界」、「青

少年眼中的書世界」專欄的開闢，是一百期來館訊的「變」。 

2.館訊的「不變」 

發刊過程的「不變」，則是在「發行計劃」所提出的「館藏資料整理、

彙編」與「專題資料整理、彙編」的進行上。 

在「館藏資料整理、彙編」中，一開始從「贈書專櫃」挑選館藏專櫃

                                                 
4 見<開闢「兒童眼中的書世界」緣起>，《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9 期，頁 49，
2005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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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式資料，先後整理而刊布的，如：「讀書札記選」、「手稿整理選」、

「書信選」等專欄。 

為賡續「圖書館史料」的整理，以「圖書館日誌」的專欄，逐年逐期

刊載，期望藉由彙整資料而保存圖書館史料，並提供未來編寫東海圖書館

歷史的參考利用。 

「線裝書目」的專欄，是針對東海典藏的特色之一，擁有五萬多卷的

線裝書來進行整理的。先將館藏線裝書以「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目」的專欄，

分部分類逐一刊載，接著是進行「館藏善本書目」(史部與子部)、「專櫃線

裝書目」(徐復觀贈書專櫃)等線裝書的書目整理與披露，藉此一方面整理

東海特有的館藏資料，一方面提供讀者的瞭解與使用。 

「專題資料整理、彙編」部份，從新 1 期即有「『中秋節』主題之資

料查索 (一)--書籍、期刊、報紙的檢索」專欄的開闢；配合中文系建系五十

週年的活動，從 44 期(2005 年 5 月)開始，陸續刊載利用館藏資料所編撰出

來該系早期師長的「著作目錄」；因中文系吳福助老師的協助與推薦，從

86 期(2008 年 11 月)開闢「鄉土文獻」的專欄。 

除此之外，「館內訊息」的披露，如：「各組工作報告、館內各項會議

記錄、同仁館外研習活動與心得、館內舉辦的講習訊息、同仁的工作心得、

研習會議側記、工具書介紹、資料庫介紹、圖書館大事記」等，也是館訊

發刊以來「不變」的項目，只因提供的有否，而未能每一期皆有上述專欄

的刊載。 

三、索引的編製 

為迎接整整發行一百期的成果，特別將此一百期的篇目彙編成「東海

大學圖書館館訊一至一百期索引」，分「目次彙編」、「分類索引」及「作

者索引」三種類型。 

索引的編製中，「目次彙編」僅是將各期的目次匯集，再在每期的「目

次」頁碼加上該期的期號即可；而「作者索引」則是依作者的姓氏依筆劃

的多寡彙編，藉由每年「作者索引」的編製加以剪接即成。此二種的索引

是容易完成的。 

至於「分類索引」則是比較花費心力的。雖然刊物名稱是「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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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錄的內容，基本上包括圖書館同仁所寫，及與圖書館、與書、與圖書館

人有關的資訊等等皆加以收錄。但因實際提供稿件者撰寫的內容有些龐

雜，所以國家圖書館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資料庫」的編製者，認為

「東海館訊」為「一般性期刊」。 

由於一百期來所刊登的篇目來源，有館內同仁的撰寫，亦有館外人士

的賜稿。就其內容性質歸類，館內同仁的作品，有屬於本館的「訊息」披

露、「館務工作」的各式統計表、工作報告，有參加各種會議的心得，有

對於「贈書專櫃」資料的整理，亦有「圖書館學」、「目錄學」、「板本學」

的論述；館外人士的賜稿，不論是本校的學生、校友或執教他校的教師，

所提供學術論著的主題頗多，有「工具書介紹」，有「資料庫使用」介紹、

有文學作品研究等等。因此，先將一百期來的篇目分成「館內文獻」與「學

術文獻」兩種。 

「館內文獻」分為校長的話、館長的話、圖書館史料、圖書館日誌、

會議記錄、圖書館大事紀、訊息、各類報表、統計分析、工作報告、演講、

會議心得、贈書專櫃整理、館訊索引、各圖書館介紹、旅遊報導等類。 

「學術文獻」的分類是比較棘手的問題，涉及對論文的認知與歸類，

幸好筆者曾參預《中國文化月刊》一期到三百期索引的編製。初期也為了

分類的方法而茫然無頭緒，後來先參考「中國圖書分類法」的十大分類編

排，再參考國科會的學科分類，斟酌實際的篇目內容的性質而再以歸類，

也就比較得心應手。因此編製館訊篇目的「學術文獻」分類，亦即斟酌國

科會的學科分類與實際內容的性質，將學者的論著歸納為：目錄學、板本

學、圖書館學、資料庫與工具書使用、線裝書目、經學、哲學、文史知識、

傳記、文學、鄉土文獻、讀書心得等類。 

四、由索引的編製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的特色 

「東海館訊」發行的主要目的是：「1.宣達圖書館各組業務及工作成

果。2.圖書館各項活動報導。3.提倡圖書館的使用與館藏資源介紹。4.新進

書刊(優良書刊)與資料庫的介紹，提昇圖書館專業的形象。」而發行的長

程目標，是希望能「提升為圖書館館刊」，甚至是希望未來能「籌辦圖書

館學報」，藉以恢復早期本館所發行的《圖書館學報》盛況。因此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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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規劃「嫁衣集」的專欄，針對「館藏資料整理、彙編」或「專題資料整

理、彙編」的「為他人作嫁衣裳」。再進一步的由館內同仁撰寫「專題報

導與學術論著」。 

所以，館訊的內容，除了具備「館內文獻」，如：「館內各種會議記錄、

各組業務報告、館內舉辦講習(演講)活動、圖書館大事記」等，亦刊載「個

人工作心得、參加研習心得、資料整理、圖書館使用經驗(或工具書與資料

庫使用經驗分享)」等等。這些內容與各圖書館的「館訊」基本上是相同的。 

最大的特色是「館訊」大量的刊載了學術性的論著，這部份的論著，

有些是在圖書館「館刊」才會出現的文章，如：圖書館學的論著即是。楊

美華、陳冠穎<圖書資訊學研究>說：「刊登圖書資訊學學術性文章之期刊

共有 56 種，其中包括 19 種學報。」5在這 56 種期刊當中，「東海館訊」有

幸被列入「圖書資訊學相關期刊暨學術性文章篇數一覽表」中(見下圖)。 

 

                                                 
5 見《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圖書館年鑑》頁 192~193，國家圖書館編輯，台北．國家

圖書館， 96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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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表標出「東海館訊」屬「圖書資訊學學術性文章」共有 6 篇。據其「圖

書資訊學期刊論文主題分析一覽表」所列出的主題，有「檔案學、圖書館

行政、資訊科技與網路、讀者服務、技術服務、版本目錄學、圖書資訊學

通論、圖書資訊學教育」等。其中的「版本目錄學」，當指館訊「文稿」

或「館務工作」有關板本考訂或目錄學的文章，惜其未明確指出篇名，未

能得知其歸類的標準為何。又，該文僅以 95 年度所出刊的期刊為限，故

90 年至 94 年中的圖書館學論著，如前館長呂宗麟教授的著作並未被統計；

而 96 年迄今的「版本學」、「目錄學」的論著也未列入統計。 

「館訊」的第二特色，是開闢「資料庫與工具書使用」、「線裝書目」、

「讀書心得」、「兒童與青少年眼中的書世界」等專欄。 

「資料庫與工具書使用」與「讀書心得」兩類作品，在它館的館訊中

也可能發現，但所表達與呈現的方式是有所不同。「資料庫與工具書使用」

的撰寫者，大多數是大學生或研究生，著重於介紹個人使用的經驗；少數

是館員撰寫的，是以單一主題來介紹該類型的工具書使用；亦有執教者將

其教學心得撰寫成文而發表於「館訊」。「讀書心得」收錄的作品，亦是以

大學生或研究生撰寫為主，著重陳述個人的感想心得或比較其差異；少數

是館員個人的讀後心得，提供讀者參考。 

「館藏線裝書目」的整理，為一般館訊少有的專欄。這是因為台灣地

區除了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政

治大學等少數圖書館有典藏線裝書外，一般圖書館大都未能典藏。同時，

線裝書目的編製，是頗耗時費力，又非短期內能見其功效的工作，即使上

述的單位整理了書目，也都是發表在館刊或學術性刊物上。本館「館訊」

則是將館藏線裝書陸續整理的成果，分期披露出來，已經刊出：1.「善本書

目」的史部與子部兩大類。2.配合前台灣大學中文系潘美月教授計劃編纂「台

灣地區和刻本線裝書目」而整理的「東海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目」。3.贈書專

櫃中的「徐復觀先生贈線裝書目」經部等。一方面是整理介紹館藏線裝書，

做為機構數位典藏的基礎；一方面是提供讀者透過書目的著錄，能初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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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東海藏本與其它板本的異同，省去動輒需到館藏地調閱的困擾。 

「兒童與青少年眼中的書世界」，雖然收錄的是國小或國中學生的作

品，但透過他們純真的心靈來觀看書世界所給予的訊息，或許文章是未成

熟，然「我手寫我口」，能將眼中所看到的書世界訊息，用自己會駕馭的

文字來表達。此即筆者在「緣起」所期望的： 

針對兒童在閱讀一本書之後，利用自己的筆，透過自己所知的文

詞，將自己的意思、看法或想法，真實地表達出來。希望一來可以

藉此誘導孩子願意與書親近；二則可以引導小孩勇敢地將自己的見

解表達出來；再則經由文字書寫的方式，也可以逐步提高小孩的寫

作表達能力。 6 

是專為近年來大眾呼籲「提倡加強學生作文能力」所開闢的專欄。 

五、結語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從發刊以來，一直是想朝著升級為「館刊」

或「學報」而努力，雖然礙於經費，每期紙本式館訊僅印製 55 份，但因

有電子版的發行，足以彌補這種少量印製的問題。經由多年來的努力，近

年來幾乎每期都有學者們的賜稿，甚至有一期刊登兩篇或三篇的盛況。一

方面要感謝眾多惠賜稿件的學者，一方面更要感謝願意義務協助審稿的校

友們。希望藉由一至一百期索引的編製，一來可以呈現八年多來的成果，

二來有助於未來再發行第二百期、三百期以上的持續性出刊，三來更希望

能因學者們的賜稿，在稿源足夠的情況下，可以抽出這些學術性論著來同

步發行「館刊」(或學報)，恢復早年東海圖書館發行《圖書館學報》作為

代表刊物的願景。 

 

 

 

 

                                                 
6 見<開闢「兒童眼中的書世界」緣起>，《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9 期，頁 49，
2005年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