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工作 

 5

館務工作 

圖書館 4 月 28 日工作報告 

館長室提供 

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全組業務 

1.送出申請圖書總館大門前落地型電子看板請購

案。 

2.計劃及進行五月份開始之『準新生闖關大進擊』

相關連絡及設定事宜。 

3.準備交教務處寄新生福袋之卡片設計，付印等作

業。 

圖書館 VOD 隨

選視訊系統 

主機硬碟毁損維修進度： 

3/31 主機硬碟 D 槽部份毁損，導致系統可以選播，

但影片無法傳送。 

4/1-2 緊急搶修更換備份硬碟，資料逐筆比對、轉

檔及上傳至舊（備份）硬碟後，毁損硬碟送修。 

4/2 開始以備份硬碟暫時回復大部份服務，但因容

量不夠，新資料無法新增。 

4/13 廠商重新更換新 2T 硬碟進行安裝及轉檔，但

工作完成後卻發現主機只抓得到 1T 的容量，只好

取下換回備份硬碟，換另一台主機重新檢查，但結

論仍是只抓得到一半的容量。 

4/19 廠商取回檢查只有 1T 之硬碟， 

預計 4/23 左右可重新取回新硬碟測試。 

圖書館『臉書』（Facebook）目前己徵得 300 位朋

友、1004 位粉絲。 Facebook 

辦『關懷弱勢影片展』等活動，一週約 2 件。 

管院分館 

計劃於五月份配合音樂系 5/11 及 5/23 兩場室內及

室外音樂會舉辦相關展覽，其中包括相關曲目視聽

館藏展、書展、DVD 展及樂譜展，行有餘力則計

劃加辦拼字或拼圖遊戲，期以增進二校區師生與分

館之間的互動。 

數位

資訊

組 

電子教學室 1.預備五月份與社工系及幼幼社合辦週二講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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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懷弱勢系列』、『幼幼社成果展』及『關懷弱勢影片

展』相關展前作業，包含影片徵集請購、轉檔、壓

縮、上傳等作業。 

2.繼續處理 184 筆新進資料 (轉檔、壓縮、上傳、DIVA

建檔)。 

3.『DIVA-東海大學圖書館數位資源部落格』 

使用統計：(至截稿日 2010/04/14) 

文章總數：1,708 篇 (近二週新增 88 筆) 

文章閱讀總數：108,876 次  

目前二週每天閱文次數增加為 930 餘次，創歷史

新高。 

資訊業務 

已完成項目: 

1.圖書館館訊新版網頁已掛上圖書館首頁。 

2.Homepage 伺 服器 檔案檢 查， 主要針 對後 門程

式、錯誤程式碼。 

3.因應 4/10 計中網路施工中斷，圖書館服務臨時措

施及公告。 

4.上個人資料查詢續借失敗檢查，因網路連線問題

而導致續借失敗，已在 webpac 設置記錄檔供日

後查詢。 

5.WebPac 讀者上個人資料頁面新增英文說明。 

6.VOD 主機硬碟 2TB 容量檢查，檢查後仍為 1TB，

請廠商送檢修。 

未完成項目: 

1.徐復觀資料加密，已找到資料隱藏加密程式，目

前開始將圖片作加密處理程序。 

2.本館建造聖殿電子書因閱讀器問題無法正常於

網頁上瀏覽電子書，因此需要修改網路版電子

書。 

3.流通_經核銷知書籍在系統上無法做刪除作業，

傳技資訊先前的回覆有疑問，需要再討論一次

來解決無法刪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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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4.安裝 windows 7 體驗機，目前選定 1F 前廳最新

入館電腦安裝。 

5.1F 前門電子看板背景改版及內容更新需要重新

繪圖及排版。 

6.VOD 主機硬碟故障，新換的硬碟內容有誤，已請

廠商送回原廠檢修。 

7.CRSP 單機版電子資料庫更新，2009.12 版。 

新增項目: 

1.配合總務處協助學校電話線路檢查及臨時主機

寄放。 

2.Aremos 2010.4 月份資料庫更新。 

3.T2 統計新增加入 T2 系統系圖，統計下載網頁修

改。 

籌備 5/12 本館

與金珊公司合

辦電子書趨勢

研討會相關事

宜 

籌備 5/12 本館與金珊公司合辦電子書趨勢研討會

相關事宜 

配合社工系 5

月份活動主題

邀請敦煌書局

舉辦「關懷弱

勢」主題書展 

配合社工系 5 月份活動主題撰寫書展活動計劃大

綱主動邀請敦煌書局(5/10-5/14)舉辦「關懷弱勢」

主題書展。 

採編

組 

印度－台北協

會贈書處理  

3/16 由校長室轉來印度－台北協會會長信函一封

及贈書 6 冊，信中表達擬贈書支持本校成立印度專

區美意，經本館發函調查各系所需求意願，4/2 統

計共有 11 個系所回覆：9 個單位表示有需求；因

此本館決定先成立「印度贈書」專櫃，請該協會分

批贈書，再視使用情形規劃後續事宜。 

東海大學博碩

士學位論文系

統建置說明會 

1. 說明會敬請 葉副校長主持。 

2. 邀請各系所相關業務同仁參加。 

3. 說明會時間訂於 99 年 4 月 28 日 (週三) 下午 2

時至 3 時在良鑑廳舉行。 

期刊

組 

「IEEE/IET 1. 時間：2010 年 4 月 2 日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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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Electronic 

Library 

(IEL)2011 年聯

盟議價策略會

議」 

2. 地點：科技大樓 14 樓會議室 

3. 決議： 

(1)區分群組的依據除使用統計數據外，各校

相關科系之博士班，碩士班及大學部人數亦

可為參考因素。  

(2) CONCERT 儘量爭取 2011 年價格不調漲。 

五月份將協辦

週二講座關懷

弱勢系列（與

社工系、幼幼

社合辦） 

本組負責協助展出與提供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精神障礙及自閉症等主題相關資訊電子檔，供本校

師生參考。 

展出地點：圖書館總館 1F 後廳 

EV 徵答「地震

雲異象：強震

前兆 ?」抽

HTC 手機 (5/9

截止) 

歡迎「理工相關」研究人員，把握良機運用 Elsevier 

的研究工具，將時事與科學融入日常研究中，不但

可加值您的研究查詢功力，二題全對者還有機會抽

中時尚科技大獎！ 

活動網址請見本館最新消息。 

1-3 月 館 際 合

作服務統計 

複印：向外申請 199 件，外來申請 207 件(2965 頁) 

借書：向外申請 165 件，外來申請 129 件 

本校新申請帳號：89 人 

為即將入學的

大一新生規劃

圖書資訊課程

內容 

著手規劃「2010 東海大學大學入門」的圖書資訊

課程內容，涵蓋認識圖書館以及圖書資訊應用等

等。 

參考

組 

歡迎參加挑戰

$101 萬全國大

專單字競賽  

活動時間： 

2010/1/1-5/13 開放題庫下載練習 

2010/4/15-5/13 全國初賽 

2010/6/4 全國決賽(在靜宜大學) 

比賽規則：登入本館 E 點通線上英語測驗系統後，

進入遊戲區參賽，可於初賽期間每天自由上線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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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單字競賽。 (更多活動說明請見相關網址) 

相關網址: http://101word.1111.com.tw/wwword/ 

代還圖書 

便於讀者處理總圖及分館還書，開辦代還圖書作

業，一週共計有 160 餘冊，總圖處理代還 97 冊（含

系圖）而管院分館處理總圖 67 冊。此外，為兼顧

系圖的開館時間不一，總圖亦同時接受代還系所單

位之書，惟因人力有限，現階段僅限電話通知相關

單位自行領回圖書。 

考試期間維護

進館秩序 

期中考期間因應大量讀者入館自習，將加強巡館，

避免閱覽座位遭佔用。 

館訊資料庫授

權 

館訊資料庫自創刊起迄今，均授權給『智慧藏學習

科技公司』所建立之『臺灣學術網』，採無償使用

模式供研究者引用。 

企管系系圖圖

書資料註銷 

中文圖書 96 冊，西文圖書 41 冊，非書資料 118 件，

共計 255 件。此批圖書資料，此批註銷資料原為企

管系學會管理，據告為搬遷至新管院期間所流失的

圖書。 

2010 東海大學

大學入門 

人力規劃 

本組負責規劃定點解說位置： 

1.特藏—4F 特藏  黃文興先生。 

2.書庫—4F 800 類號走道  林靖文小姐。 

3.現刊—1F 現刊室  施麗珠小姐。 

4.VOD—1F VOD 區  電教室工讀生。  

5.中文參考書—1F 中文參考書  楊琇美小姐、胡

仲平小姐 。 

6.借還書—1F 借還書櫃台 陳健忠先生。 

小組助教 6 人： 吳淑雲組長、陳婷婷小姐、謝心

瑜小姐、陳勝雄先生、林雅麟小姐、林幸君小姐。 

流通

組 

調閱文化大學

吳校長論文 

企管系傑出系友，文化大學校長吳萬益， 73 年畢

業於企管研究所（第一屆），近期返校參加校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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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越講座，訂於 4/13 日舉行 2 場演講。企管系因未

保存其畢業論文特來館調閱，並翻拍畢業紀念冊

照。 

 

98 學年下學期流通組第 2 次校務會議報告 

流通組  賀新持 

* 98 學年度下學期用館暨外賓人次統計    

98 學年度下學期 2 至 4 月使用圖書館館人次如下：開館日數 69 日。

使用人數計 114,860，平均每日約 1,665 人次入館；人次最多為 4/19 日有

4,349 該日為考期。其餘月份平均約千餘人次用館；而期中考之月平均人

次即刻上升 600 人次，明顯考期有大量讀者擁入使用。外賓入館計人次日

平均為 64 人次。另一數據為週一至五與假日用館比例約為：86%比 14%。 

 99/02 99/03 99/04 小計(2---4 月) 

總人次 13,798 44,951 56,111 114,860 

開館天數  11 30 28 69 

單日出館 

最多人次/日 

2/25 

2,622 

3/16 

2,243 

4/19 

4,349 

4/19 

4,349 

用館

人次 

日平均人次 1,254 1,498 2004 1,665 

外賓 596 2,064 1,768 4,428 登記

人次 平均人次 54 69 63 64 

 

98 學年上學期用館人次暨外賓登記尖、離峰使用分列表 

用館人次： 

月份/項目 99/02 99/03 99/04  合  計 

用館人次 13,798 44,951 56,111    114,860 

週一至週五 13,164 40,603  45,383 99,150＊86.3 % 

週六至週日 634 4348 10,728    15,710*13.68%  

外賓用館人次： 

月份/項目 99/02 99/03 99/04  合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