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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101 學年度第 193 次校務會議圖書館工作報告 

館長室提供 

 採編組 

一、本校繼續加入「101 年度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共購共享計畫，至九

月底已完成 Palgrave、McGraw-Hill、SpringerLink、LWW、ANA、Karger、

Informa Healthcare、Elsevier 等西文電子書五批和 L&B 中文電子書一

批，目前已可提供全校師生線上查詢利用。 

二、101 年九月初彙整各系師生線上推薦圖書清單函送各系圖書委員審核

後，送館處理後續採購事宜。 

三、101 年 7 月本校購買 udn 中文繁體電子書 166 筆，出版社另外贈送 311

筆電子書及期刊資料，供全校師生連線利用。 

四、100 年八月至 101 年七月圖書館書刊經費採購已到館圖書(含非書)共計

7008 筆。 

五、101 年五月至九月完成編目建檔(含院系回溯)計有中日文圖書 8557 冊、

中文非書 659 件、西文圖書 2867 冊、西文非書資料 85 件。 

六、院系圖書 101 年五月至九月送總館列產完成登錄驗收共計中文 3248 種 

3264 冊；西文圖書 1357 種 1363 冊；非書 150 種 150 件。 

七、101 年五月至九月上傳本館館藏書目至全國圖書資訊網(NBINET)中 文

801 筆，與國內各館共享書目資源。 

八、圖書館與校園敦煌書局合作，於 101 年 9 月 17 日起推出<好書得來速>

計畫，歡迎全校師生共同參與選書，推薦原則及辦法如下： 

1. 將 校 園 書 局 ( 敦 煌 ) 裡 看 到 的 好 書 連 同 推 薦 單 放 至 「 好 書 得        

來速 」架上，推 薦單敬請填 具書名、學 號、系所單 位、推薦者 、推

薦日期等資料。 

2.查無複本且經費無虞即採購入館；推薦圖書請以新版工具書、學科

專書、一般優質圖書為原則。 

3.新書上架時即以 Email 發送到館通知。 

九、101 年 9 月電子書合作社推出華藝中文電子書聯盟共建共享方案，本

校目前已完成委託採購合約書用印申請及選書作業。 

十、101 年 9 月學校教師贈書處理兩批 

1. 101 年 9 月 19 日法律系高得潤老師將一批法律相關中日文書籍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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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總館，並取得高老師同意本館可全權處理贈書後續事宜，再分兩

次將書運送回館。 

2.101 年 9 月 27 日下午社會系孫清山老師捐贈中西文圖書一批給總圖，

並取得高老師同意本館可全權處理贈書後續事宜，再分三次運送回

館。 

十一、本校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工消防演練，於 101 年 9 月 27 日(星期

四)上午 8 時至 12 時在圖書館舉辦，本館自衛消防編組配合消防演練需

求，擔任避難引導、疏散逃生(含讀者)及現場實地演練。 

 參考組 

一、十月份 EBSCOhost 資料庫線上教育訓練 

10 月 11 日(四) [新鮮人學堂] 使用電子書就是這麼簡單：eBooks @ 

EBSCOhost 

10 月 23 日(二) [新鮮人學堂] 如何在 iPad 上直接下載 EBSCOhost 電

子書 

10 月 24 日(三) [新鮮人學堂] 行動檢索：EBSCOhost Mobile 2.0 與 

App 

10 月 29 日(一) [新鮮人學堂] 如何使用 EBSCOhost 平台，請於課

程開始前 12 小時完成註冊(報名)，逾時恕不受理。 

教育訓練網址：https://ebsco-chinese.webex.com/ 

二、Endnote 線上教育訓練～歡迎報名 

9/14(五)12:30-13:30 Endnote for MAC 

9/18(二)12:30-13:30 Endnote for Windows─以醫學資源為例 

9/19(三)19:00-20:00 Endnote for Windows 

以上課程由代理商碩睿公司提供，每場次以 23 人為限。 

10 月至明年 1 月場次請見下列網址。活動報名網址：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2training.htm 

三、HyRead ebook 借書雙週送 New iPad(10/1-11/25) 

活動 1：借書送 New iPad 

活動 2：借書送禮券 

活動 3：我愛甦活有聲書 

活動 4：慶祝北市圖館慶博覽會 HyRead ebook 電子書體驗 

主辦單位：凌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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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http://ebook.hyread.com.tw/lib2012-09/ 

四、Discovering Research. Connecting Research 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由 Wiley Online Library 在亞太地區所舉辦的活動，活動期間從

2012/9/18 日至 11/18。 

這項線上研究探索之旅將帶領您，發掘在生命科學、健康科學、物

理學與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等領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與熱門話

題。當您進行探索之後，Wiley Online Library 能夠讓您透過警示提

醒與社群共享的工具與同儕間保持連繫，並且獲得最新研究成果。 

這份八個題目的線上有獎徵答，只須花費不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即可

完成。正確回答所有問題的參賽者，即可以自動進入抽獎活動，並

適用參賽得獎條款之規定。 

獎項： 

大獎：iPad2 

探索獎：iPod Shuffle 2G 

研究獎：iPod Nano 8G 

神秘獎：這是一項驚喜！ 

活動網址： 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813052.html 

五、歡迎參加華藝中文電子書 灰熊愛分享 尋找超級分享星 活動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 2012/12/31 

活動辦法：至 Facebook 華藝中文電子書粉絲團完成三步驟，你或妳

就是我們要找的每月＆每季超級分享星 還有還有 超級分享創作

星！詳細內容請參見活動網址：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204/index.html 

六、綠色悅聽永續書展 

時間：2012/10/21(日)  9:00 至 15:30 

地點：人文大樓歷史系圖外廣場 

展示與永續發展主題相關之圖書與視聽資料，歡迎大家一起來關心

我們永續的未來。 

七、2012/9/15 起，試行「快速文獻複印」服務 

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校內師生，自民國 101 年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向中區 13 所夥伴學校圖書館提出文獻複印申請，可享有每

頁 2 元，並於兩個工作天之內取件的互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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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提出申請，活動日期以「申請

日期」為準，複印的資料類型包括期刊、圖書、會議論文、論文、

研究報告。 

＊中興大學參與本活動期間僅限於 101 年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活動期間內，各校每月對中興大學圖書館的申請件以 15 件為限。 

活動網址：http://unicat.cttlrc.fcu.edu.tw/unicat/active_20120915.htm 

八、圖書館總館 2 樓暢銷書區新書到，與愛書人共享 

此次展出的新書包括杜書伍的《將將》、幾米的《擁抱》、金蘭都的

《疼痛，才叫青春》……共 79 本，歡迎愛書人到圖書館總館 2 樓暢

銷書區尋寶。書單請至本館一書一天地閱讀部落格的資料夾內下載。 

九、Facebook 主題 e 書展 每月接力讚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歷年來共採購 7 萬冊以上中西文電子

書，自 2012 年 6 月起至 12 月，每月舉辦不同主題領域的線上 e 書

展，歡迎逗陣來看電子書！ 

歡迎至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粉絲專頁按讚，成為聯盟粉絲

參加每月活動哦！ 

活動網址：http://www.facebook.com/TAEBDC 

十、圖書館已註銷中西文參考書共 225 冊，並已開放索取 

2012/5/21(一)-2012/6/7(四)置於圖書館總館 2F 參考組開放索取，註

銷書單請見本館首頁最新消息。 

十一、101 年 5-9 月份服務統計 

資料庫檢索區：6183 人次，參考服務：1532 件 

暢銷書區：446 人次，圖書館利用講習：14 場 18.5 小時 303 人次 

全國館際合作： 

  複印：向外申請 348 件，外來申請 257 件 

        影印頁數 4420 頁 

  借書：向外申請 317 件，外來申請 370 件 

  本校新申請帳號：93 人 

 期刊組 

一、東海大學機構典藏建置現況 

(一) 新增 97~99 學年教師專書 1527 筆。新增「多元文化交流」、「東海

哲學研究集刊」、「東海管理評論」、「當代社會工作學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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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學法學研究」等系上學刊。 

(二) 至 10 月 8 日止共建置 16,802 筆資料，造訪人次：378,731。 

(三) 2012 年 7 月最新公布之「世界大學機構典藏類系統排名」(Ranking Web 

of World Repositories)東海全球排名：529；網頁規模：601；能見度：

1086；學術檔案：319；學術論文：167。 

二、圖書館新增資料庫 

(一)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 

1. 訂期：101/6/1~102/5/31 

2. 不限人次版 

3.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係由 Thomson Reuters 製作發行，本軟體可快

速匯入參考書目，並轉為所需格式，輕鬆建立報告、學術論文所需

註釋及參考書目。 

(二)JCR on the Web (2011 年) 

(三)EICP 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 2012 年版 

(四)「原版報紙資料庫公播版」 

1.收錄有聯合報、經濟日報、聯合晚報及 Upaper 四種報種近一年之全

版報紙圖像資料。 

2.適合機台規格：23 吋以上觸控銀幕 Full HD 解析度 1920x1080。 

3.請在圖書館一樓前面西文參考書區使用觸控螢幕閱報。 

三、「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雲端網頁管理及運用推廣教育訓練—

中部 

1.教育訓練訂於 5 月 15 日下午 14:00~16:00 假東海大學圖書館地下室

資訊素養室舉辦。 

2.由國圖王宏德先生及飛資得公司吳信賢先生主講。 

3.中部地區同道共有 27 位參加。 

四、本校近3學年度碩博士論文資料統計 

(一) 97 學年度—書目資料 773 筆，公開全文 351 筆，公開比例 45.41%。 

(二) 98 學年度—書目資料 751 筆，公開全文 412 筆，公開比例 54.86%。 

(三) 99 學年度—書目資料 733 筆，公開全文 594 筆，公開比例 81.04%。 

(四)100 學年度—書目資料 737 筆，公開全文 702 筆，公開比例 95.25%。 

五、評估「華藝電子學位論文服務」 

華藝邀請本校加入「電子學位論文服務」評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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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目前東海的學位論文是上傳到國家圖書館的博碩士論文系統，國圖

利用雲端服務的概念，分享系統檔案給合作的學校，自行完整地典

藏自校學位論文，擁有東海專屬的博碩士論文查詢網頁。學校不需

花費人力、時間、金錢購買及維護系統。 

8. 國圖協助東海轉出歷年的學位論文檔案，建置在本校機構典藏系統

中。 

9. 國圖的博碩士論文系統收藏全國各大專校院之博碩士論文並提供免

費使用。 

10. 參加華藝電子學位論文服務，研究生須將論文電子檔再上傳一次至

華藝系統，造成研究生的負擔。 

11. 研究生授權給華藝的論文，若被其他學校下載，可以獲得權利金，

但畢竟金額有限，相對學校卻要付出一些行政成本。 

12. 若東海要使用「華藝電子學位論文服務」中其他學校的論文，依然

需付年訂費才能使用。 

13. 綜合以上說明，建議不參加「華藝電子學位論文服務」。 

六、教育部 101 年度「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提供「空中英語教

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免費使用 

(一)連線網址: http://tccs9.webenglish.tv/。 

(二)使用期間&訂購內容 

1)永久使用(買斷自 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2 年 5 月 31 日之資料) 

2)空中英語教室每日學習頻道 

3)同時上線人數 20 人 

4)資料內容提供 Embargo 兩個月 

5)將在圖書館首頁設立圖示便於快速連結。 

七、2013 年期刊採購作業 

8 月整理各系所 2013 年訂購中西文期刊清單，提供各系所 2011 年~2012

年上半年電子期刊使用統計，作為期刊停訂或續訂的參考。 

八、參加「數位物件識別碼(DOI)之內涵與應用研討會」 

(一) 101 年 9 月 20 日(星期四)在中興大學圖書館 7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 

(二) 為探討 ISO 國際標準─數位物件識別碼(DOI)系統之特性與內涵，讓

臺灣所創造的知識資源得以傳播至全球，提升臺灣學術能見度，特

舉辦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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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邀請國立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項潔教授、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張慧銖教授、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陳光華教授、飛

資得企業集團溫達茂知識長、華藝數位顏怡庭經理，一同探討 DOI

之理論內涵及實務應用‧ 

九、CONCERT 2012 年下半年教育訓練 

CONCERT 為加強對「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成員

服務，訂於 2012 年 8 月 27 日至 30 日期間分別於北、中、南、東四區舉辦

「CONCERT 2012 年下半年教育訓練」，8 月 28 日在東海大學圖書館資訊

素養教室舉行，議程有 Grolier Online、Oxford Reference Online、JSTOR、

EBSCOHost 等資料庫介紹，中部地區同道共有 12 人參加。  

 流通組 

一、引進高科技技術協助辦理業務：入館門禁讀卡系統建置與裝置自動借

還書機。機器取代傳統人工，除可提昇工作效率精簡組織人力外，更

有助於讀者資訊素養培育。預計102年2月增購1部自助借書機。 

二、代借書系統：節省讀者時間，增加圖書使用率與流通率，及提昇整體

服務質，預計101年10月上線。 

三、協尋書系統：節省讀者時間增加圖書使用率與流通率，以及提昇整體

服務質，預計101年10月上線。 

四、館際合作：未來並將持續與具館藏特色之圖書館合作，藉由合作可達

各館資源互補、互惠、共享。 

 數位資訊組 

1. AREMOS 電子資料庫更新 8-9 月份資料。 

2. 機構典藏系統伺服器擴充計劃，硬碟擴充 300GB，記憶體擴充 4GB，

提供未來 4 年儲存更多論文及需典藏等資料。 

3. 協助流通組將 19-21 屆畢業紀念冊電子書掛載於伺服器供讀者點閱

使用。 

4. 協助勞教處製作梁碧峯老師著作共 4 本電子書，因勞教處無伺服器

空間可存放，因此掛載於本館電子書伺服器，可供讀者點閱使用。 

5. 協助流通組將 22-24 屆畢業紀念冊電子書掛載於伺服器供讀者點閱

使用。 

6. 圖書館館訊第 131、132 期網頁製作完成。 

7. 101 年 8、9 月份圖書自動化系統各項統計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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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1 年 8、9 月份新書通報作業已完成，供所有讀者在網頁上查詢。 

9. 協助期刊組採購的聯合知識庫--原版報紙公播版設定於本館觸控式

電腦，提供讀者可在該區看電子報紙。 

10. 協助流通組建置 101 學年度新生資訊檔於圖書自動化系統。 

11. 管院分館各項統計(101 年 8 月-9 月) 

(1)用館人次統計： 

項目 總人次 開館日 日平均 外賓 外賓日平均 

101 年 8 月 2,960 21 140 293 13 

101 年 9 月 9,421 25 376 291 11 

(2)櫃檯作業統計： 

年份/月份 

項   目 101/08 101/09 

開館日 天 21 25 

借還書人次 合計人次 262 1,516 

借還書冊數 合計冊數 632 3,482 

櫃台服務 件 82 168 

代還服務(代還總館) 總館(冊) 137 485 

(3)分館館藏統計（至 2012/9/30 止） 

資料類型 中文／冊 西文／冊 合計 

圖書 26,444 14,910 41,354 

參考書 234 144 378 

樂譜 597 3,759 4,356 

大陸出版品 701 * 701 

大陸出版品(參考書) 55 * 55 

總計 28,031 18,813 46,844 

12. 電子教學室服務時間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改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 

13. 協助流通組複製民國 48 年東海大學簡介中英文版光碟各 3 份及轉檔

上傳中文版至本校及圖書館 VOD 系統。 

14. 協調通知總務處校正調整本館自修閱覽室分區管制燈具開關，符 合

開關燈順序與分區圖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