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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會議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行政會議記錄  

時    間：93 年 1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 11 時 

地    點：館長室 

出席人員：呂宗麟館長、李玉綏編纂、楊綉美組長、王畹萍代組長、張秀

珍組長、黃文興組長、陳麗雲組長、王淑芳代組長、王鑫一、

吳淑雲、陳健忠 

主    席：呂宗麟         記錄：林幸君 

主席報告： 

1.本人已奉准於 2 月 1 日起離職離校。 

2.檢討過去二年四個月期間，大致朝第一次全館會議所談的目標努力，

唯部份同仁仍有主動、積極負責努力的空間，圖書館的好壞是需靠

組長與館長的努力。 

3.希望未來能完成：A.館藏發展計畫與核心館藏之建立，B.三年內實體

館藏與查詢系統完全符合，C.人力資源的重新思考與調整，D.執行分

組分區巡館嚴禁飲食、飲料、空箱進館，E.書標。 

4.對各組的期許 

A.採編組：辦公室空間調整，希望由採購進入採訪的流程。 

B.期刊組：完成西文期刊公開上網招標作業，與逢甲、靜宜建立合作

西文期刊聯合採購，以共同供應契約完成台灣地區合作採購期刊計

劃。 

C.流通組：務必要執行汰書、順架、上架查詢等工作。 

D.特藏組：完成空間調整，確立特藏方向，尚有 4 萬筆史子集部及大

陸期刊建檔。 

E.資訊組：完成圖書館內部網路規劃、主機伺服器 Diskram 不足。  

F.參考組：盡全力完成參考工具書上架更新，只有一個要求，要作出

成績出來。  

各組報告  

1.流通組 (見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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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考組 (見附件二 ) 

3.期刊組 (見附件三 ) 

4.特藏組 (見附件四 ) 

附件一  

流通組館務行政會議報告  

組長   陳麗雲  

1.盤點 

為解決系統館藏目錄資料與圖書實體不相符合的問題，館藏盤點方

式建議取經於台東大學，拉網路線直接用系統盤點。 

2.系統館藏目錄資料與圖書實體不相符合可能產生的影響 

A.讀者所借非其書、所還非其書，以致有相關之讀者欠書未還、館藏

流失的事件，影響嚴重。 

B.讀者抱怨找不到書。 

C.館員協尋書、補購書負荷日增。 

3.系統館藏目錄資料與圖書實體一致性永續妥當維護的條件 

A.館藏新增圖書驗收作業仔細完善。 

B.讀者偷書行為有效防範。 

C.鼓勵教師利用本館指定參考書功能；宣導讀者避免為一己之方便私

藏館藏圖書備用。 

D.加強圖書上架、整架、順架、調架、書標更新、書體維修、及研究

室書庫場地搜書人力與管理。 

4.九十二學年協尋書統計(截至 93 年 1 月 7 日 ) 

A.託尋件數，139 件 

B.尋獲圖書並通知讀者前來取書件數，39 件，佔託尋件數比率 28.1%。 

C.查無書(至少查 3 次 )後薦請採編組購買件數，93 件，佔託尋件數比

率 67.0%。 

D.查出館藏情況為已被外借件數，3 件。 

E.即時在新書區尋獲件數，4 件。 

5.館藏資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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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月 資料類型及單元 

圖書總冊數：681149 
期 刊 總 種

數：22976 

非書資料總

件數：49066 

書籍合計：581975 
期刊合訂本

合計：99174

92/12 

古籍

55559 

中日文

323814 

西文

202604

中日文

36047

西文

63127

紙本

6276

電子

16700

中日文

41168 

西文

7898 

 

附件二 

參考組館務行政會議報告 

組長  張秀珍 

91 學年度服務統計(91.08-92.07) 

服務項目 總數 備註 

參考諮詢(件) 1216  

光碟資料庫檢索 (人次) 17  

縮影資料借用(人次) 111  

視聽資料借用(人次) 10303  

視聽隨選系統(人次) 6004  

館際互借--借入(件) 1164  

館際互借--貸出(件) 843  

圖書館利用講解(團體) 

(場次/人次) 
11/179

課程 A：企管一、華語中心 

課程 B：宗教所、公共事務專班 

課程 C：國貿三、政研所 

電子書：國貿三、政研所 

 

附件三 

期刊組館務行政會議報告 

代組長  王畹萍 

一、本館「電子資料庫網頁」由謝心妤小姐負責編輯，版面全面更

新，將電子資料庫按語文別、學科別及資料類型排列，並簡介資

料庫內容、附上使用手冊及期刊清單，提供讀者更豐富、更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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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詢介面，新版網頁即將完工，預定寒假前正式公佈。 

二、「西元2004年西文期刊採購」12月4日在第一會議室開標，由採購

委員會審議，校長主持會議，該採購案採公開招標方式，10月1

日第一次上網公告，因無廠商投標宣告流標，第二次採限制性招

標方式，請Swets獨家來議價，以服務費率決標。 

三、代表館長出席「圖書館知識管理與服務策略推動委員會九十二

年度第四次會議」於92年12月8日上午九時假台灣大學圖書館大會

議室舉行。會議討論主題：1.台灣博碩士論文系統計劃書；2.期

刊合作採購計劃書；3.推舉下年度召集單位。會中邀請交通大學

圖書館柯皓仁博士簡報JAKE系統。關於期刊合作採購計劃書方

面，台大召集的工作小組已草擬一份「期刊採購共同供應契約招

標需求書」，凡是有意願參加該計劃之國內學術圖書館皆為適用

機關，擬定共同供應期刊採購作業各階段的預定時程，這項期刊

合作採購計劃對國內各大學圖書館而言，不啻為一大福音，不但

節省西文期刊的經費，省卻採購館員耗費大量時間精力辦理公開

招標。 

四、本館協助國家圖書館徵集本校教職員同仁著作授權遠距圖書服

務系統無償使用，國家圖書館特致贈感謝狀乙禎，申致謝忱。國

家圖書館於92年12月16日下午1時30分至5時假台北亞太會館會議

廳舉辦「92年度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暨文獻傳遞服務圖書

館座談會」，本館資訊組王淑芳及期刊組王畹萍兩位同仁代表參

加，會中由國家圖書館宋副館長建成頒獎─致贈感謝狀予協助徵

集著作授權書之圖書館（本館為19個受獎單位中徵集著作授權書

最多的單位） 

五、92 學年上學期本組舉辦之電子資料庫讀者教育訓練研習會，共

計 10 場，210 人參加，統計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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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年電子資料庫讀者教育訓練研習會統計表 

No. 講習課名稱 時間
出席

人數
講員 主要對象 備註 

1 台灣經濟新報 9/23 50 錢素英協理 企研一 蕭慧玲老師 

2 
Grolier Online etc. 

電子參考資源 
10/3 20 江憲助經理

圖 書 館 員

及學生 
 

3 
音樂類電子資源及

資訊檢索  
10/8 25 呂華恩 

王畹萍 

音研一 康美鳳老師 

4 SciFinder Scholar 10/21 32 蘇甯茱 化工研  

5 
SciFinder Scholar 

WOS – SCI 
Nature 

10/21 20 
蘇甯茱 

張仲琳 

環科研一

化學研一
 

6 
EBSCOHost 

中國期刊網 

中華民國論文索引 

10/30 18 
蔡佳展 

王畹萍 
社工研一  

7 COMPUSTAT 11/10 13 鄧國姬 管院師生  

8 Refworks 12/18 10 陳超然 館員  

9 Biosis Previews 12/26 7 梁銘心 環科研  

10 
JCR,SCI,Biosis 

Previews 
1/8 15 張仲琳 

理 學 院 師

生 
 

合

計 
 10 場 210人    

 

附件四 

特藏組館務行政會議報告 

組長  黃文興 

特藏組近年來館藏日豐，讀者利用大增，各系所迭有延長開放

之聲。又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七日的第二十一次行政會議上，「五十年

校史編纂委員會」也在會中提出設置經常性校史館的呼籲。特藏組

限於人力不足，無法滿足學校師生的需求。在此提請圖書館在進行

人力調整規劃時，能將此一需求，納入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