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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32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9.38%；

一百類 36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二百類 3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三百類 133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率為 5.26%；四百

類 55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1.82%；五百類 66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4.55%；六百類 61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9.84%；七百

類 116 本，使用(或外借)19 本，比率為 16.4%；八百類 71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4.23%；九百類 6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1.67%。 

就西文書的採購來看，以三百類的 133 本為最多，佔全部西文書的

22.89%(使用或外借為 5.26%)；其次為七百類的 116 本，佔 19.97%(使用或

外借為 16.4%)；八百類的 71 本居第三位，佔 12.22%(使用或外借為 4.23%)。

此三大類進館的總數皆超過 7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七百類的 116 本使用(或外借)19

本，比率 16.4%為最高；其次為六百類的 61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9.84%；第三為總類的 32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9.38%。此三大類的

使用量 (或外借量 )超過百分之九，可看出本月份讀者對於西文書的需求與

使用傾向。 

三、結語 

11 月份共有中、西文書籍上架，979 本，總數雖高於 10 月的西文書

473 本，與 9 月的中文書 312 本。11 月份中文書使用量 (或外借量 )的 32.41%

遠高於 10 月西文書的 5.497%，亦高於 9 月份的 25.96%，直逼於 8 月份的

37.86%了。中、西文各類書中，以西文書三百類進書量 133 本為最高，單

類是低於 10 月西文書五百類的 147 本，但高於 9 月份的三百類中文書 101

本。顯示連續兩個月的中、西文書籍的進書量，仍以西文書較多。  

 

訊息 

有朋自遠方來 (二) 

數位資訊組  陳勝雄 

本館交換館員 John D'Amicantonio 又要來台拜訪我們了！上一次他訪

台時我在本館《館訊》(2002 年 7 月新十期)有報導過他來台訪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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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他是遠從阿拉伯聯合酋長國首都阿布達比(Abu Dhabi)來。John 離開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的圖書館工作生涯後，參加美國政府

主辦的資訊官員(Information Resource Officer)考試，很高興被錄取了。在短

暫的受訓後，2005 年他被派任到巴西。對他來說，這項任務還真不容易，

他必須開始學葡萄牙話，因為巴西人講葡萄牙話。還好他的同事都會用美

語交談。如果 John 被派任到台灣，他可能會被派到台北美國文化中心(前

美新處)上班，屆時 John 又必須開始學習中文了。 

2008 年 John 被派任到阿布達比，之後他一直在阿布達比工作至今。

當 問 到 他 在 阿 布 達 比 有 碰 到什麼 新 鮮 事 ， 他 的 回 答 是 ：  Mmmm, one 

interesting 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in Abu Dhabi?  I will have to consider 

this.  I'm not sure unless you count that I went to Baghdad for  a week in 2009 

from Abu Dhabi.  That may be it.  I took a desert tour near Abu Dhabi which was 

fantastic.  I visited a camel farm.  It was also very interesting.   

John D'Amicantonio 目前是美國政府派任在沙烏地阿拉伯地區、約旦與

黎巴嫩的資訊官員，他負責督察位於這些國家中十個美國大使館的資訊中

心。在來中東地區服務之前，John 是派任在巴西、巴拉圭以及哥倫比亞的

資訊官員。John 擔任美國政府資訊官員之前，他在美國加州州立大學長堤

分校擔任教員與圖書館館員長達十六年。他現在還是美國圖書館協會與美

國專門圖書館協會的會員。John 在圖資領域有多篇著作，同時他也是一位

能針對不同主題發表演說的知名演講者。 

有幾次 John 打電話來找我，我們都會談到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這個

問題。以下是他 EMAIL 給我時他所提到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小段內容：I can 

truthfully say the issues are the same all over the world.  Libraria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experts are all concerned about the growing use of technology or 

applications which changes the way people search for information and in some 

cases the way we disperse information.  Similarly everyone is concerned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 those who can access information and those who can'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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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interesting. Meanwhile, the old issues remain:  the need for money; do we 

buy print resources or change to electronic totally; how do we provide reference 

services, etc. etc.   

John 這次來台將停留十天，來台時間為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他

預定來本館拜訪我們的時間為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7 日。屆時我會將他來

本館的時間確切地告訴大家，歡迎大家來與他聚聚。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9 年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11.01 至 1 月 2 日，數位資訊組呂華恩組長參加「2010 亞洲區開放式課程

與開放教育會議」。 

至 11 月 30 日止，引進「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試用，類別為：中國

哲學與倫理、歷史研究兩種。 

至 11 月 30 日止，引進「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試用，提供

20 多種電子雜誌與電子書可閱讀，最新一期取得快速，原貌呈現，

與紙本無異。包括：商業週刊、常春月刊、常春藤生活英語、常春

藤解析英語、大家說英語、空中英語教室、網路資訊等。 

至 11 月 30 日止，引進「原版報紙資料庫」試用，該資料庫融合電子

報紙即時閱讀與資料庫檢索兩大特性。可線上翻閱當天新聞，完整

呈現全文、圖片、廣告；尚可利用關鍵字作全文查找。 

11.02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聯隊參加校慶教職員趣味競賽，榮獲「上菜高手」

第五名，「球不是圓的」第一名。 

11.05 參考組彭莉棻組長參加「大專通識課程數位教材推廣說明會」。 

數位資訊組呂華恩組長暨採編組陳婷婷小姐一同參加「數位資源管

理與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研討會」。 

採編組曲小芸小姐參加「臺灣 OCLC 管理成員館聯盟會議」。 

11.09 館長室林幸君 小姐參加「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中區系統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