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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六十一年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3 月 7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開放時間與人事皆有更動。 

按：圖書館開放時間更動的訊息如下： 

圖書館期刊室開放時間更改為：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至下午

五時，星期六上午八時至十二時。又星期日圖書館開放時間提早於

下午二時開放至晚間十時半。該館新館落成後曾於寒假中重新佈置。 

人事方面 

聘朱安安先生為圖書館辦事員。 

3 月 21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以「圖書館在大學教育的功能」為題，舉

辦徵文比賽，結果揭曉。 

按：徵文比賽的名次如下： 

第一名陳大維(工工四)及李森隆(中二)，各獲贈禮券三百元。

第二名鄭建新(化工一)，獲贈禮券二百元。 

4 月 7 日，郭代館長函覆唐守謙代理校長有關購置《東方雜誌》全套，因

圖書經費限制暫時無法增購。 

按：臺灣商務印書館阮毅成先生函請查良鑑董事長訂購《東方雜誌》

重印本全套，查董事長轉交唐代理校長，郭代館長專函告知如下： 

Dr. S. C. Tang, Acting President 

Dear Dr. Tang：  

With respect to question of EAST WIND, which is being republished 

by a company here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comment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attached hereto, the deadline for ordering 

at the prepublication price is the end of February, 1972. Since the 

publishers are still trying to get orders, it appears that not many people 

are ordering this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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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publication price is listed as NT$50000, or US$1250. This 

is  a  very high pr ice even if  there  is  a  lo t  of  mater ial  involved.  I  

understand there will be 175 volumes. This comes to over NT$285. a 

volume. Of course I do not know what method they plan to use; but 

even if they plan to reset all the type, this seems pretty expensive. 

So far as this year ’s book budget is concerned, except for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every department has spent all or 

nearly all of its budget for the current year. So far as I can tell now, 

there is less than US$2000. worth of new reference material  to be 

up-to-date. We allocated US$3400 for abstracts this year to come from 

the book reserve fund. The total for these periodicals came to over 

US$4200. If  we must call  on this money for these periodicals for 

another year, we shall have almost nothing left in this reserve fund. 

Chen Yu-chung has told me that he must pay money from this fu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for books which were ordered some time ago but 

have been delayed in arriving. Consequently, at no time could this fund 

get very low. 

So, I do not see how we are justified in ordering this material at 

this time. If we were to order for installment paying, the cost would 

go up to NT$64000. 

Mr.  Kao Hsin-fa has made a l ist  of the numbers (not volumes) 

which we do not now have of this periodical. I enclose the list here for 

your reference. As you will see (from the pencil figures I have inserted) 

we already have quite a few issues of this periodical.  To order the 

complete set  will  give us many duplicates.  Of course,  I  realize we 

could not get just  the issues we are missing.  But there is a lot we 

“ought to have” which we cannot ge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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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youes, 

Acting Librarian 

P.S. We now have roughtly one-third of the issues of this periodical. 

5 月 30 日，《簡訊》報導聯合董事會通過 1972 至 1973 年圖書及期刊補助

費共美金 12000 元。 

6 月 13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有關離校師生還書與在校師生借還書事項。 

按：「圖書館規定還書期限」記載的內容如下： 

1.畢業生借書應於 6 月 15 日以前陸續還清。 

2.其他各班同學 6 月 21 日起停止借書，6 月 26 日以前還清。 

3.教職員同仁在 6 月 25 日至 29 日之間，暫停借書還書。 

4.離職之教職員同仁請於 6 月 25 日以前還清借書。 

5.下學年升為四年級之同學，如因暑假研究需要，經其系主任

書面證明書，可准借書四冊，此項借書手續必須於 6 月 26、27 兩

日內辦理完畢，過期不再補辦，如需另借他書，則必須歸還前次所

借之書後始准再借，其手續必須本人親自辦理。 

7 月，胡家源先生於國立中央圖書館印行之《第一次全國圖館業務會議紀

要》撰寫<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一文。 

按：<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內容如下： 

本校於民國四十四年建校，圖書館亦於建校同時建立。 

一、組織 

本館在行政組織上直屬大學校長，館長由校長聘任，綜理館務。

館長下設有館長助理一人，協助館長，處理館務。另設第一、第二

兩組。第一組主管參考、閱覽工作；第二組主管採購、編目事宜。

此外，並設立圖書館委員會及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委員

由校長聘請各行政單位主管及各學院之院長、系主任擔任，以與館

長共同處理政策性之問題及購書經費分配事宜。《圖書館學報》委

員會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專家學者擔任，與館長共同策劃編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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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學報》出版事宜。 

本館組織編制系統如左： 

┌--圖書委員會 

├--圖書館學報委員會 

│   ┌--助理館長 

校長└--館長-└-------├--第一組-- ┌------流通股 

│(參考閱覽) ├-- 期刊股 

│     └-----參考股 

└--第二組--  ┌----古籍股 

(採編)    ├-----中文股 

└----西文股 

二、人員及經費 

本館現在職員十五人，其中圖書館系畢業者一人，圖書館專科

學校畢業者二人，受過圖書館專業訓練者四人。 

本館經費合併於學校經費。 

三、藏書 

本館現共有藏書 120976 冊，其中古籍 39429 冊(中有善本書

1414 冊，並曾與中央圖書館合編《善本圖書目錄》，現已出版)，

普通中文書 34598 冊，英文書 44233 冊，其他文字書籍 2716 冊。 

書籍以外，本館現在所藏期刊計中文 276 種，外文 302 種，共

578 種(其他陸續訂購及贈送，不定期之期刊，尚未包括在內)。 

本館藏書預計能達十八萬冊，目前藏書數量雖不太多，但均為

精選者，故尚能提供教學研究之用，而無不足之感。尤可感奮及一

提者，本館所珍藏之《西漢文類》刊於宋紹興十年，距今約八百三

十餘年，僅就板本而言，亦足珍貴。另所藏之古籍中，有關目錄、

金石方面的圖書館為數也不少。此外，完整的期刊，豐富的參考工

具書亦為本館藏書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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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編目與分類 

分類：中、日文書均採用劉國鈞分類法；古籍採用北平人文科

學研究所分類法；西文採用杜威十進分類法。 

編目：中、日文採用中央圖書館編目規則，著者號採用王雲五

四角號碼；西文書採用 A. L. A. Catalogaing Rules，並參考 Akers’ 

Simple Library Catologaing，著者號採用 Cutter’s Auther Table。 

五、閱覽 

本館創立之初即推行開架式制度，實行以來人人稱便；雖然遺

失書籍情事時有發生，但其比率只佔千分之三，並不嚴重，衡之教

育價值而言，實有繼續推行之必要，故本館毅然繼續採用開架制

度，校方亦大力技持。 

因採用開架制度之關係，每日借還書數量頗高。以上學年度而言，

一年借書量達六萬餘冊(以八個月計算，寒暑假除外)。為求全校師生

利用圖書館，本館儘量延長開放時間。本館開放時間如后： 

週一--週五   上午 8 時--晚間 10 時 30 分 

週六     上午 8 時--下午 4 時 

週日及例假日 下午 2 時晚間 10 時 30 分 

每周開放時間共計八十九小時 

本館為本身之需要，或為配合外界之要求，曾舉辦多次展覽，為

輔導地方文化事業，推廣圖書館活動，本館亦曾辦理圖書館員講習

班，代辦館員就業訓練，並曾將複本圖書贈送中部地區各級圖書館。 

六、出版書刊 

本館除定期刊行《圖書館學報》外(已刊行十一期)，另有《圖

書館學小叢書》之出版，現已出版者計有： 

1.學校圖書館  王振鵠著 

2.圖書館學術語  王征編 

3.兒童圖書館  皮哲燕譯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35 期  

 6

4.歷代名人年譜總目  王實先編 

5.檔案管理概述  張廷樑著 

9 月，萬樂圖先生接長圖書館(見《校史》)。 

按：《校刊》(61.09.30 第 2 版)「新任圖書館館長，萬樂圖接任視事」

云： 

本校新任圖書館館長萬樂圖先生(Mr. Walter Gary)已於上月

間偕其韓籍夫人來校。萬樂圖館長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館

學碩士，並修韓國歷史，精通中韓兩國語文。萬樂圖館長於 1967

年曾擔任韓國延禧大學圖書館長，旋並曾任韓國國防部圖書館及美

國第八軍圖書館館長多年，對圖書管理業務，卓著經驗。 

萬樂圖館長對記者表示，彼因來校未久一切尚待學習，惟對本

校圖書館在短短十餘年內，能有如此規模，深表贊佩。嗣後當本其

所學竭盡棉力，逐步予以擴充。尤其在參考室及閱覽方面，將力求

充實及使學生在閱讀時，更較方便。 

萬樂圖館長現有男女公子三人，均隨同來校。 

本年度，萬館長接任圖書委員會委員，胡家源先生任委員兼秘書(《簡訊》

61.09.30 第 3 版)。 

10 月 3 日，萬館長發出關於圖書館新措施的公告，籲請全校師生提出意見

或反應(硃筆題《館務通訊》)。 

按：公告內容如下： 

東海大學圖書館      六十一年十月三日 

各位教授：在這裡我們首先要向你們報告有關圖書館的進

展。一切活動都是對於學校教授及學生們的學習更方便一些。因

此我們極欲知道各位的意見與反應。 

首先，我們向各位通知的是，圖書館側門已有「此門不通」

的告示，且已鎖上，這樣為了各位在館內更能自由的參閱書籍，

而不受外界影響。自今年度起，東海圖書館的新措施是依照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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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標準，在各位離館前自動將所帶離的書籍讓在門口的工讀

同學檢示，而不要為難他們，在此特望諸位合作。 

其次，我們希望各位知道本館非常幸運的請到了一位剛自加

拿大回國參加本館工作行列的王麗玉小姐，在參考工作方面她是

內行，自暑假起我們參考室改觀了，不但有了解決疑難的專門人

才，同時我們也擁有一間供人觀瞻的博物室。 

在參考室裏我們增加了一架 Zerox720 的複印，便於各位教

職員及學生們對於書頁遺失與缺補望各位善加利用，每張需費三

元，用於該機器之保養與紙張費用。 

在借書上我們也略有變更，為不使借書之超額與過期(卅

日)，我們會用書面通知。每次教授每人可借書 40 本，講師每

人 30 本，教職員每人可借 15 本，如這辦法實行有效，在下學期

教職員們借書數量上將不受限制。 

其次，在館長室對面新置了一個教員研究室，裏面是些禁

書，如教員須要使用該室，請到本館行政室(館長隔壁)索取鑰匙。 

最後，我們誠須諸位合作，若有任何問題，可投書本館進門

近樓梯左側瀏覽室的意見箱中，館長、圖書館委員及本館工作同

仁將儘量替各位解答。 

圖書館館長  萬樂圖 

10 月 4 日，校長謝明山先生於新生開訓典禮上提及東海大學推行通才教

育，每年以百分之十的鉅額經費，用之於圖書，讓莘莘學子得以善加

利用此一完備的圖書館(《校刊》61.11.02 第 1 版)。 

10 月 9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於二樓參考室新增全錄牌最新複印機一台，

並為全校師生服務，凡擬複印文件者，均可申請，每張酌收工本費新

台幣三元。 

10 月 14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人事異動訊息。 

按：此次異動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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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原期刊室股長高新發先生調教務處組員，協辦成績，其

遺缺由流動股長胡元鈞先生接任。胡先生遺缺由林儒行先生接替。

新聘王翔燕小姐負責圖書館出納台。 

10 月 24 日，《簡訊》報導附設於圖書館二樓閱覽室之芳威廉夫人紀念博

物館業已整理完畢，並正式開放。 

11 月 7 日，《簡訊》報導設於圖書館內之芳威廉夫人紀念博物館，現正由

文學院杜院長清點各項物品中。 

11 月 10 日，中國圖書館學會函告圖書館繼續舉辦第三屆圖書館週事。 

按：中國圖書館學會函(總發第 015 號)載： 

事由：函請繼續舉辦第三屆圖書館週，共襄盛舉由。 

一、謹為貫徹總統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號召，本會繼續舉

辦第三屆圖書館週。 

二、茲隨函附上「中華民國第三屆圖書館週實施綱要」兩份，

敬希惠予支持按照活動項目盡力籌辦。至標語、書簽，刻

正在設計印製中，日內另行寄贈(本屆統籌印贈不辦加印)。 

三、請查照辦理並盼將辦理成效見告為荷。 

「中華民國第三屆圖書館週實施綱要」內容如下： 

一、圖書館週目的 

1.倡導大眾讀書風氣 

2.發揮圖書館的功能 

二、圖書館週活動重點項目 

1.共同項目 

A.介紹圖書館的設施和資源 

B.撰寫專論刊登報章 

C.舉辦各種展覽 

D.洽製電視、廣播節目 

E.張貼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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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圖書館 

A.製作壁報、漫畫、標語 

B.放映電影 

C.舉辦讀者座談會 

D.發動捐書運動 

E.其他社教活動 

3.學校圖書館(包括設置圖書館學系之各校) 

A.舉辦徵文比賽，以「圖書館之利用」為題，由各校訂定

辦法分別舉辦之(大、中學) 

B.製作壁報(中學) 

C.舉辦講演比賽(中學) 

D.舉辦學術性講演，鼓勵學生多加利用圖書館之資源(大學) 

E.舉辦圖書展覽(大、中學) 

F.鼓勵學生參觀各圖書館之設施(大、中學) 

三、圖書館週時間：民國 61 年 12 月 1 日至 7 日 

四、主辦單位：中國圖書館學會 

五、參加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各省、市圖書館，各縣、市

圖書館，各鄉、鎮圖書館，各學校圖書館，各機關圖書館 

11 月 18 日，修正「全國基督會(基督教)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際互借簽約書草

案」。 

按：草案內容如下： 

本館等為發揚學術，增加圖書流通效能起見，特訂全國基督教

會(基督教)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際圖書互借合作辦法，合作試行以發

展圖書館事業，其互借合作辦法如下： 

第一條：全國各基督教會(基督教)大專院校圖書館，增進圖書

流通促進學術研究起見，特訂定本合作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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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辦法暫以私立東吳、東海、輔仁大學及中原理工學

院圖書館為限。 

第三條：凡參加本辦法之各校師生借閱圖書，而該校圖書館(簡

稱甲館)無此書時，除第四條所列者外，可由甲館代向藏

有該書之其他各館(簡稱乙館)轉借。 

第四條：雙方圖書館對於左列圖書資料，原則上不得申請借

閱，但得申請複印： 

1.國內出版物或本地已有翻印版之圖書。 

2.期刊雜誌。 

3.參考書。 

4.珍本、善本圖書以及手稿。 

5.版本特大不易包裝或易於破者(除非由甲館派員索借)。 

6.已有印本或微片可供借閱之學位論文打字底稿。 

第五條：館際借書以五十冊為限，由甲館定期以書信或派員至

乙館索借(時間另定之)，借期一月，期滿還清後再借。 

第六條：乙館借出圖書，如遇有需要無論已否到期，經通知甲

館後應即送還。 

第七條：甲館代讀者向乙館借書由甲館對乙館負責，凡還書及

賠書手續等概由甲館辦理之。 

第八條：圖書互借以借書單為之，借書單格式另訂之。 

第九條：讀者如污損或遺失所借圖書須由甲館負責於兩月內購

得原書賠償(國外圖書為四月)，如該書已絕版或無法購

得該書，須照原價三倍償還，如損毀或遺失全套之部分

應照全套價格賠償。 

第十條：本辦法經各館徵得各該校有關單位(硃筆改成「校方」)

同意後實施之，修訂時亦同。 

11 月 21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自 10 月 4 日上課開始至 11 月 1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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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40 天的閱覽統資料。 

按：該統計表的內容如下： 

圖書館閱覽統計(自 10 月 4 日上課開始至 11 月 13 日止共計

40 天) 

項     目 每天平均數 最多一天 最少一天 

進出圖書館總人數：

49805 人 

1245 人 2042 人(10 月

30 日) 

7 人(11 月 13

日) 

進出參考室總人

數:5114 人 

128 人 313 人(10 月

12 日) 

30 人(11 月 13

日) 

進出期刊室總人

數:7925 人 

198 人 378 人(11 月 7

日) 

13 人(11 月 13

日) 

出納檯借書總

數:12826 冊 

320 冊 1338 冊(10 月

4 日) 

45 冊(11 月 13

日) 

Xesox 複印總

數:4860 份 

121.5 份 209 份(10 月

24 日) 

2 份(10 月 10

日) 

參考詢問題總數:303

題 

7.5 題   

註：還書未計，估計約等借書數，因借必還 

11 月 25 日，《簡訊》報導萬館長及胡家源先生出席在台南成功大學召開之

全國大學院校圖書館館長會議。 

按：《校刊》(62.01.15 第 6 版)「大專院校圖書館長年會，萬樂圖館長

稱獲益良多」云： 

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長年會，於 61 年 11 月 25 日在臺南成

功大學召開，本校圖書館館長萬樂圖先生偕同該館胡主任家源前往

與會，萬樂圖館長於會畢返校後對本刊記者說，此項年會極具意

義，使彼對全國大專院校目前圖書館事務有進一步之瞭解，俾作為

本校圖書館今後業務之借鏡，深感獲益匪淺。攜回之資料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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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概況統計數字，經本校圖書館同仁予以整理後，

列表刊登於後(參見 62.01.15 條)。據萬館長表示，其中統計數字，

或非完全正確，惟亦可供讀者明瞭目前各院校之圖書館一般情況云。 

11 月 28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配合 12 月 1 日至 7 日的圖書館週活動，

舉辦論文比賽。 

按：此次論文比賽公告及辦法如下： 

圖書館定自 12 月 1 日至 7 日為圖書館週，特舉辦論文比賽辦

法如後： 

論文題目：假如我是圖書館長 

字數：最低不得少於一千字，中英文均可 

截止日期：12 月 5 日 

揭曉：成績評定後於 12 月 11 日揭曉 

獎品：錄取前三名，分致獎金：第一名新台幣五百元，第二名

新台幣三百元，第三名新台幣二百元。 

文中如有寶貴意見，而可行者，當由該館採納實施。 

歡迎同仁及同學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12 月 1 日，《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通訊》第二號出刊。 

按：《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通訊》原為英文稿，亦有中文譯稿，中文譯

稿內容如下： 

在本館上期《館務通訊中》，我們曾強調館內工作幾點新措施，

本期報告中，我們將奉陳下列事項，使大家對圖書館近況有一瞭

解。 

我們得感謝謝校長的題字，這項題字懸掛在圖書館進門處，這

不但增加美觀，同時也使大家知道圖書館的所在地點。 

十一月份的前兩週，我們曾為一年級新生舉辦一項「圖書館簡

略介紹」課程在外文系主任謝培德教授及系內諸位先生協助之下

得以順利完成，此項課程舉辦的目的在使新生認識館內諸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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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圖書館服務工作有一初步瞭解，此後當他們有問題時，就知

道找什麼人幫忙，雖然這項工作增加了本館同仁的負擔，但我們

卻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是非常重要，即使是超過了本身工作負

擔，我們也樂於效勞。 

有些教員先生及同學們曾要求本館也為他們舉辦一次，為了滿

足他們的好奇心，我們很樂意接受這項要求，茲排定日程於下：

12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10 分，12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12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10 分。願意參加者屆時請到

圖書館館長室接洽。 

此外，我們也願意為任何一班級或單位作相同的簡報，只要是

圖書館所能做到的，我們都願意為任何一個學生、社團服務，如

果你們興趣是游泳、集郵、攝影或是觀察飛鳥，我們可以提供一

些這方面的資料。任何特別班級或學生社團如有此項需要時，請

與館長直接聯絡洽辦。 

我們希望大家藉參加圖書館舉辦的論文比賽的機會寫出你們

的意見，因為能提供意見比起參加競賽是有意義得多，如果你們

所提供的意見很寶貴，我們一定採納，並予以實施。實際上大家

本身的利益與圖書館的工作推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請多多的發

表高見。 

從學生休息室意見箱內，我們收到下列諸項建議： 

外二讀書會建議：「參考室內可否備置製版用的影印設備以便

利同學影印資料時省得到總務處來回奔跑。」 

圖書館館長答覆如下：「外二讀書會的同學們：你們也許知道

全錄(Zerox)複印機每影印一份資料費用三元，如果要印很多份的

話，最好先行製版，然後再複印，製版複印與照像影印一樣的清

晰，但費用要省得多。當然我們也要考慮試行你們的建議，但是

照像製版的技術有點複雜，而且費用也貴一點，經過若干損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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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停止這樣做了。但總務處王敦儀先生對這方面技術很在行，

有關照像複印整個程序完全由他一手包辦。只要給他原稿，他會

替你照像複印，要多少印多少(這份《通訊》就是照這個辦法複印

的)，照這個辦法做的好處就是在技術上有任何的差錯而印壞了，

不要你們一分錢。」 

工工系四年級陳潭同學建議：「館長先生：學生休息室之設甚

好，美中不足乃室中兩張書桌有破壞情調之感，盼能移走，並盼

利用此室作展覽之用，似如前幾天的攝影展覽，又此室內可否供

應些茶水(咖啡)？」 

館長回覆如下「陳同學，俗語說：『得寸進尺』、『得隴望蜀』，

不是我潑冷水，在圖書館內設茶水供應站，或咖啡室嗎？難呢！

當然這個想法很好，但是在館內那裡可以找到這麼一間合適的空

房呢？如果非要不可，我們只有將學生休息室移作此用了！你是

知道的，本校現有 1600 多學生，平均每天進出圖書館的約有二千

人次，下學年學生增至二千人，那麼按比例，平均每天進出圖書

館人數將達二千五百人次，我們正在擔憂圖書館將會越來越擠了

呢！雖然如此，但我們並不放棄，努力去尋找一間合適的房間改

作咖啡室之用，使學生有一個休、輕鬆的處所，這樣讀起書來，

才會有好的成績，對不對？我認為這是一項有價值的投資，值得

一試！但必須稍待時日。」 

外二讀書會建議：「圖書館所能否在每一間閱覽室及各層書庫

內放一部大字典(中英文)？」 

館長回覆如下：「目前不太可能，等我們經費充足時，不妨一

試，屆時我們將在每一間閱覽室放置一部備用，在我們不能這樣

做以前，只有把大字典放在適當的處所--參考室。」 

除了上述諸建議以外，我們也收到其他的建議函件，其中有些

是建議人親自送來的，有些是由休息室建議箱內收取的，建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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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關係到圖書館佈置的問題，俟下學期再行研討吧！ 

也許你們需要一幅地圖，現在讓我們來討論地圖的問題吧！一

位愛國心很重的同學問到圖書館內為何沒有本國地圖？我們感到

很慚愧，現在自是有了全國大地圖及台灣省大地圖，這兩幅大地

圖懸掛在靠近出納台的地區，此外在參考室內另備有地球儀一隻，

在舊館還備有一幅世界大地圖。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請記住通知圖書館，只要我們知道你需要

什麼，我們將盡力而為，藉論文比賽而提出你的要求是一個很好

的辦法，而且機會難得，更何況你還可能得到獎金五百元呢！ 

圖書館週訂於 12 月 1 晊 7 日舉行，本館並於 12 月 4 日(星期

一)邀請師大圖書館長王振鵠教授蒞校演講，王教授畢業於美國田

納西州皮巴第學院，獲有圖書館學碩士學位。講題是：「期刊雜誌

在通才教育上的重要性」，地點及時間：圖書館期刊室，晚上 7 時

30 分開始，歡迎屆時踴躍參加聽講。 

12 月 4 日，晚上 7 時 30 分，圖書館為配合「圖書館週」活動，特請師大

圖書館館長王振鵠教授在期刊室主講「期刊雜誌在通才教育上的重要

性」(Role of Periodicals in the Liberal Educat)(《簡訊》61.12.05)。 

12 月 5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在期中考期一週做出的進出館人數統計。 

按：該項統計資料如下： 

11 月 20 日至 26 日止(期中考前一週)進出圖書館總人數為

12888 人，平均每天為 1841 人(以往為 1245 人)。 

週一至週五每天均在 2000 人以上 

週六及週日亦超過一千人。 

較之以往，平均每週超出約 4000 人以上(以往平均每週總人

數為 8715 人) 

12 月 6 日，下午 3 時，建築委員會召開會議，商討到圖書館內部空間規劃

事宜(《校刊》61.12.18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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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刊》報導內容如下： 

本校建築委員會於六日下午三時，在會議室召開會議，商討

有關校園各項建築事宜，⋯⋯ 

2.圖書館請求擴展現閱報室之過路，向兩旁擴充加寬，俾期刊

室可移來前面。經討論決定如次： 

A.可以擴展。 

B.應不妨礙其旁房舍之通風與取光。 

C.併請建築系籌繪。 

D.圖書館前水池，已失意義，併請建築系設計改修。 

3.辦公室加建問題，決定如下： 

A.辦公室以獨立並擴大現有容量為準，圖書館左右兩側，

改作辦公室，不適當，應不考慮。 

B.辦公室東側房，應全撥與教務處使用，加建櫃臺，充實

設備。 

C.辦公室右側，全部撥與訓導處與勞作室使用。總務處、

會計室搬離。 

D.另在現總務處辦公室後加建辦公室一列，南北與文學院

前後相齊，長寬規格均為原建築樣式。 

12 月 12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統計自 10 月 4 日至 12 月 3 日間，進出及

使用圖書館的統計表。 

按：該次閱覽統計表內容如下： 

圖書館閱覽統計(自 10 月 4 日至 12 月 3 日，計兩個月內) 

項目 平均每週 

進出圖書館總人數:85033 人 9448 人，最多一天 2722 人，11

月 30 日 

進出參考室總人數:8632 人 959 人 

進出期刊室總人數:12618 人 14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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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書籍總數:20119 冊 2235 冊 

Xerox 複總數:7004 份 778 份 

參考詢問題總數:492 題 48 題 

期刊室借出資料複印數:337 次 38 次 

註：還書未計，估計等於借書數。 

12 月 12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教員研究室內備有英文打字機一架，供同

仁進研究室時利用。 

圖書館此時仍肩負提供場地做為校內各項活動之用。如：11 月 28 日，圖

書館提供場地，以陳列視聽教室大樓的模型。12 月 5 日，下午七時三

十分，歷史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教授劉廣京博士在圖書館 102 教室

演講「咸同平亂與經世思想」(The Confucian Statecraft and The Ch‘ing 

Restoration，以上皆見《簡訊》)。 

12 月 26 日，《簡訊》報導美國新聞處將有關環境衛生書籍與彩色圖畫一批，

借予本校圖書館，供全校師生參閱。 

按：關於美國新聞處借書供本校師生參閱訊息如下： 

台中美新處圖書館借予本校圖書館有關環境衛生書籍批供

本校師生閱覽。其中部份屬於參考書者，存放參考室，供眾參閱

不予借出。可予借出部份，可向該館出納檯辦理借閱手續，惟借

出期限為三天，到期必須歸還。 

美新處頃提供本校彩色圖書 21 幅，分置圖書館參考室、期

刊室、書庫及閱覽室等處，供眾欣賞。 

12 月 26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週徵文比賽的成績。 

按：圖書館徵文比賽成績如下： 

第一名外文系二年級范瑞珠 

第二名創意社 

第三名中文系三年級李森隆 

12 月 30 日，圖書館配合元旦假期，自當日(星期六 )中午 12 時起，至元月

2 日止閉館，元月 3 日(星期三)8 時起照常開放(《簡訊》61.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