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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7 月 14 日工作報告 

館長室 

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全組業務 

4. 全組配合學校製作『內部控制制度手冊』己

全數完成，7/5 繳交館長室。 

5. 配合學校進行東海大學 2010「大學入門」課

程籌備作業，己彙整全館六個解說區的講稿

及海報文稿，目前正進行海報看板設計的部

份。 

6. 電子教學室及資訊素養教室服務昇級之設備
更新案。 

7. 配合學校規劃撰寫『100 至 104 學年度校務發

展計畫』。 

管院分館 

3. 『內部控制制度手冊』全數完成。 

4. 除日常工作外，暑假期間擬進行業務： 

1) 各書庫順架、調架作業 
2) 為挪出分館主體(M251)書架空間，擬進行

移架作業，將破舊圖書移至 M245 教室。 

3) 全館圖書盤點作業 
4) M246 書標修補作業。 

5. 六月份統計資料： 

借還人次： 1,713 人 

借還件次： 3,471 冊 

進館人次： 10,085 人 

單機新片： 71 人 

櫃台參考諮詢：126 件 

VOD 隨 選視訊

系統 

六月份播次統計：2447 次 

六月份新增資料： 綠建築、科學的足跡等共 38

片。 

數位

資訊

組 

電子教學室 

1. 『內部控制制度手冊』已全數完成。 

2. 除日常工作外，暑假期間擬進行業務： 

1) 新工讀生訓練及陪班 

2) 全室資料及圖書順架、調架及移架作業。 

3) 電腦室設備更新案。 

4) 99 學年度公播版及 VOD 版影片徵集請

購。 

5) 99 學年度上學期影展活動策劃。 

3. 六月份使用統計： 

借還人次：206 人 

借還件次：597 件 

單機新片：1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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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櫃台參考諮詢：62 件 

4. 處理 96 筆 VOD 回溯資料 (轉檔、壓縮、上傳、

系統上架)。 

5. 『DIVA-東海大學圖書館數位資源部落格』 

使用統計：(至截稿日 2010/07/06) 

文章總數： 2,376 篇 (近三週新增 123 筆) 

文章閱讀總數：198,569 次     

近三週每天閱文次數為 1,273 次。  

資訊業務 已完成項目： 

1. 新生網頁重新設計已完成。 
2. 協助 IEL 調查大量下載 IP 使用者。 

3. 推薦圖書到館通知逾一個月才收到通知，已
查出發到館通知時未啟用自動發信功能所導

致。 

4. 圖儀設備費計畫變更案，協助黃國書先生辦

理資訊設備採購。 

5. 協助期刊組請艾迪訊科技定義期刊資料查詢

書目資料顯示欄位之設定。 

6. 內控作業建置_資訊業務已完成。 
7. 協助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設定本校 IP
範圍，提供 AREMOS 精華版可以在網路上線

使用。 

8. 98 學年度第 2 次儀器設備訪視調查已完成檢

閱。 

9. 6/18 開始 Hyint 出現網站無法開啟，已請凌

網科技處理完畢。 

10. 協助採編組陳婷婷製作條碼 6000 張。 
11. 電子教學室專用 UPS 採購已完成並辦理列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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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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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流通_LED 矩陣式電子看板請廠商估價維

修，廠商希望由程式去修改，工程師已前來

查詢，等廠商提出維修方式中。 

4. 協助期刊組新購「台灣時報資料庫」，需要一

台伺服器來安裝該資料庫，目前尚無主機可

供安裝。 

5. 到期通知、逾期通知等修改內容說明加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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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文，已請艾迪訊科技公司協助處理。 

6. 總務業務財產移交處理已完成部分移交。 

7. 圖書自動化系統 webpac 2003 server 環境安裝
及測試並計畫於 99 年暑假進行移機。 

8. 傳技資訊與艾迪訊科技合併後，請艾迪訊科
技於 T2 維護合約加註說明並用印送回，屆時

請黃國書先生上簽呈用印。 

新增項目: 

1. Compustat 2010/05/31 電子資料庫更新。 

2. AREMOS 2010/06 電子資料庫更新。 

3. 艾迪訊科技公文函，來函檢附與傳技資訊合

併乙案已獲准核備。 

4. 電子教學室及資訊素養教室電腦設備案，將
電腦設備接回後測試。 

5. 協助經濟系於新電腦安裝 T2 系統。 
1. 協助採編組陳淑慧製作條碼 20000 張。  

6 月份編目量統

計 

中文圖書 2148 冊、非書 135 件；西文圖書 581 

件、非書 35 件。 

中文書目館藏上

傳全國書目中心 

上傳本館中文書目 859 筆至全國書目中心與其他

合作館共享書目資源。 
採編

組 

Hyint 整合查尋

系統新增 oxford, 

McGraw-Hill,cam

bridge 三批電子

書清單及新電子

書資料庫的建置 

於本館 Hyint 整合查尋系統新增 oxford(1154

筆)，,McGraw-Hill(861 筆)，cambridge(498 筆)三

批電子書清單及建置 2 種新的電子書資料庫，以

利讀者連線整合查詢利用。 

東海博碩士論文

系統建置 

1.6 月間陸續向國圖反應研究生建檔發生的問題 

2.規畫東海專屬網頁的內容 

「大學入門」課

程 
期刊組提供現刊、過刊、電子期刊及報紙的簡介 期刊

組 東海大學「內部

控制制度」建置

計畫 

6/18 期刊組完成「內部控制制度作業」。 

首次進行中西文

參考書盤點工作 

利用今年暑期首次進行中西文參考書盤點工

作，以有效掌握本館參考書館藏資料。 

參考

組 99 年 6 月份服務

統計 

資料庫檢索區：1955 人次 

參考諮詢：564 件 

暢銷書區(至 6/21)：105 人次 

全國館際合作： 

複印：向外申請 35 件，外來申請 51 件(925 頁) 

借書：向外申請 55 件，外來申請 2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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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本校新申請帳號：26 人 

圖書館利用講習：2 場，71 人次 

2 地還書 

6 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722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366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356 冊。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73 冊、歷史系 113 冊、哲學系 71 冊、數學系 1

冊、政治系 25 冊、經濟系 6 冊、法律系 36 冊、

教研所 14、公行班 5 冊、美術系 8 冊、建築系 4

冊。另分館代還總圖計 189 冊。 

圖書長期逾期通

知 

依例每月紙本通知 1 次及每學期以郵件通知家

長，此次通知乃是期未通知計有：32 人 62 冊圖

書。當中有 22 位讀者 44 冊逾期郵寄至家中，8

位讀者 18 冊逾期電話通知及通知各系，日常圖

書到期通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7 月份研究室使

用概況 

7 月份研究室使用於 6 月 30 日展開登記，適逢暑

期排隊人員略減，本月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13、工

工研 2，外研、統研、行研、美研各 1，共計 19

位研究生。 

6 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51,678，開館 27 日，日平均 1,914，人次

最多 6/22 計 4,058 該日為期未考，平日與假日用

館比為 84%（43,364）與 16%（8,314）。外賓計

1,475 人次，日平均 55。 

流通

組 

6 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6,057，借書冊數 18,363，以開館 27 日

計則日借書 225 人次、680 冊，即為每 1 人次平

均借 3 冊圖書。 

 

流通組 7 月行政會議報告 

流通組  賀新持 

2 地還書 

6 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722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366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356 冊。各系代還為

中文系 73 冊、歷史系 113 冊、哲學系 71 冊、

數學系 1 冊、政治系 25 冊、經濟系 6 冊、法律

系 36 冊、教研所 14、公行班 5 冊、美術系 8

冊、建築系 4 冊。另分館代還總圖計 189 冊。 

圖書長期逾期通知 

依例每月紙本通知 1 次及每學期以郵件通知家

長，此次通知乃是期未通知計有：32 人 62 冊

圖書。當中有 22 位讀者 44 冊逾期郵寄至家中，

8 位讀者 18 冊逾期電話通知及通知各系，日常

圖書到期通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流

通

組 

7 月份研究室使用
7 月份研究室使用於 6 月 30 日展開登記，適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