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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3 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2.01 館長室轉秘書室通知新式公文書橫寫格式範本。 

12.03 參考組張秀珍組長參加在台南成功大學舉辦之「電子資源服務的現

況與未來研討會」。 

12.17 參考組張秀珍組長參加在台中中興大學舉辦之「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 93 年年會」 

12.21 下午 2 時 30 分，採編組陳婷婷小組代表代館長參加在台北國家圖書

館簡報室舉行之「93 年度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館館長會議」。 

12.28 館長室轉秘書室通知公文書橫式書寫規定，自 94 年元月 1 日起實

施。 

 

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六十三年第一學期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1 月 8 日，《簡訊》刊載期末及寒假借還書事項。 

按：學期借書訊息如下： 

本學期內學生所借之書統限 1 月 18 日前清還，過期概以逾期罰

款論，絕不寬貸。 

寒假借書： 

學生寒假借書自 1 月 14 日起至 17 日止，4 天內憑學生證辦理

借書手續，每人限借 5 冊(中英文合計)，一次辦理(不借兩次)，此

項借書可在 2 月 12 日註冊期間清還，過此期限以逾期罰款論。 

並呼籲：為避免借還書時擁擠而造成錯誤，學生可在 規定時期

內各自酌情擇期借還書，萬勿又借又還。 

2 月 13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內部變動事宜。 

按：原設圖書館地下室之線裝書庫，已移至前座二樓擴建地區，原線

裝書庫已改作閱覽室，柳作梅先生辦公室亦遷至二樓擴建之線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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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內。 

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討論通過本校各教室一律於晚上 11

時熄燈，建築系館及圖書館之熄燈時間，由該館自行訂定。 

3 月，《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刊載「東海大學圖書館擴建館舍加強服務」

訊息(新七卷第一期)。 

按：「東海大學圖書館擴建館舍加強服務」訊息如下： 

該校因學生人數逐漸增加，原有館舍空間不敷應用，故於 62 年

度內就原址天井地區，擴建上下兩層，其加大面積約二一五平方公

尺，全部改作參考室及古籍書庫之用。63、64 兩年內擬依次各增

加三五○平方公尺空間以作書庫及閱覽室之用。此後，所有中外文

社會科學資料存放一處，書庫內並設有閱覽席位便利讀者就近運用

資料。原有之書庫則存放人文學科、應用科學及自然科學等類資料。 

為迎合日漸增多讀者的需要，圖書館工作人員數量亦漸次增加。

現有編制為館長一人，副館長二人，組主任六人，全部工作人員共

21 人，另有相當於 17 人工作時數之工讀生。工作人員中佔有專業

職位者 15 人，其中 10 人係圖書館學校畢業者。本年內擬再增聘大

學圖書館系畢業者 5 人，以加強工作陣容。 

該館自空間加大，服務工作加強以後，讀者日益眾多，借閱書

籍數量亦日漸升高。每日讀者人數平均數等於全校學生總人數(現

有日校 2100 人，夜校 350 人)，本(按，當作「該」)館不僅採用開

架制度，同時在書庫內亦設置閱覽席位，此項制度之優點讀者均能

作充分之利用。館內使用資料情形雖無法統計，但借書紀錄顯示全

年上課三十五週內，平均每一學生每週借用書籍一冊(三十五週內

總計共約八萬冊)。將來擬在多項業務方面實施機械自動化，此項

計劃之目的並不在於表面上，而是要對讀者能提供更佳之服務。 

館際互借工作亦頗具成效。其中解答不少參考詢問題同時書籍

之借貸次數亦不少，館中所備之複印機(Xerox)每月平均複印量超

出 7000 份，此項數字亦足以反映讀者在充分利用圖書館。同時也

可說明本(按，當作「該」)館同仁在每週開館九五小時內工作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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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該校同學對於接受訓練如何使用圖書館至感興趣。此項訓練每

學期計約 1600 時次，其內容由簡略之介紹到專題研究方法。另對

理工學院高年級同學以及校外人士曾有特別講習。1973 年畢業班

同學為示留念之意，曾捐贈音樂設備成立音樂室，頗受大眾之歡迎。

因為讀者在聆聽輕鬆柔和音樂之中，其學習效率則大為提高。 

該館未來擬作若干之改進，其一，為使適應學生人數之增加(預

計日校最高額為 3000 人夜校為 1500 人，兩共 4500 人)。目前以每

一學生而言，每年花費已超過 1000 元，未來之預算擬計劃為全校

總預算百分之八，其中過半數用於購買書籍，餘數則用於人事費。

其二，為使館方能延攬優秀人才，必須具有若干吸引人才之條件，

圖書館員職位務必要有與教員相等之吸引力，否則校方只能聘到優

秀之教員，而不能聘到優秀之圖書館員，欲能聘到優秀之圖書館

員，勢必提高其待遇及地位，同時還要有升遷之機會。如果在圖書

館內工作沒有升遷機會，則難以聘請優秀館員。 

3 月 1 日，《校刊》刊載圖書館各項統計表。 

按：標題(第 6 版)為「圖書館不斷求改進，各項統計一目瞭然」，內容

如下： 

本校圖書館自萬樂圖館長蒞任以來，館務力求改進，業務

蒸蒸日上，除於上學期在二樓增闢音樂室，藉供讀者臨時休閒

活動外，近又將原設地下室之線裝書庫，移置該館前座二樓，

籍防潮濕，而原地下室之書庫，則改為閱覽室。該館古籍指導

柳作梅教授亦已將辦公室遷移至前館二樓，俾隨時指導讀者查

閱古籍。 

圖書館 62 年度上學期各項統計數字，業已完成，茲探誌如次： 

1.進出總人收計 170013 人。每週平均 9455 人，每天平均 1349

人，最高週人數 15630 人(第十七週 63 年 1 月 7 日至 13 日)。 

2.全錄複印總數 28724 張，平均每月 7181 張，平均每日 256 張。 

3.書籍借貸總數 32969 冊(還書未計)，中文 22451 冊，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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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8 冊，平均每週 1832 冊，每天 262 冊。 

4.期刊借出複印 450 冊次。 

5.參考詢問題總數 484 題次。 

6.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西文合計)32969 人，內教職員 1896 人，

學生 31073 人。學生寒假借書總數 3456 冊(中文 2603 冊，英文 853

冊)。 

按：「圖書館六十二年度上學各項統計數字」(62.09.17~63.01.18)

尚有「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西文合計)，內容如下： 

類  別 教職員 學  生 

總類 22 528 

哲學類 87 2045 

宗教類 166 760 

社會科學類 335 4958 

語言類 14 218 

自然科學類 193 2917 

應用科學類 182 2353 

藝術類 161 2728 

文學類 447 10014 

史地傳記類 289 4552 

共計 1896 31073 

總計 32969 

同日，刊載上學期圖書館徵文比賽第一名作品的全文。 

按：上學期圖書館徵文比賽第一名係中文系四年級李森隆，題目為

「我對本校圖書館的批評以及改進意見」，全文如下： 

一、緒言 

本校圖書館自創立以來，即以開架制度及資料之完備與精良名

聞遐邇，加以使用之無上方便，莫不為歷屆學生及教授們所激賞，

輒引為東海之驕傲。 

蓋圖書館為大學之心臟。本校圖書館造立規模之初，曾一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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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異彩。惟其間因館長更替、代理問題，嘗有心臟衰弱之虞。然自

萬館長撞任以來，大事改革，始恢復蓬勃之朝氣，進而發揮了圖書

館對大學教育的偉大功能。 

本文乃就個人觀點，不淺陋地提供一些拙見。苟能公之於眾，

或為館方接納一、二，可獲「拋磚引玉」之功。而本文之目的可達。 

二、本館優良措施舉例 

1.開架的再開架：昔日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雖稱開架，

但不若今天之徹底。想當年，進出書庫、參攷室、期刊室，皆不得

攜帶私人書籍和皮包。今日，則一進館內，通行無阻。真是大快人

心，方便之至。 

2.流通量的擴大：昔日借書嚴格限定總冊數，不得超出。今日

圖書館為求資料之「充分利用」，乃採無限定借書制，因而擴大了

書籍流通量。對喜好閱讀者，實是一大樂事。 

3.Zerox 複印機的使用與減價，節省了同學及教授們寶貴的時

間和精力，在治學過程中，大大地提高了效率。 

4.參攷指導工作的加強：本館對參考人員、制度與措施曾做了

大幅度的調整。在基本上已強化參攷工作而成讀者服務中心。 

三、本校圖書館制度及設備方面幾個值得商榷和改進的問題 

茲分六方面詩論之： 

1.檢查制度本館為求絕對開架，乃不得不實行檢查制度。遂於

大門口設一檢查站(Check Point)。由工讀生執行檢查任務。此制

度用意極佳，惟人事及技巧問題，弊漏百出，竟形成一大隱憂。茲

先論工讀生問題： 

攷檢查站係由多人輪值。中有勤奮負責、檢查嚴密者，亦有懼

怕干涉、敷衍了事者。前者令人高枕無憂，後者教人提心吊膽。又

受檢者視其同學、友好，多嘻笑謾罵之，於執行任務時輒有困難。

再論技巧問題：近年來，攜帶「書包」、「嬉皮袋」者甚多，當出口

擁擠時，實難窺內部詳情。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頗為遺憾。 

針對此點，余建議：檢查人員當聘請專人，採薪水制。由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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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訓練、且能勝任者擔任之。再依閱覽統計表指示，視某一時間，

出口必將擁擠，而加派人員，作重點支援。 

2.出納制度 

對一個企圖擴充編制的大學，圖書館為避免藏書不敷及使用不

均，在出納制度上往往進行兩項應變措施：A.簡化借書手續；B.加

強技巧控制 (Control)，即強化記錄系統、限制借書冊數、加重逾期

罰款和停止逾期不還學生之借書權。就此兩點論之，本館出納制確

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顯自本學期來，圖書館廢除了借書證，而要求學生以學生證代

之。其利處在：出納員可免借書登記、還書注銷之煩。只將學生簽

過名之卡蓋章，放入卡片櫃中即可。省了數道手續。此法乍看起來，

似甚方便，推行之日久，始覺困擾叢生。學生埋怨攜帶學生證不勝

其煩尚稱小事，在出納「控制」上竟造成了散發而不易收拾之現象。 

先是學生無限制借書(案：雖規定一次可借五本，但實可無數次

借閱)，造成卡片插排之困難，又因曾登記及加蓋日期印，苟有一

紙卡片次序排錯，則該書歸館時，無從尋起。若於此時隨意補卡上

架，則待學期末該卡出現時，必誤認該生未還是書，而要求賠賞，

終爭執不下。苟如昔日，有借書證記錄存在，則證上之銷號即可證

明該生已還。 

又對各生之借閱情形無個別設借書證記錄，常有學生詢問出納

台人員：「余借書尚欠幾本未還？」出納員則張口結舌，無以奉告。 

此外，學生輒因故遺忘還書日期。逾期多日未還，本館又不克

發送通知摧還，或停止其借書權。終任逾期日數累增。及該生一朝

警覺，攜書還館，而索以巨額罰款，又諸多不便。而終以打折行之，

究非良策。此點余建議：A.恢復借書證，取消檢驗學生證。B.增加

工讀生，專事登記蓋印及定期檢查卡片順序。C.規定借書最多冊數，

但需要彈性。 

3.參攷工作與指導問題 

過去的圖書館多以儲藏完備資料為主要目的，至今日則要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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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充分利用」。不再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光等待讀者敲門請

求，而採取主動地位，向它的服務對象伸出觸角，處處誘發他們、

刺激他們、Touch 他們，使他們不得不為知識所吸引而走入真理探

求的行列，創造出人類的智慧與文化。 

本校圖書館，在這方面確有很大的進步。譬如說：加強參攷人

員的陣容；每年對新生舉辦介紹活動，並發給圖書館手冊等。余以

為這樣做並未澈底、理想。茲分數方面略論之： 

A.介紹、教導工作：目前所採用的是：抽出新生英文課一小時

時間，一班班輪流到圖書館各部門作一種概括性的瀏覽介紹。此種

走馬看花式的指導，預定四週完成，其對職員來說相當費力，而於

學生亦無特殊效果。試問一小時內能夠了解多少？他們從此會查尋

資料嗎？全館所適用的四角號碼已經熟習了嗎？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余竊以為，教導工作應當立體化、多面化、並加以系統化。在

技術上，第一步應發給詳細鉛印的圖書館手冊，令所有新生預先熟

閱。然後，尋一共同時間，集合在藝術館大視聽教室裡，運用一套

完整且系統化的幻燈片詳細介紹：a.各部門工作情形，b.資料排列

情形，c.借閱手續及規定事項，d.一組目錄卡的內容，e.常用工具、

參攷書及期刊索引(Index)等。讓新生先獲得一使用圖書館資料的

基本知識。再透過「大一國文」課，教導中國圖書分類法大略及四

角號碼；「大一英文」課實習三種目錄的使用和杜威十進分類法，

相信如此教導，使本校學生無論在大學中或畢了業出國，對圖書館

資料的運用都有一明確的概念，而將獲益匪淺。 

B.讀者服務：據統計資料顯示，本校學生主動請教參攷人員問

題者並不踴躍，且所問者多是一些請教某資料，排列處所及某字四

角號碼為何之一般問題。真正請教挖掘深入的專門問題或請求開列

書目者甚少。考其原因，或為吾人主動求知的精神不夠，或覺不好

意思發問。因此，今後圖書館員應從消極的服務方式，轉變成積極

的迎合讀者需要；明瞭讀者目的，正視讀者需要或請求，分析讀者

問題，並隨時準備提供額外的服務和資料，發揮自己的智慧與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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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鼓勵讀者、刺激學生。就此而論，余以為在方法上應當做列下列

數種： 

a.成立讀者顧問：由館員就個人專長分擔，此外專門問題應聘

請館外人員協助。 

b.加強宣傳：利用海報、校刊或演講，使明瞭服務範圍，並謆

動、激勵學生發問問題，且應建立親切感。 

c.設一專門信箱號碼，;隨時解答各項參攷資料上的問題。此法

於寒、暑假期間最可實行。此外電話詢問亦可。 

d.對一般問題或開列書單問題可由館員自行解決，對專門學科

問題，可特約各系教授作答。 

e.請求各課程主講教授，配合圖書館教學。隨時預告參攷部，某

一論文題目將要求學生撰寫。使參攷人員得以預先準備並成立個案。 

C.指定參攷書制度的加強與改進：本館指定參攷制度並不為多

方面所瞭解，對教授與學生的宣傳與介紹或尚不夠理想。若說：學

生們對圖書館的要求，反映了教授對學生的要求；而教授對學生的

要求，反映了知識對教授的壓力，則指定參攷書架上，書籍的寥寥

無幾以及請求借閱學生的冷冷清清，將要告訴我們一些什麼事實？

此實堪研究。 

D.專門學科參攷資料會議：此對大三、大四學生可行。每年尋

找適當時間，由圖書館發起、各系教職員合作，針對本系科目專門

資料之運用法與入門法，加以指導、討論，並嘗試發現學生的難題，

而給予作答。 

E.其他關於參攷服務的零星建議： 

a.收集並陳列全省各大書局書目，俾便學生自購或請購。 

b.代訂外國原版書刊。 

c.收集各縣市、風景區詳細地圖，火車時間、票價，和旅遊指南。 

d.收集民謠、藝術歌曲、古典或當代熱門音樂譜、樂史等，此

甚有益於供給學生社團影印或個人需要。 

E 在經濟及能力許可範圍內，編印方便的參攷資料引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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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所藏的，國防研究院編製的期刊論文索引，係以一期一期的方

式出版。在使用上極不方便，設要查一有關資料，則需翻閱數十期，

真事倍功半。本館若能將其各期分類集合編印成幾大卷冊，則於尋

找資料者，不過啻為一大福音。 

4.建築與設備 

本校圖書館仿唐建築，自有其風格與藝術價值。惟最近因學生

人數激烈增加，乃採應變措施：將原閱報室兩旁天井加頂設壁，擴

大空間。此法雖合經濟原則，卻破壞了原來風格、遮蔽了陽光、且

令閱覽氣氛陰森、沉悶而無生氣。另外配合能源缺乏，將許多白熱

燈泡改為日光燈管。此既經濟實用又明亮可愛。惟門口地區應保留

原來之圓形照明燈罩，以令入館者有如歸之溫暖感覺，更避免千篇

一律。茲再分數方面探討並加以個人見識： 

A.照明設備：本館建築，大部採用人工照明。這對書庫書籍而

言確有保護作用(案：天然光會損害書籍)。惟對其他辦公室、閱覽

室則不甚經濟。此外面臨缺電之際，往往陷本館於癱瘓狀態，苦不

堪言，若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則閱覽室充分利用自然光，而書庫

設於地下室，採用人工照明，此似較為理想。 

B.開闢教授研究室：本校發展總圖書館而無系圖書館，目的在

配合通才教育並求科際整合。但為便於教授研究之用，並得系圖書

館效果，圖書館應擴大空間，增闢各系教授研究室於館內，以便利

研究工作。前北大、清華皆有此設備。今日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亦有個人研究室五百餘間，正充分強調了學術研究精神。他日本校

圖書館建造新館舍，不當忽略於此。 

C.書庫應置昇降機，以便利各層樓間書籍的搬運。此不僅效率

大增，對書籍更有保護作用，可避免人工搬運墜地，損傷書籍。 

D.隔開閱報室與指定參攷書室，可避免參攷書閱讀受影響。 

E.新參攷室兩旁窗戶，應加上紗窗，或花磚，以策安全，並避

蚊蟲。 

F.各小閱覽室的亮度不夠，燈管應改大管或長管照明。磚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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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成白色或淡綠色，以助反光。 

G.佈置情調優美的音樂室。在經費許可內，購置良好音響效果

的唱機、錄音機、喇叭和傢俱；收集古典、熱門音樂唱片專集(案：

可請求音樂系贈送或代購)。牆壁需有隔音板設備，地面最好鋪上

地氈，改造柔和的藝術燈，佈置盆景及裝飾畫。使成圖書館的伊甸

園，苦悶的避難所，情感的交流室。又冬季來臨，大度風不斷地灌

入一絲絲寒氣，苟竟日長坐書桌讀書，終感冷意逼人，甚不不是味

道。此時若能不出館門，而得進入音樂室，小飲溫熱咖啡，那將是

人生一大快事。飲畢歸位，讀書效率必然大增。其身心之舒暢真神

仙不如。余以為此項需要隨天氣之寒冷而激增，館似可可慮，通過

行政當局，洽請合作社調派職員，至音樂室內闢地供應。專售價廉

物美的咖啡及甜點。想此舉必為所有東海同學所喝采！ 

H.博物館內之展覽品應求改變。前學期先後展覽了國劇道具和動

植物標本、圖片，頗獲好評。余以為此舉甚有意義，此風實可長揚。 

I.闢地提供一架公共打字機，以便利同學登記使用。 

J.改造門口傘架：每逢下雨天，雨傘繽紛。於館口，容易紛亂、

錯拿。過去掉傘情形，屢屢發生，終覺事態嚴重，故余建議在雨季

來臨前，應將舊傘架改換成一種有鑰匙或暗鎖的新式傘架。各生進

館前，先將雨傘置入、抽出鑰匙，待出館取傘時再插回去。既安全

又可靠。 

K.門口加置地氈，以防館內塵埃猖獗。 

L.閱報室旁邊之全館唯一出入口，甚感擁擠，盼加改善。 

M.館外走道下面窪地，應開闢成花圃。以陶冶身心、美化環境，

不宜任其滋生蔓草。 

N.加強館內圖片或裝飾畫佈置。上次美新處所借畫片頗為學生

及教師們激賞。新隔參攷室和指定參攷室間之白壁，可作袖珍畫廊。

如果可能的話，應擺設花木盆景。 

5.宣傳工作 

要使東海圖書館一反被動而成主動、積極發揮謆動力、刺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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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影響讀者、培養讀書及研究風氣，其最佳途徑不外「加緊宣傳」

一途。利用各式海報、快報、《簡訊》、《大度風》、《東風》等專刊、

校刊、還有演講、展覽等手段，誘發每位學生走向知識、走向真理。

此外對新書應展覽書衣、並打製新書目錄，陳置於目錄櫃之一側或

顯眼處。此外對臺中、臺北或其他各地書展、畫展及各種學術展覽，

應加剪報，提供新聞，鼓勵同學前往參觀，俾長見聞。 

6.其他建議 

A.編製聯合書目：若要實施館際互借，本館必先明瞭對方藏書

內容。而明瞭之法端賴聯合書目。此係聯合相關圖書館藏書目錄彙

編而成。 

B.出版圖書館學報，編印專科論文索引。 

C.對昂貴而需求不大的圖書，可採館際合作購書制，互通有無。 

D.要求館際互借資料的效率。可藉影印、攝影或抄錄等行之。 

E.增購複製設備及視聽教材以補 Zerox 複印機之不足。例如購

置照像影印機、幻燈機、電影片、電影機、顯微膠捲、顯微卡片等。 

F.舊報架之疊放式應改為分格式。否則找某篇文章或資料時須

動九牛而獲一毛。 

G.書庫各鋁製近地二層書架，可攷慮改用傾斜式，俾便查書、

引起注意，以增加流通量。 

H.對屢尋不見的書作記錄，查出可能原因。 

I.舊期刊資料之裝訂，應提高速率。否則整捆綁紮，甚難取閱。 

J.目錄櫃似離書庫太遠，可否設法改變。 

K.西文書標有紅、白二色，似應統一，以求美觀。 

L.可否倣台大「百萬小時服務運動」，發起「吾愛吾館一萬小時

登記運動」。先獨善本校圖書館，再兼善天下。 

M.書庫破書、舊書、不用之複本，以及失效之科學書應予註銷

或重新裝訂。美觀書庫可培養愛護書籍之心理。 

N.充實小說部門書架，鼓勵學生請購。同時淘汰無價值的劣品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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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考處線裝書對學生借閱。起碼借給有關科系學生。否則僅成

寶貝，有失意義。 

以上所述，甚繁且雜，實非撰文本意。其中不乏偏於主觀或幼

稚無稽之談。惟各點各滴，皆由日常所見所想，累積而成。余一本

愛館之心，條錄於此。但願於本校圖書館之改進及全校同學意見之

引發有所助益，如此則「拋磚引玉」「共襄盛舉」之功達矣！ 

3 月 18 日，萬館長偕同王麗玉、曾雅雲小姐前往台北出席「圖書館館際合

作會議」，商討各館之間資料互借辦法，以及改進事項，俾便各館資料

能作充份之利用，發揮館際合作功能(《簡訊》63.03.19)。 

3 月 26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春假期間開放。 

按：圖書館春假期間開放，關閉時間如後 

3 月 28 日(星期四)，開放至下午 5 時正，5 時起閉館。 

3 月 29 日(星期五)，青年節放假一天，全日閉館。 

3 月 30 日(星期六)，起 

3 月 31 日(星期日) 

4 月 1 日(星期一) 

4 月 2 日(星期二)，止，春假四天，全日閉館 

4 月 3 日(星期三)，本日起，恢復正常開放時間。 

4 月 8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討論有關學生擬組織圖書館研究會，

並擬發起捐募書籍以購買圖書館未備有之通俗書籍一案，會中決議該

社團應依規定先向課外指導組申請成立，贈書以書籍為限，但不得作

金錢上之勸募。 

4 月 20 日，下午 3 時，第 44 次校務會議，高振華主任代表高院長報告有關

上次校務會議交請章則委員會，討論萬館長所提圖書館館員應取得教員

資格一案，經該會決議得依照教員聘任及升等標準與實施辦法辦理。 

4 月 30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各單位人員電話號碼。 

按：各單位電話號碼如下： 

館長室，223 

萬館長、宋光榮、丁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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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助理 242 

胡家源、林儒行(流通組主任)、曾雅雲(期刊組)、翁明枝(期

刊)、王仁美(期刊) 

中編室 243 

趙昔之(主任) 

西編組 243 

馮康美(主任) 

採購組 243 

胡元鈞(主任) 

參考室 224 

王麗玉(主任)、陳桂汾 

古籍室 242、243 均可 

柳作梅(古籍指導) 

5 月 28 日，《簡訊》刊載台東成功鎮新港國中徵求各類教員數人，凡本校

畢業同學擬往任教者，請洽圖書館採購組陳麗雲校友。 

6 月 1 日，中興大學學生十餘人，於上午十時前來本校圖書館參觀並要求

館方就「利用圖書館」為題，作一簡略講解，當即由萬館長及參考、

期刊兩部同仁作為時兩小時之介紹，會後由彼等贈萬館長錦旗一面留

念 (《簡訊》63.06.04)。 

6 月 4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對研究所及大學部畢業班同學借書歸還通知。 

按：圖書館特別通知 

研究所及大學部畢業班同學借書期限截至 6 月 8 日止，所有借

書不論到期與否統限 6 月 8 日前陸續還清，過此期限(6 月 8 日)概

以逾期罰款論，又欠還借書名單將送教務處備作頒發畢業證書之參

考，希各畢業同學注意。 

6 月 10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報告為紀念經濟亡故同學張淑英，

經濟學會特發起募捐，得款台幣一萬餘元，已全部購置圖書，存列音

樂室，以供閱覽。 

6 月 11 日，《簡訊》刊載教職員借書歸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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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圖書館特別報導： 

專任教職員借書請於 6 月 30 日前陸續歸還，如需續借，可在還

書同時辦理。兼任教員借書請於 6 月 18 日前陸續歸還。學生暑假

借書辦法已公佈，請至圖書館參閱佈告。 

6 月 27 日，圖書館「62 年度下學期各項統計數字」出爐。 

按：圖書館 62 學年度下學期(63.02.12~63.06.27)各項統計如下： 

1.進出總人數 210131 人；平均每週 10507 人；平均每天 1501 人；

最高週人數 14941 人，4 月 15 日至 21 日；最高天人數 2831 人，

63 年 4 月 17 日。 

2. Zerox 複印總數 68317 張；平均每月 13664 張；平均每日 510 張。 

3.期刊借出複印總數 545 冊次。 

4.參考詢問題總數 450 題次。 

5.書籍借貸總數 43141 冊(學期中 40977 冊，暑假借書 12164 冊)。 

學期：中文合計 28139 冊，西文合計 12838 冊，平均每週 2049

冊，平均每日 293 冊，最高週 3066(02.18~24)，最高日 758(02.8)。 

暑假借書：中文合計 1504 冊，西文合計 560 冊。 

「學期中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西文合計)，內容如下： 

類  別 教職員 學  生 

總類 29 587 

哲學類 112 2652 

宗教類 174 890 

社會科學類 496 6445 

語言類 18 283 

自然科學類 251 3492 

應用科學類 245 3059 

藝術類 242 2830 

文學類 581 13018 

史地傳記類 376 5191 

共計 2524 3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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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0977(暑假借書未計在內) 

6 月 30 日，草擬「暑期工作計劃」。 

按：「暑期工作計劃」草案如下： 

1.搬移書庫：詳見搬移桯序及附圖(附圖省) 

2.期刊方面 

a.現刊本移至原古籍室及音樂室，(打通)並整理、清查。 

b.合訂本部份移至原現刊本室並徹底清查，校訂記錄(目錄卡)。 

c.送裝訂，缺卷補齊(會採購組)。 

d.單位主管督導原有同仁及新聘人員，圖書館系實習學生共同

工作。 

e.日常業務，休假及臨時事故等概由單位主管酌情辦理。 

3.參攷方面 

a.根據目錄卡校訂記錄，有無失書。 

b.整理書架，清查指定參攷書，畢業論文。 

c.催回館際互借之書(如有)。 

d.單位主管督導現有同仁及新聘人員，圖書館系實習學生共同

工作。 

E.同期刊方面。 

4.編目方面 

a.改正錯誤(例：分類錯誤、同書兩號等)。 

b.單位主管督導現有同仁及新聘人員，圖書館系實習學生共同

工作。 

c.必要時協助相關工作。 

d.現有之目錄標誌，導卡等增添或換新。 

e.同期刊方面。 

5.採購方面 

a.統計年來增加新書數量 (購、贈、換共計 )。  

b.表列各院系單位經費透支及剩餘情形。 

c.調查現訂之期刊漲價後之價格(便於參攷)，下學年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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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易於控制。 

d.所訂之期刊已付款尚未收到者，催補。 

e.同期刊方面。 

6.出納方面 

a.清查借書記錄，有書無卡補卡，有卡無書查架，務使記錄正確。 

b.清查所有用品印章等物件以求齊全，久缺者列表補齊(交丁先

生)。 

c.書庫整理，破損之書送裝釘(有價值者)，書標不明者換新，

參攷書(R)期刊(S)抽出送還原處。 

d.學生借書，欠書，手續未了者，作記錄備查。 

e.同期刊方面。 

7.雜務方面 

a.因局部移動，電話應作適當調整(配合總務處)。 

b.請購應用物品(例：膠水，紙，筆等)。 

c.清查各處鑰匙、門窗，俾便補修(桌椅、電燈均同)。 

d.文件記錄整理。 

e.日常事務由宋小姐酌情辦理，必要時得請示館長。 

搬移書庫說明： 

就現有之十大類概略分成三大類：1.人文學科類，2.社會科學

類，3.科技類。其分佈情形如下： 

人文學科類(Humanities) 

 原有類號 存放處所 

中文 100，200，800，900(日文同)

英文 100，200，400，700，800，Fiction

左翼收回本年暑假搬入 

社會科學類(Social Seiences) 

中文 500，600，700，000(日文同)

西文 300，900，000，Biography 

明年收回左翼時再搬，本

年內在原處作部局移動。 

科技類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文 300，400 

西文 500，600 

存放原處不動，但作局部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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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 (Chinese Classics) 

由現在地移至後座二樓(二樓格局略作改變)，空出之地點(打通

音樂室，音樂室移至地下室)改作期刊室(現刊本，Current 

issue)，其原地留作期刊合訂本室擴展之用。 

註：總類(000)內所含之書，必要時得重新編目，俾符三大類分

科原則。 

搬移程序： 

1.英文 000 移至三樓放在大桌上(約兩桌)。 

2.英文 100，200，400 移至出納檯附近木架上(約 22 架)。 

3.古籍移至第 2 條空出之鋁架上(約有 22 架)，空出之架(22 架)

移至後座三樓閱覽地區裝置備用。 

4.英文 700，800移至指定參攷書室及第 2條空餘之地(放在桌上)。 

5.英文 300，500 移至第 4 條空出之架上(日文同時移出)。 

6.後座二樓全部搬完，此時將古籍全部移入，並作調整(格局改

建工作或先或後完成)。 

7.原古籍室此時空出，可將期刊現刊本室移入(音樂室打通)。 

8.此時左翼改建工程或可完成，即行裝置鋁架。 

9.中文 100，200，800，900(日文同)，英文 100，200，400，

700，800，Fiction 全部移入左翼。  

10.期刊合訂本部份移至原期刊現刊本室，並作調整。 

11.調整三樓書架順序，搬音樂室移至地下室(或與第 7 條同時

進行)。 

12.新製桌椅、出納工作檯，此時應可交貨，即作佈置。左翼房

舍應加細格鐵窗以策安全。 

7 月 12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 62 學年度各項統計。 

按：圖書館 62 學年度各項統計如下： 

1.進出總人數 380144 人；平均每週 10003 人；平均每天 1429 人；

最高週人數 15360 人，上第十七周 1 月 7 日至 13 日；最高天人

數 2831 人，6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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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erox 複印總數 97014 張(9 個月)；平均每月 10782 張；平均每

日 359 張。 

3.期刊借出複印總數 995 冊次。 

4.參考詢問題總數 934 題次。 

5.書籍借貸總數 79566 冊(含學期中 73946 冊，暑假借書 12164 冊，

寒假借書 3456 冊)。 

學期：中文合計 50590 冊，西文合計 23356 冊，平均每週 1943

冊，平均每日 277 冊。 

寒暑假借書總數 5620 冊，中文合計 4107 冊，西文合計 1413 冊。 

上下學期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西文合計)：教職員 4420 冊，學

生 69526 冊。 

按：「圖書館六十二年度各項統計數字」(62.09.17~63.06.27)尚有

「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西文合計)，內容如下： 

類  別 教職員 學  生 

總類 51 1115 

哲學類 199 4697 

宗教類 340 1650 

社會科學類 831 11403 

語言類 32 501 

自然科學類 348 6409 

應用科學類 427 5412 

藝術類 403 5558 

文學類 1028 23032 

史地傳記類 665 9743 

共計 4420 69526 

總計 73946(寒暑假借書 5620 未計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