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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4.東海博碩士論文系統網域名稱，已建置

虛擬 domain name，尚在測試改區域名

稱使用是否正常。 

5.共助生數位學習部落格新增點參觀人

數統計。 

6.2010 年 CRSP 電子資料庫更新。 

7.追蹤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電腦統一採購

進度，目前已決標。 

8.協助 lexis.com 電子資料庫廠商設定校

外使用另請凌網科技檢查連線設定是

否正常。 

新增項目： 

1.協助期刊組處理網路排名資訊所需資

料及硬體資料上的支援。 

2.協助期刊組將於 4/22 日辦理支援雲端

視訊所需要的軟硬體資源。 

3.協助參考組更新資料檢索區方正電子

書閱讀器。 

4.協助採編組修改靜宜大學圖書館提供

之複本查核程式於本館圖書自動化系

統上使用。 

5.協助參考組採購一台個人電腦。 

 

圖書館 5 月 18 日工作報告 

館長室 

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100 年 4 月份編目量統計 
中文圖書 1773 冊，中文非書 140 件；西

文圖書 753 冊，西文非書 30 件。 

校方同意補助美國陳曉薔女

士西文贈書之裝箱運費 

美國陳曉薔女士擬捐贈本校西文書二、

三千冊，校方同意補助裝箱運費 156645

元，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100 年度年台灣學術電子書

聯盟聯合採購案，線上選書

平台測試。 

本校 100 年度年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聯

合採購案，採購流程尚在進行中；聯盟

選書作業平台測試至 5/6，將提供各聯盟

館線上選書。 

採編

組 

核對會計室提供之分類明細

帳（圖書部份）帳目。 

核對會計室提供之分類明細帳（圖書部

份）帳目（99.8.1-100.3.31 止）。 

期刊

組 參加「產學界的新夥伴關

係：聯盟採購、資源共享創

1.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館際聯盟

採購委員會於 4 月 22 日舉辦「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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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新服務雲端研討會」 界的新夥伴關係：聯盟採購、資源共

享創新服務雲端研討會」，邀請圖書

館及資訊業界共同分享經驗，討論圖

書館服務的未來發展。 

2.本次研討會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館際聯盟採購委員會主辦，執行

單位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及

東吳大學圖書館；並與中國文化大學

圖書館、國立臺北大學圖書館、國立

臺北科技大學圖書館、亞東技術學院

圖書館、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EBSCO）、智泉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長智文化）、育學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協辦。 

3.研討會採雲端視訊會議方式，參加者

需於會前於各館連線登入。 

4.因網路頻寬有限（限 80 台電腦連線）

，可多人參與 1 台電腦，參加者務必

於收到確認訊息後，於 4 月 15 日前安

裝相關軟體。本館共 8 位館員參加，

連線狀況還算穩定。 

東海大學機構典藏建置現況

1. 截至 5 月 9 止共建置 3491 筆資料，

造訪人次 56027。 

2. 蒐集校內各學院學報、各系所學刊
資料，請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中心

協助轉出本校學報、系刊書目檔案

及全文影像檔。 

3. 蒐集本校教師國科會研究計畫及研
究報告檔案資料。 

中西文參考書報廢註銷 156

冊 

此次報廢註銷的參考書內容過時且不堪

使用，共計 156 冊，並會將已報廢處理

的參考書開放本校師生索取。 

參考

組 

100 年 4 月份服務統計 

資料庫檢索區：1704 人次 

參考服務：376 件 

全國館際合作： 

 複印：向外申請 54 件，外來申請 33 件

(912 頁) 

 借書：向外申請 120 件，外來申請 165

件 

 本校新申請帳號：43 人 

暢銷書區：11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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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歡迎參加「e 龍舟賽，Wiley 

Online Library 線上有獎徵

答」 

徵答活動時間：2011 年 5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  

賽龍舟的傳統歷史久遠，是一種互動性

很強的體育運動而深受人們的喜愛。大

江之上，百舸爭流，鼓手、舵手和划手

協力奮進，突破極限，以最快的速度抵

達終點。這與 Wiley Online Library 所致

力的“啓動探索、挑戰極限、協調合作＂

目標非常契合。時值端午佳節即將來臨

之際，誠邀您參加 e 龍舟賽與我們一同

感受綫上乘風破浪的新體驗!並有機會

獲得最新時尚的 iPad 和其他精美獎品！ 

代還圖書 

4 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908 冊，總圖代還

分館計 350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558 冊。

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136 冊、歷史系 154

冊、哲學系 54 冊、法律系 44 冊、政治

系 48 冊、教研所 26 冊、美術系 20 冊、

建築系 32 冊⋯。另分館代還總圖計 514

冊。 

4 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49,566，開館日 26，日平均 1,906，

人次最多 4/18 計 4,000，平日與假日用館

比為 79%（39,300）與 21%（10,266）。

外賓計 1,702 人次，日平均 66。 

4 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7,747，借書冊數 24,837，以開

館 26 日計則日借書 298 人次、956 冊，

即為每 1 人次平均借 3 冊圖書。借書人

次最多為 4/7 日 406 人次借閱 1,144 冊圖

書，還書人次最多為 4/7 日 788 人次共

還 2,310 冊圖書。 

5 月份研究室使用概況 

5 月份研究室使用於 4 月 30 日展開登

記，本月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15、歷研 2、

其他研究所計 3，共計 20 位研究生。 

流通

組 

線裝書簡明目錄出版 

2011年 5 月 10日出版由流通組謝鶯興與

校友陳惠美(僑光科大應用華語文系副

教授)、孫秀君(弘光科大通識學院副教

授)合編之「東海大學圖書館藏李田意先

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附書影、索引」，

ISBN 978-957-9104-92-0。分贈國家圖書

館、中研院傅斯年圖書館與文哲學圖書

館，台大、政大、台北大學、中興、逢

甲、靜宜、彰師大、曁南、東吳、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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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等大學圖書館典藏。 

全組業務 

1.持續共助生培訓及相關業務。 

2.持續協助機構典藏轉檔。 

3.持續進行英文網頁內容翻譯－ 

已完成「館際合作線上服務」、「服務

項目」、「分館常問問題」、與他校圖書

互借辦法（共六校）、「私立綜合大學

寒暑假圖書互借」、「中部大學圖書館

聯盟圖書借閱辦法」及「東海大學圖

書館電子教學室使用規則」。 

4.持續中文網頁資料更新作業，已完成

「館際合作線上服務」、「常問問題」

及「服務項目」，正進行首頁版面調

整，刪除重覆連結，期以更簡易清楚

的方式提供讀者服務。 

5.準備進行教卓補助專案之相關作業，

3/10 獲經費核准案為『圖書總館數位

閱讀區』及『管院分館－大門入口處

觸控式電子看板』二項，目前等待教

育部回函後，即可進行。 

6.『2011 大學影展』各項活動已從 4/18

開始進行，同學們的參與非常踴躍，

以部落格閱文次數 (含各影片)至今已

約有 1400 次；5/5 第一次講座－『「酷

馬」導演談「酷馬」』有 105 位同學參

與。 

管院分館 

1.進行『2011 大學影展』活動推廣作業。 

2.四月份使用統計： 

借還人次：2,686 人 

借還冊次：5,596 冊 

進館人次：13,453 人 

櫃台諮詢：138 件 

分館辦理代還總館書 514 件, 總館代

還分館書 350 件。 

教師書刊薦購音樂系 6 冊與會計系 14

冊共 20 冊。 

書目核對新增音樂系 49 筆。 

『一書一天地』，推薦分館圖書 8 本。 

數 位

資 訊

組 

VOD 隨選視訊系統 
四月份點播統計：2,317 播次; 64 連線

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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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電子教學室 

1.持續培訓共助生及陪班 

2.進行『2011 大學影展』活動推廣作業。 

3.四月份使用及服務統計：  

借還人次：248 人 

借還冊次：379 件 

室內借還人次：126 人 

室內借還冊次：11 件 

櫃台諮詢：58 次 

新進資料 :：26 件  

單機新片選播人次：202 播次 

4.『DIVA-東海大學圖書館數位資源部落

格』截稿日(5/10)前建檔及回溯文章總

數：2215 篇 (新增 772 筆)，目前新版

部落格尚無總點閱人次計算功能，無

法提供總點閱人次。 

資訊業務 

已完成項目： 

1.協助期刊組處理網路排名資訊所需資

料及硬體資料上的支援。 

2.協助期刊組將於 4/22 日辦理支援雲端

視訊所需要的軟硬體資源。 

3.協助參考組更新資料檢索區方正電子

書閱讀器。 

4.協助採編組修改靜宜大學圖書館提供

之複本查核程式於本館圖書自動化

系統上使用。 

5.2010 年 CRSP 電子資料庫及版本已更

新。 

6.協助歷史系安裝圖書自動化系統使用

端。 

7.2011 年 4 月份圖書自動化系統各項統

計表製作。 

8.2011 年 4 月份新書通報檔案製作。 

9.本館首頁區塊資料部分修改。 

10.流通組館訊資料庫網站建置完成。 

11.流通組及本組管院分館需要共 3 支雷

射掃描器已採購完成交付使用。 

12.協助採編組修改 WEBPAC 查詢物件

名稱。 

13.TEJ 資料庫閱讀器版本更新。 

14.協助期刊組燒錄 CMoney 資料庫光碟

燒錄備份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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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15.機構典藏系統無法整批上傳協助處理。 

未完成項目： 

1.總務業務財產移交處理已完成部分移

交。 

2.東海博碩士論文系統網域名稱，已建

置虛擬 domain name，尚在測試改區域

名稱使用是否正常。 

3.共助生數位學習部落格新增點參觀人

數統計。 

4.99 學年度第二學期電腦統一採購已決

標。 

5.協助 lexis.com 電子資料庫校外使用，

期刊組已請凌網科技檢查連線設定

是否正常。 

6.協助參考組請廠商估價一台個人電腦

及隨身碟。 

新增項目： 

1.協助博雅書院安裝圖書自動化系統使

用端程式。 

2.研究生反映 2F 研究小間無線網路訊號

僅有一格經常斷線，已經廠商估價新

增一無線基地台。 

3.電腦機房不斷電系統維修。 

4.本館首頁修改。 

 

圖書館 5 月 24 日工作報告 

館長室 

※參考組 

一、4/29 舉辦創新服務分享研討會 

會中由國立臺中圖書館、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圖書館和國立中興大學

圖書館分享其創新服務的經驗與成果，與會者近六十人。 

活動對象：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中部會員館 

地點：圖書館良鑑廳 

二、舉辦「電子資料庫 start!」圖書館利用講習 

檢索各學科領域重要資料庫，可成功的跨出寫報告的第一步，我們

介紹數種資料庫，共計有以下三個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