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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論東海圖書館指定參考書的設立與管理  
流通組  謝鶯興 

一、指定參考書區的成立  

指定參考書的設立，係就校內各授課教師認為該課程在講授時所需用

用到若干書籍中，有鑒於圖書館的典藏數量無法滿足每一個選修者的人手

一本，且該書僅是課程講授時的參考資料，非上課的主要課本，選修的學

生也不一定全部購買的前提下，將這些所需用到的資料，開列為「指定參

考書單」，再由業務承辦人根據書單逐一從書庫取出，設定為指定參考書

後，置於指定參考書區，僅提供館內閱讀而不能外借携離圖書館的規定。 

東海圖書館成立迄今已逾 50 年，前副館長胡家源先生雖云：「東海大

學圖書館自創校以來即推行指定參考書制度」1，但館藏文獻中，對於指定

參考書業務的記載，卻首見於 1964 年《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 2。 

早年指定參考書的業務，係由第二組(流通、參考)負責，其業務「B

閱覽」第八條明載「負責指定參考書籍之管理」，分：「1.指定參考書山書

庫提出與歸還。2.教授個人書籍之點收與歸還。3.指定參考書閱覽工作之

報行。4.指定參考書籍之統計。5.指定參考書目及書卡、書楆之繕製。」3明

確的說明指定參考書的業務範疇，如此記載的目的，誠如<編後記>所云：

「附錄中詳列本館各項規章，蓋欲使今後入學新生或新派至本館工讀之同

學，對本館一般業務及應行遵守之事項，能有明確之了解，而利工作之進

行。」 4 

《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當時已訂定<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閱

覽規則>： 

第一條：教授指定之參考書籍，另行闢室陳列，專供選習各該科系

學生之參考。 

                                                 
1 見<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情形之研究>頁 53，胡家源撰，原發表於《圖
書館學報》第 11 期(1971年 6 月)，後收錄於《胡家源先生--校史文獻的保存者》

頁 49~58，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0年 6 月。 
2 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1964 年 11月。 
3 見頁 35，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1964 年 11月。 
4 見頁 77，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1964 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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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指定參考書限在指定參考室內使用，不得携出室外。 

第三條：借用時，應先在指定參考書卡上簽記借者姓名、學號、以

及啟用時間。 

第四條：歸還時應俟管理人員注銷後，始屬了卸責任。 

第五條：借書超越時限，每冊每小時處以罰金一元，不滿一小時，

以一小時計算。 

第六條：借用手續，限由本人親自辦理，不得代借或轉借。 

第七條：私人書籍、雨衣、大衣及書包等物，概不准帶入室內。 

第八條：借用書籍，應妥加保護，不得圈點、評註、折角、污損或

遺失。 

第九條：遺失或損毀指定參考(書)，借閱人應負賠償之責。 

第十條：進入指定參考室，應注意維持環境清潔，座椅及書籍用畢，

應歸還原處。 

第十一條：本規經核准后施行，修正時亦同。 5 

明白的規定讀者的權利與應遵行的義務，其中部份條文仍為現今指定參考

書閱覽規則所沿用，可見當時制定規章的嚴謹的周密。 

然而建館五十餘年，對於指定參考書使用的探討，僅見於胡家源先生

<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情形之研究>及筆者<95 學年第 2 學期指

定參考書統計暨分析>二篇。 

<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情形之研究>首先談及「學生在初入

學的時期，對於讀書的方法，資料的運用尚無門徑，因此不得不有一個指

引的工作以激發、誘導學生對於讀書發生興趣，漸而養成習慣。指定參考

的制度在這方面來說可以算是一個良好的開端。」6接著分別從指定參考書

之含義及其對教學之影響、指定參考書的一般管理運用方法、東海大學圖

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情形及統計(以 58 學年使用情況為例 )等三方面討論。 

<95學年第 2學期指定參考書統計暨分析>則就一個學期的使用情形作

了統計和分析，並未觸及其它。 

                                                 
5 見頁 48，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1964 年 11月。 
6 見<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情形之研究>頁 49，胡家源撰，原發表於《圖
書館學報》第 11 期(1971年 6 月)，後收錄於《胡家源先生--校史文獻的保存者》

頁 49~58，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2000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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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副館長所論的時空(1971 年 )與現今(2007)已有不同，至少在指定參考

書的業務管理上，已由參考組移轉到流通組。據 1996 年 10 月 2 日的《東

海大學圖書館手冊》記載，當時指定參考書仍置於二樓參考組，有工讀生

執行該項業務；1997 年 10 月 3 日的《東海大學圖書館手冊》記載，指定

參考書則已經放置在一樓流通櫃枱，由流通櫃枱的工作人員兼顧其業務。

根據當時移送書清單記載，該項業務的變換，是在寒假期間，而此一變動，

係當時的館長林振東先生決定的結果。 

基於指定參考書管理的時間變化，筆者不揣愚昧的，先敘述接手該項

業務一年來的所見，並分析兩個學期的使用概況。接著進行指定參考書管

理上的思考，藉由他校的管理模式以為本校管理的思考依據，最後試著提

出解決的辦法，目的在於提高授課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數量及學生使

用指定參考書的頻率。  

二、一年來指定參考書業務的處理  

1.九十五學年第二學期指定參考書工作紀實暨統計分析  

筆者由 2007 年 3 月 3 日開始承接 95 學年第 2 學期的指定參考書的業

務，由前業務負責人陳健忠先生手中接收部份指定參考書的電子檔案 7，當

下即進行簽請館長同意發函到各系所，轉請各任課教師提供該課程的指定

參考書單，以便登錄後置於指定參考書區，提供選修各課程的同學們參閱

的工作。  

由於本館指定參考書的業務行之有年，所以新學期的公函尚未發出之

前，已陸續有多位老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送到流通櫃枱，在業務的執行，

受益良多。  

3 月 5 日，社會系王秀絨老師蒞臨流通櫃枱聲明：上學期的所列的指

定參考書，下學期不再使用，可以撤架了。  

3 月 7 日，化學系林碧堯老師提供其講授的通識課程「技文明的自然

資源史觀」一門，需要：《為什麼文化很重要》、《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

重建》二書為指定參考書。根據指定參考書的作業流程，先在「流通管理」

                                                 
7 除了接收指定參考書的電子檔案外，並獲知一旦被列為指定參考書已外借的情況

時，可用一組特定的帳號和密碼將它預約下來，流通櫃枱的工作人員收到該書

時，因知是書為指定參考書，就會協助處理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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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代碼設定」選「指參書課程名稱」，先鍵該老師的代碼 8及課程名稱 9，

再到「檔案維護」中的「指定參考書檔」作指定參考書的書目建檔事宜 10，

接著，再在「流通作業」的「館藏」，將「特藏號流通政策」修改為「指

定參考書」 11。處理完畢後即可在書背貼上該教師的大名，並置於指定參

考書架供選修該課的學生們使用。 

3 月 7 日，音樂系車炎江老師開列講授的「西洋音樂史--巴洛克」課程

指定參考書單，需要《The Development of Westem Music》為指定參考書。

社工系鄭怡世老師開列講授的「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課程，需要：《組

織結社》、《Community work》二書為指定參考書。社會系陳正慧老師開列

講授的「生物科技與社會」課程，需要：《基因大狂潮》、《基因聖戰》、《基

因治療》、《基因複製：從複製羊桃麗看人類的未來》四書為指定參考書。

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李翠萍老師開列講授的「經濟學」兩班課程，需要《蘋

果橘子經濟學》一種計兩本為指定參考書，因皆被外借，先進行預約的事

宜，待二書回館後再進行處理 12。 

3 月 8 日，簽請館長同意 95 學年第 2 學期的指定參考書函請各系配合

之公文已核核准，即進行「稿轉函」的流程，發出電子公函到各系所轉請

                                                 
8 授課教師的代碼係依照學院及其系所單位排序，因事先未做完整的規劃，導致序
號有些紊亂。同時該系統只能依照鍵檔的先後排列，無法自動作序號的排列，因

此在尋找某學院或某系所，甚至是某位教師是否曾經鍵過檔，都必需重頭開始尋

找，這是該系統的不方便之處。 
9 課程名稱的建置，原先是以一位教師一門課為主，但因教師序號的排序問題，若

未能同一時間鍵檔，則同一位教師的不同課程會排在不同的位置，尋找不甚方

便，而課程名程的鍵檔是允許「編輯」，也就是可以修改或增補原先的內容，因

而後來就採取同一教師不同課程，仍置於同一序號之中。此一改變，目前還未發

生與之前的作法有何差異。 
10 早期的作法，將指定參考書的指定館藏地設定在「圖書總館」，與置於「流通櫃

枱」旁的指定參考書區不相符合，後來即指定館藏地為「流通櫃枱」。 
11 如果不將「特藏號流通政策」由「一般可借資料」修改為「指定參考書」，該書

即使已設定為指定參考書，卻仍然可被外借，此為其缺失之一；利用「館藏」修

改的資料系統無法產生記錄，無法在歷史檔看到修改的資料，此為其缺失之二；

列為指定參考書必需利用「流通作業系統」與「流通管理系統」的更替才能完成，

就利用電腦輔助人力的觀點來看，並未能節省，或許這是該系統在設計所沒有考

慮到的問題吧。 
12 其中一本於 3月 12 日通知可到館可辦理借閱，便在「流通作業」的「排序預約」

中取消原先的預約，再進行指定參考書的流程，置於指定參考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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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任課教師協助配合。由於電子公文的效益廣大，加上校內教師已習慣於

接收 e-mail，之後各教師大都以電子郵件寄送指定參考書單，因此在工作

上頗為便利。  

3 月 12 日，化學系林碧堯老師開列講授的通識課程「科技文明的自然

資源史觀」，需要：VCD《大英博物館人類文明的開始》、DVD《四大文明

美索不達米亞二件為指定參考書，因該件原置於電子教學室，無法在「總

館」的權限下處理成指定參考書，因此先在「流通作業」的「館藏」中將

館藏地改為「總館」，再指定為指定參考書並置於「電子教學室」後，由

參考組呂華恩小姐取回電子教學室置放。 

3 月 12 日，會計系李秀英老師開列講授的「成本與管理會計」與「管

理學」兩門課程，需要：《Cost accounting :a managerial emphasis》、《管理要

像一部好電影》、《Management accounting》、《成本與管理會計上下》、《成

本與管理會計學新論上下》、《成本與效應：以整合性成本制度提升獲利與

績效》、《平衡計分卡：資訊時代的策略管理工具》、《管理學：技能與應用》、

《管理學：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今日管理學》共 10 本為指定參考書。

其中《管理學：技能與應用》為「教師著作區」藏書，需到四樓特藏室調

取後才能列為指定參考書。 

3 月 13 日，社工系吳秀照老師開列講授的「社會福利行政」課程，需

要：《Social administration》、《Introduction to social administration in Britain.》、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on :dynamic management and human relat ionships》、

《社會工作行政》、《社會福利與行政》、《The politics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in social agencies /Burton Gummer.》、《Changing 

hats :from social work practice to administration /Felice Davidson Perlmutter.》、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Michael J. 

Austin, Jane Issacs Lowe.》等 8 本為指定參考書。 

3 月 14 日社會系鄭斐文老師開列講授的「社會學」課程，需要：《見

樹又見林》(2 本)、《社會學》(2 本)、《認識迪士尼》(總館 1 本，2 本為系

圖)、《社會的麥當勞化》(2 本在總館，1 本為專案借書)、《社會學》、《社

會學與臺灣社會》、《批判的社會學導論》、《勞工看的台灣史》13、《誰統治

                                                 
13 是書經屢尋不獲，經詢問採編組方知書已遺失，透過採編組向高雄市政府勞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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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力結構》(2 本在總館，其餘 1 本為系圖)、《地

方社會》(1 本在總館，1 本為系圖)、《社會學是什麼》(4 本)、《社會學動

動腦》、《社會學的想像》(1 本在總館，1 本為專案借書)、《科技渴望性別》

共 14 種為指定參考書。除了總館之書可置於指定參考書區外，專案借書

或各系圖之書則不接受為指定參考書，故以電子郵件告知該授課教師相關

事宜。 

綜合上述所列，授課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都集中在 3 月份，或許

是開學之後才函請各系所轉達各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事宜，導致第一

次(95 學年第 2 學期)執行指定參考書的業務不甚理想。 

統計本學期(95 學年第 2 學期)參預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教師，僅有 6

個學系，8 位教師，11 種課程，開列 44 種書籍，57 本作為指定參考書。

參與開列指定參考書的學系，僅佔全校 40 個學系的 15%；提供指定參考

書單的教師，若僅以 470 位的專任教師計算，則有開列指定參考書單者只

佔 1.702%，顯現圖書館設置指定參考書的用意，仍需與各任課教師宣導或

溝通。 14 

根據統計，本學期(95 學年第 2 學期)讀者使用指定參考書共有 15 種，

佔總數 44 種的 34.09%，略超過三分之一，仍有三分之二的指定參考書未

被讀者使用(當然不包含讀者僅在櫃枱瀏覽而不借到閱覽區閱讀的情形)。15 

在這 15 種有被外借的書籍中，總借閱次數為 75 次，以《金文編》(為

第 1 學期時指定一年用的參考書)借用 22 次的記錄最高，佔 29.33%；其次

是《自然科學概論講義》(為第 1 學期時指定一年用的參考書)的 15 次，佔

20%；其它的 13 種借閱次數都是個位數，尤其是《Cost accounting》、《社

會學(上)》、《平衡計分卡》、《管理要像一部好電影》、《社會學的想像》、《凝

聚台灣生命力》等六種皆僅外借 1 次，佔 1.33%，即使這 13 種的借閱記錄

僅是 1 次，仍遠勝於不曾被外借的 29 種。 16 

                                                                                                                         
索取影印本，並取得影印授權書後，裝訂羅列於指定參考書區。 

14 參< 95學年第 2學期指定參考書統計暨分析>，頁 20~23，謝鶯興撰，《東海大學
圖書館館訊》新 71 期，2007年 8 月。 

15 參< 95學年第 2學期指定參考書統計暨分析>，頁 20~23，謝鶯興撰，《東海大學
圖書館館訊》新 71 期，2007年 8 月。 

16 參< 95學年第 2學期指定參考書統計暨分析>，頁 20~23，謝鶯興撰，《東海大學
圖書館館訊》新 71 期，2007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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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十六學年第一學期指定參考書工作紀實暨分析 

9 月 3 日，組長告知：教育部為提倡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觀念，要求各

級學校就上課使用教科書一事，希望各校能購置若干本置於圖書館，以利

因家貧而無法購買的學生們使用。關於此事，李玉綏專門委員與採編組各

提出若干意見，組長就此事提供建議，仍依照目前流通組指定參考書的作

業原則處理 (即限定是總館所典藏者才能列為指定參考書，若為各系圖或專

案研究的書籍，請請授課教師開列申購單，依照正常程序申請採購編目後

再置於指定參考書區)。 

有鑒於第 2 學期指定參考書業務，因 3 月份才正式交接的緣故，於開

學後才能函請各系所轉達各任課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使得教師開列指定

參考書單的情況並不踴躍。於是，9 月 10 日，即擬妥 96 學年第 1 學期通

知各系所教師提供指定參考書單的函稿，簽請館長同意後發送，以利指定

參考書區的作業進行。9 月 11 日，經上級同意本學期(96 學年第 1 學期)的

指定參考書函稿後，隨即發送到各系所單位，請轉達各任課老師填寫指定

參考書單，以供圖書館進行處理的事宜。 

9 月 12 日，社會系趙彥寧老師開列兩門課程的指定參考書單，「台灣

社會」課程，需要：《工作、消費與新貧》計一本為指定參考書；「經濟生

活民族誌選讀」課程，需要：《Peddlers and Peinces》、《Ethnography Unbound》

等二本為指定參考書。社會系陳正慧老師開列講授的「社會統計」課程(為

一個學年之用)，需要：《Understanding statistic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

《Understanding statistic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行為科學統計學》共三

本為指定參考書。 

9 月 16 日，社會系陳正慧老師開列講授的「多變數及類別資料分析」

課程，需要《量化研究法(二)：統計原理與分析技術》、《量化研究法(二)：

統計原理與分析技術》(OD)、《Statistical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計

二本書一片光碟為指定參考書。 

9 月 17 日，化學系王玉蘋老師開列講授的「有機化學」課程，需要：

《Organic Chemisty》一本為指定參考書，另一本《Electron Movements》作

者 Weeks 查無該書，經 mail 請王老師提供更詳細的資料以利作業的進行 17。 

                                                 
17 9 月 19 日，王老師mail 回覆說：「Weeks 沒有，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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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化學系吳雨珊老師填兩門指定參考書單，皆為一個學年之

用：「生物化學」課程，需要：《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dtry》、《Lehninger

生物化學原理》共二本；「有機化學」課程，需要：《Organic Chemistry》計

一本。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李翠萍老師開列講授的「經濟學」課程，需要：

《經濟學的第一堂課》一本為指定參考書。 

9 月 21 日，經濟系賀惠玲老師開列講授的「經濟數學 3」課程，需要：

《Mathematics for economics》一本為指定參考書。經濟系簡耿堂老師填寫

三門指定參考書單，皆為一個學年之用：「統計學 1」課程，需要：《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Statistics for managers using Microsoft Excel》

二本為指定參考書，因所指定之書為新版，皆為總館所無，已由組長轉請

採編組採購。「數理統計學」課程，需要：《Probabil i ty and stat is t ics》、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tatistics》二本為指定參考書。「統計學」課

程，需要：《Business statistics :for contemporary decision making》、《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二本為指定參考書，因所指定之書為新版，皆

為總館所無，已由組長轉請採編組採購。 

9 月 27 日，社工系鄭怡世老師開列講授的「社會工作概論」課程，為

一個學年之用，需要：《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一本為指定參考書，另外

提供一本他私人的書：《社會工作概論》作為指定參考書用。 

9 月 28 日，建築系蘇智鋒老師填寫兩門指定參考書單，皆為一個學年

之用。「建築理論」程：需要：《Building Ideas - 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Theory》、《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二本為指

定參考書，第三本《Architectural Theory -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則查無館藏，已請該老師填寫申購單，再送至採編組採購編目。

「空間型構數位分析」課程：需要：《Social Logic of Space》、《Space is The 

Machine》、《Decoding Homes and Houses》三本為指定參考書。 

10 月 2 日，畜產系姜樹興老師開列講授的「營養導論 2」課程(一個學

年之用)，需要《一生的營養規劃》(2 本)為指定參考書。 

10 月 4 日，政治系張玉生老師開列三門指定參考書單，「民主與憲政」

課程，需要：《Edward S. Corwin's The Constitution and What It Means Today》、

《American Govermnent : Freedom and Power》、《The Politics of Mod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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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Clinton》、《Congeessional 

Government :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cics》、《自由與人權》、《比較中西政治

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史》、《比較選舉制度》、《英國史綱》、《中華民國憲

法概要》、《民主化的歷程》十一本為指定參考書；「西洋外交史」課程，

需要：《Doplomacy》、《Contemporary Europe : A History》、《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Wewnty Century》(無館藏)、《西洋政治外交史》、《現代西洋外

交史》、《西洋現代史》、《西洋近代史》、《西洋近世史》、《外交學》、《國際

法大綱》、《西洋外交史》、《他比總統先到》、《西洋外交史》十三本為指定

參考書；「國關英文」課程，需要：《翻譯研究》、《總而言之》、《我看美國

精神：從牛仔文化，911 到斷背山》三本為指定參考書。 

10 月 5 日，社工系王秀絨老師開列講授的「家庭制度與現代社會」課

程，需要：《中國歷代婚姻與家庭》、《家庭重塑--探尋根源之旅》、《婚姻與

家庭》、《太太的歷史》四本為指定參考書。 

到目前為止，本學期(96 學年第 1 學期)參預開列授課指定參考書單的

教師，僅有 8 個學系(化學、建築、社會、社工、政治、經濟、行政、畜產)，

12 位教師(王玉蘋、吳雨珊、蘇智鋒、陳正慧、趙彥寧、王秀絨、鄭怡世、

張玉生、賀惠玲、簡耿堂、李翠萍、姜樹興)，20 種課程，開列 61 種書籍，

作為指定參考書。參與開列指定參考書的學系，僅佔全校 40 個學系的

20%；提供指定參考書單的教師，若僅以 470 位的專任教師計算，則有開

列指定參考書單者佔 2.55%。不論是在提供指定書單的學系與教師，比率

都高於 95 學年第 2 學期，究竟是因開學的前與後所進行當學期的準備工

作不同，導致二個學期的數字明顯的差異呢？還是另有其它因素，由於這

僅是一年來所見的變化，還不足以論定，仍需長期的觀察才能確定。 

不論是提供指定書單的學系與教師的比率，從學校整體的系所單位與

教師的人數來看，本館對於指定參考書的業務推展，似乎是更需加以思考

因應對策，以提高系所教師們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意願！當然，如果校內

各級主管與教師們能就上課的需求與學生使用指定參考書的意願作進

一步的思考，相信可以提高其被需求度的。 

三、各校指定參考書的管理模式 

在思考本校指定參考書的管理問題時，當然需要瞭解他校的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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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以為參考的依據，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用意正在於此。

以下即就網路上可以蒐集到的公、私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的管理模

式，列舉出其間的差異性，作為觀察的重點依據。 

校

名 

開放時間 借出冊

數 

借閱限制 查詢

方式 

收件

時限 

負責

單位 

備註 

台

灣

大

學 

週一至週六

08:20~22:30

週日 

08:20~17:00

2 冊，未

標明使

用時間 

開架閱覽並

限館內閱覽

可隔夜借

閱，次日開

館後一小時

內歸還，不

得續借。 

逾期以「時」

計算，每小

時罰款5元。

課程

名稱 

教師

姓名

查詢 

每學

期開

學前

函請

任課

教師

提供 

參考

室  

1.設有影印機供

影印。 

2.分一般課程及

通識教育課程兩

種 

3.分置於教師指

定考書區、參考

書區、核心館藏

區、多媒體學習

中心、醫學人文

區。 

政

治

大

學 

未明列出來 

中正圖書館

圖書借還

08:00~21:50

未明列

可借冊

數及使

用時限 

限館內閱覽

閉館前一小

時可辦理外

借閱覽，於

次一開館日

開館後一小

時內歸還 

逾期每冊每

小時罰款五

元。 

目錄 開學

前或

學期

中，以

網路

或書

面申

請 

參考

服務

組 

1.限館內閱讀、

大套叢書、參考

工具書、期刊、

視聽資料不得列

為指定參考書 

2.不接受含他人

著作之複製而逾

越著作權法合理

使用之範圍 

3.置於各書之原

館藏地 

清

華

大

學 

未明列時間 

參考諮詢週

一至週五 

08:30~21:00

二冊四

小時可

續借 

隔夜外借，

外借於各單

位借還書服

務結束時間

前二小時辦

理，於隔日

借還書服務

開始後二小

時內歸還 

逾時未歸還

之讀者除停

止其借閱權

外，每冊(件)

系所

名稱 

任課

教師 

課程

名稱

查詢 

每學

期結

束前

發出

訊息

提醒

教師

提供

下學

期的

指定

參考

書單 

未明

列負

責單

位 

1.以書籍和視聽

資料為主，單篇

論文及報紙資料

需自行影印一份 

2.陳列於總館及

各分館，視聽媒

體陳列於視聽中

心服務台 

3.為圖書館所無

之書即發出薦購

單 

4.在學期開學期

傳回。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4期 

 30

每逾一小時

課以新台幣

10 元之滯還

金 

印表

單或

線上

申請 

交

通

大

學 

未明列時間 

讀者諮詢服

務時間為 

週一至週五 

09:00~21:30

二冊 

2 小時 

供館內閱覽 未標

明查

詢的

方式 

下載

書單

或線

上申

請 

參考

諮詢

組 

1.期刊及參考書

不在指定範圍 

2.館藏所缺圖書

館可逕行採購 

3.私人資料可列

為指定參考書 

4. 列為「教師指
定參考書」的圖

書，若已被借

出，可列為第一

順位預約，再依

第十條規則索回 

中

山

大

學 

週一至週五 

08:00~22:30

週休及國定

假日 

09:00~17:00

二冊 

4 小時 

或二天 

由授課老師

決定限館內

閱覽或館外

閱覽，逾期

每小時罰 5

元 

未標

明查

詢方

式 

未標

明收

件時

限 

出納

台 

1.可線上預約及

續借 

2.限館內閱讀者

還到櫃台，可館

外閱覽者置於還

書箱或交給櫃台 

文

化

大

學 

週一至週五 

8:30-21:00 

週六 

8:30-17:00 

週日 

9:00-17:00 

未標示

冊數 

限二樓指定

參考書專區

閱覽 

用課

程名

稱查

詢及

教授

姓名

查詢 

第一

學期

96年

6 月

15 日

第二

學期

96年

12 月

31 日

可下

載表

格或

電子

郵件 

參考

櫃台 

1.期刊、報紙及

視聽資料不受理 

2.單篇論文由教

師自行影印並註

明期限及資料來

源 

3.館藏未有者可

配合圖書採購作

業需求，逾期提

出時只就現有館

藏 

靜

宜

大

學 

週一至週五 

08:00 ~21:30  

週六、日 

09:00 ~18:00 

5 冊二

小時，

可續借 

限館內閱覽

閉館前兩小

時得予借

出，次日開

館後一小時

未標

明查

詢方

式 

每年

元月

及八

月底

提出

參考

諮詢

台 

1.無館藏者可以

申請購置，個人

資料可列入指定

參考書 

 



文稿 

 31

內歸還 

逾期每小時

罰款 5元 

申請 

東

海

大

學 

週一至週日

08:00~21:15

1 冊二

小時，

可續借 

館內閱讀，

閉館時得予

借出，惟須

於次日開館

後十分鐘內

歸還，逾期

每小時罰款

5元 

無 

館藏

目錄

標示

為指

定參

考書 

每學

期的

開學

前後 

流通

組 

1.限總館館藏 

2.無館藏者由各

系所提出申購單 

經由上面的表列，可以由幾個方面來觀各校間對於指定參考書在管理

上的差同： 

1.開放時間，除了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未標出來之外，其

它五所大學基本上都是採取服務讀者的立場，只要圖書館開館，就提供指

定參考書的服務，當然這也涉及指定參考書區的管理單位以及是否有專人

與專業人士負責管理有關。 

2.借出冊數和借閱限制有關，如文化大學限二樓指定參考書專區閱

覽，惜文化大學未標示借閱的時間及冊數。東海則限在指定參考書室內使

用，但未限定冊數。其餘限開架式限館內閱覽者，以二小時為多。交通大

學、文化大學未標明是否可以隔夜借，其餘皆可可辦理隔夜借，限次日開

館後一小時內歸還。東海早期不准隔夜借，從 1973 年《東海大學圖書館

手冊》<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借閱規則>(夾頁附件)明定晚間閉館時

可以借出，但次晨八時十分開館時必須歸還，後來再演變成次日開館後十

分鐘內歸還，其餘皆為 

3.指定參考書的查詢方式，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文化大學三所提供

「課程名稱」、「教師姓名」，甚至是「系所」名稱查詢，其餘不是未標明

查詢方式，就是僅提供「目錄」(如政治大學)，東海則僅在「館藏目錄」

中標示為「指定參考書」。 

4.收件的方式，有提供網路申請、線上申請及書面申請三種模式。收

件的時限則大都在學期的開學前函請任課教師通知為主，清華大學的每學

期結束前發出訊息提醒教師提供下學期的書單，文化大學的第一學期在 96

年 6 月 15 日、第二學期在年 12 月 31 日前提出書單，靜宜大學則在每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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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及八月底提出申請，文化與靜宜都屬於在每學期結束前請任課教師提出

下學期的指考參考書單，使得負責該項業務的工作人員有更充裕的時間處

理，於開學之初即可提供讀者使用。 

5.負責的單位，清華大學的指定參考書分置於總館及各分館，而未標

明負責的單位，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交通大學、文化大學及靜宜大學等

五所大學皆歸屬參考諮詢台負責，僅中山大學及東海置於出納台，由流通

櫃枱負責。 

6.指定參考書若為館藏所無，圖書館自行發出薦購單者，有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文化大學，而靜宜大學與東海則需由任課教師提出申請。 

四、東海指定參考書管理上的檢討與思考 

圖書館設立指定參考書區，是有其必要性，誠如黃超蘭<台灣地區大

學院校圖書館教授指定參考書服務之調查研究>所說： 

1.在經費不足與館藏空間有限的限制之下，圖書館不可能購置

太多的複本，為保障學生使用課堂所需資料的權利，必須限制特定

資料的使用時間。 

2.做為學習輔助的書籍費用往往是可觀的，許多學生可能沒有

能力負擔購買所有需要的參考書籍經費，大學圖書館基於支援教學

研究及提供讀者所需資源的功能，自然應當為學生們準備課堂所需

的資料。 

3.對於學生來說，教授指定參考書應是學生在學習中的必須

品，將這些對於學生來說有較高需求的資料集中在一起，可以方便

學生使用。 18 

東海設立指定參考書區的原因亦不外乎此，在創館五十餘年的過程中，對

於指定參考的管理，從現存文獻中可以看到一些的變化。 

東海的指定參考書的管理，從 1964 年的簡介記載限館內閱覽、逾期

罰款、取閱須登記、不規定使用冊數的規定以後，到了 1973 年《東海大

學圖書館手冊》<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借閱規則>(夾頁附件)，修改

成：「惟晚間閉館時可借出，但次晨八時十分開館時必須歸還」、「借閱冊

數，每一學科以一冊為限」、「取閱時須由工作人員經手」(見「參考部份．

                                                 
18 見《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31 期，頁 50，1999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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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參考書」)。可以看出其間規則的修改：由限館內閱覽改為閉館前可借

出；借閱冊數由不限定改為每學科一冊；取閱須登記，改為取閱須由工作

人員經手，似乎意味著已經有專人管理，而且是由參考組負責該項業務。 

1975 年以後的《圖書館手冊》 19，皆明載指定參考書的負責單位為參

考組，並開始限定借閱時限，如 1975 年《圖書館手冊》<參考>(頁 5)「指

定參考書」條明載「每次借閱時限為兩小時，取閱須由工作人員經手」，

已經將閱覽的時間限在兩小時。 

1996 年以後，《圖書館手冊》則改為「每次限閱兩小時，不得外借」(見

頁 12「指定參考書」條)，1996 年仍由參考組負責該項業務，惟負責該項

業務的工讀經費部份刪減，因而取消「取閱須由工作人員經手」；1997 年，

由於工讀經費減半，參考組認為無法執行該項業務，經由館長同意後改隸

於流通組，據同仁表示，第一年是工讀經費減半，但指定參考書區的時數

又被減半(即只存原有的四分之一)，其它一半工時挪到書庫使用；第二年

則工讀經費全部刪減，改由流通櫃枱的值班人員兼辦取閱登記業務。 

根據現行圖書館網頁的「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規則」來

看，係 1998 年 3 月 4 日第六次行政會議准予備查，已經由「每一學科以一

冊為限」改為「每人每次限借一冊」，借閱時間仍保留兩小時，也還是隸

屬於流通組的業務，雖有專人負責，但因每位同仁都需輪值櫃枱及支援檢

查站、自修閱覽室及書庫管理的工作，加上沒有工讀經費，無工讀生協助

管理，只能由流通櫃枱值班人員兼辦讀者取閱歸還的登記業務。 

透過與他校指定參考書的管理模式比較對照後，發現他校對於指定參

考書的管理頗有值得效法之處，如： 

1.就指定參考書的置放地區與管理單位而言，東海的開放時間，與指

定參考書的借閱時間，幾乎是同步進行的，與其他幾所學校的週六、日的

開放時間縮短相較起來，可說延長許多。但是，置於流通櫃枱，缺乏參考

人員的專業指導，讀者在使用方面上若發生疑問，或需要協助(瞭解)相關

書籍或資料的蒐集與參考等等，圖書館無法立即給予協助支援，圖書館不

                                                 
19 目前館內蒐集到的《圖書館手冊》有 1964年、1973年、1982年、1986年、1989
年、1992年、1993年、1996年、1997年、1998、1999年等。從 1996年開始，東

海已進入圖書館自動化的時代，所有的規則由置放於圖書館網頁，所以《圖書館

手冊》上也不再刊載圖書館的各項規則，因而再也無法瞭解其間的變化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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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不能有效地開展業務，反而讓設置指定參考書區的美意被削弱、縮減。

當讀者在使用指定參考書時，無法獲得館員的協助與指導，相對地就會減

少使用的機會或次數，惡性循環的結果是使用者愈少，圖書館愈不重視該

項業務，最後成為可有可無的狀態，導致圖書館與讀者雙雙受傷與失敗的

結局。 

2.開放隔夜借閱的政策而言，雖然各圖書館是相同的，但他校是在次

日開館一小時內歸還，東海則限在開館十分鐘歸還。就歸還時間上來看，

東海的讀者可能能會覺得開館的十分鐘內趕來還書是一件辛苦的事，相對

地就減少了隔夜借的意願，若能延長為開館一小時內歸還，對於館內閱讀

的讀者雖然有些許的不方便，也會造成流通櫃枱值班人員的不便，但站在

讀者使用方便的立場與推廣的角度來看，加上筆者一年來負責該項業務的

經驗，應該是可行的。至於如何推廣指定參考書的使用，涉及到任課教師

的工作，必需再仔細的考量。 

3.查詢方式的提供，例如台灣大學等提供「課程名稱」與「教師姓名」

兩種查詢的方式，在讀者使用上可以迅速明確地得知自己所選修的課程開

列哪些指定參考書，可供自己閱讀；清華大學加上由「系所名稱」來查詢

的功能，則更為便利讀者們使用。參考他校與校內各單位網頁的架構，如

果圖書館能參照教務處「開課明細&授課大綱查詢」的檢索模式，請電算

中心提供類似的系統連結到圖書館的網頁上，讀者可以依單位、部別、教

師姓名、課程名稱等檢索點加以檢索，相信更能提高指定參考書的使用量。 

4.收件的時限而言，筆者接受該業務是從 96 年 3 月 1 日開始，當時已

經是學期開始，在簽請上級同意發函各系所單位轉達任課教師開列指定參

考書單，等收到書單之後再進行書庫拿書、建檔、標示教師姓名後置放於

指定參考書區時，已經是三月中旬的事，或許是教師們在開學初期總是比

較忙碌，對於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事不一定能夠配合，所以成效不彰。 

96 學年的第一學期開始之前，即著手進行簽報准予函請各系所單位轉

達任課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工作，因此在開學之前即有教師提供指定

參考書單，筆者亦隨即進行相關作業，使得這個學期開列指定參考書單的

教師人數多於上個學期。 

日後可以參酌文化大學和靜宜大學的收件模式，在每年的六月及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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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或每年的元月及八月底)之前函請各任課教師提出指定參考書單；同

時參考他們對於館藏所無的書籍，轉交採編組採購或連繫該授課教師(或其

系所單位)開列申購單，以利圖書館進行採購，讓選修該課的學生可以在一

開學即能看到該書。 

5.申請的方式，東海目前採取隨著電子公文附上申請書檔案的方式，

請各授課教師列印下來填寫，也可以直接在檔案填寫後 e-mail 到圖書館。

然而參考他校的作法，應該加上網頁上的申請模式，亦即請數位資訊組的

同仁協助，將指定參考書單的檔案掛在(常駐)圖書館的網頁上(可在網頁上

設立「指定參考書單」檔案或在「指定參考書使用規則」設立連續的欄位)，

方便授課教師們提供書單，或許可以提高指定參考書的數量，吸引讀者利

用，更可能凸顯圖書館設立指定參考書區的意義與目的了。 

至於指定參考書是否電子化 20，以減低紙本式書籍數量不足的困擾，

提供讀者隨時隨地不受時地的限制，由於涉及書刊的版權取得與使用的問

題，電子化過程中所需的人力經費，檔案提供的格式模式，管理機制與安

全措施的處理等等，超出筆者能力所及，姑且不去思考，然而未來勢必要

面臨此種問題的。 

附錄一、台灣大學圖書館 

台灣大學圖書館為支援該校區的教學活動，圖書館於每學期開學前，

函請各科系所任課教師，配合課程需要推薦指定參考圖書，專架陳列置於

該館三樓參考室「教師指定參考書區」，每人借出以二冊為限，限隔夜借

閱(即自中午十二時後方得借出，並須於次日開館後一小時內歸還)不得續

借，以確保同一部書能為多數同學使用。逾期時數之計算以到期日(以該館

電腦紀錄為準)之開館一小時後起算，逾期計算以「時」為單位，不滿一小

時以一小時計。若任課教師開列之指定用書為參考書、核心館藏、視聽資

料、醫學人文圖書，則分別置於三樓參考室「參考書區」及「核心館藏區」、

四樓「多媒體學習中心」、二樓裝訂期刊室「醫學人文區」，限館內使用。 

台大的指定參考書，可以從「館藏目錄」中「以課程名稱」或「以教

                                                 
20 蔡淑玲<電子化指定參考書初探>(《大學圖書館》第 4卷第 1期，頁 81~99，2000
年 3月)即是討指定參考書電子化的問題及當時所知的三種系統優缺點作比較及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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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姓名」查詢。 

台灣大學圖書館「教師指定參考書使用須知」內文如下： 

壹、宗旨 

國立台灣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便利本校學生利用教師

指定參考書並協助教學研究，特於地下一樓設立「學位論文暨指參

專區」，以配合學生修習課程之需求。  

貳、閱覽方式 

1.本館教師指定參考書區，均採「開架閱覽」並「限館內閱覽」

方式。  

2.於開放時間內，讀者可憑學生證、教職員工證、校友證及臨

時閱覽證等可茲識別之有效證件，刷卡進入學位論文暨指參專區。  

參、線上查詢方式    

1.使用 Tulips 系統或 WebPAC 系統之指定參考書查詢功能。讀

者可依「課程名稱」或「教師姓名」進行資料檢索。  

2.書目呈現結果  

例： 書名/作者 C 理論 :易經管理哲學 / 成中英著  

出版項 臺北市:東大發行 :三民總經銷, 民 84[1995] 版本項 

初版 

館藏地   總圖 B1 指定參考書區 

索書號   國文領域（AC-2） 

條碼    2031093 

狀態    限館內閱覽 

3.說明  

上例「C 理論：易經管理哲學」顯示結果即表示此圖書資料為

教師指定參考書，置放於總圖地下一樓指定參考書區，並限定館內

閱覽。讀者可依索書號(AC-2)至該室書架上取書。  

肆、圖書資料排列方式 

本館教師指定閱讀圖書室集中管理「一般課程」及「通識教育

課程」之指定參考書，排列方式為： 

1.一般課程：依系別代碼編流水號，以橘色標籤標示在書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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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學院及編號次序排架。例：AA-1。 

2.通識教育課程：依課程名稱首字筆畫編號，以綠色標籤標示

在書背上，依編號次序排架。例：16 AF-1。(16 即為課程名稱首字

筆劃) 

伍、開放時間 

1.開架閱覽 

週一至週六  8:20~22:30 

週日   8:20~17:00 

2.國定假日不開放；寒暑假開放時間另行公告。  

陸、其他 

上列課程編號、課程名稱、任課老師姓名，係作為查詢時之指

引；該室並設有影印機，歡迎讀者自由使用。 

附錄二、政治大學圖書館 

政治大學對於教師指定參考書加以定義：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或學期

中可依所開課程之需要，指定圖書館所藏若干圖書，作為該課程學生必讀

之基本資料。透過網路申請或填寫指定參考書書單，送交本館參考服務組

或各學院分館，由本館據以將所列圖書專櫃存置閱覽，並置目錄以供查檢。 

指定參考書之涵蓋範圍，包含：與該授課內容有關，且授課教師認為

是學生必讀之圖書資料。大套叢書、參考工具書(如字典、辭典、百科全書

等)、期刊、視聽資料等，請勿列為指定參考書。如老師提供之資料含他人

著作之複製而逾越著作權法合理使用之範圍，本館不予接受。 

政治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相關處理要點如下：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相關處理要點 

第一條、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配合教學與研究需要，特訂

定本要點。 

第二條、教師視其課程需要，指定學生閱讀之書籍稱為指定參考書。  

第三條、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或學期中得視需要，透過網路申請或

填寫指定參考書書單，送交本館參考服務組或各學院分館，

由本館據以將所列圖書專櫃存置閱覽，並置目錄以供查檢。 

第四條、限館內閱覽之資料，不在指定參考書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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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指定參考書以置於原館藏地為原則，不因同一課程或指定

教師所屬學院而更改館藏地。  

第六條、教師提供之資料含他人著作之複製而逾越著作權法合理使

用之範圍者，本館不予接受。  

第七條、指定參考書限於館內閱覽，惟閉館前一小時，得應借閱者

之請求辦理外借閱覽，於次一開館日開館後一小時內歸還，

如有逾時歸還者，每冊每小時處以新台幣伍元之滯還金，

滯還金計算標準比照「圖書館借書期限及逾期日數核計標

準」。  

第八條、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簽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錄三、清華大學圖書館 

清華大學圖書館對於教師指定參考資料服務項目如下： 

1.本校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可指定與課程相關之圖書、視聽媒

體(影像資料須為公開播映版或版權屬個人所有)等資料，圖書館經由一定

的處理程序後， 將資料置放於圖書館參考諮詢台供學生參考使用。教師

所指定之資料即為「教師指定參考資料」。 

2.本校教師指定參考資料之陳列，以書籍與視聽資料為主。如係單篇

論文、報紙資料等，請影印一份供本館陳列。 

3.期刊部份，為保障讀者閱讀之權益，將以原架位取閱為限。 

4.敬請任課教師 於下學期開始前提出下一學期指定參考資料清單。 

5.任課老師所列出參考資料  ，本館將另架陳列在總館或各分館指定參

考資料區，視聽媒體則陳列視聽中心服務台，供修習該課程同學借閱參考。 

6.為保障讀者借閱之權益，本館訂有總圖書館指定參考資料使用須知。

本館亦提供查詢系統供讀者利用系所名稱、任課教師或課程名稱查詢。 

其處理程序如下： 

1.凡本校任課教師皆可向本館(包括分館)提出各種參考資料供學生於

學期中使用。 

2.圖書館在每學期學期結束前會發出訊息提醒教師提供下一學期指定

參考資料，本館在圖書館網頁有表單供教師線上直接填寫或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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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畢之「教師指定參考資料清單」，請於每學期開學前傳回。圖書館

收到「教師指定參考資料清單」後，即刻會處理，並於開學時將指定參考

資料置於諮詢台。 

4.如圖書館並無教師所指定的參考資料，則會立即發出薦購，待書到

館後再行處理。 

5.教師指定參考書之陳列原則上以一學期為限，在每學期結束後即徹

回原書架，但亦可配合任課教師之需求調整。 

6.傳送方式 

為方便老師提供清單，我們提供以下三種傳送方式：線上逐筆填寫、

整批檔案傳送、列印表格填寫：圖書、視聽媒體。 

清華大學教師指定參考資料使用須知 

一、為提供本校教師於圖書館內集中陳列授課相關參考資料，供修

習課程同學使用，特訂定本使用須知。 

二、教師指定參考資料陳列於總圖書館、各分館與視聽中心教師指

定參考資料區，借閱時請憑本校教職員證或學生證登記。 

三、化學系圖書室指定參考資料的使用請依該室相關規定辦理。 

四、每人每次可借閱二冊（件、篇、捲），借期四小時，僅限於館

內閱覽。無人預約時可辦理續借，惟以一次為限。  

五、教師指定參考資料可隔夜外借，外借請於各單位借還書服務結

束時間前二小時辦理，並於隔日借還書服務開始後二小時內歸

還，若遇閉館，則歸還日順延。  

六、逾時未歸還之讀者除停止其借閱權外，每冊(件)每逾一小時課

以新台幣 10 元之滯還金，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滯還金最高

累計至 240 元即不再累計，改為每冊(件)每逾一小時停止借閱

權一日。停權部分可折算成滯還金，每小時仍以新台幣 10 元計

算。  

七、本館各單位資料借還服務時間以本館網頁「開放時間」的資訊

為準。  

附錄四、交通大學圖書館 

交通大學對於指定參考書加以定義：為因應教授授課所需，將館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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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館藏資料列為指定參考書，讓這些資料只限於館內閱覽，並且限定每人

可借用時間，以維護上課學生公平使用之權益。 

指定參考書服務方法： 

1.線上直接申請(請先閱讀服務須知)。 

2.下載「教授指定參考書書單」檔案，填寫完畢之後，以公文方式傳

送至圖書館參考諮詢組呂瑞蓮。 

3.至貴系助教處拿取「教授指定參考書書單」，填寫完畢之後，以公文

方式傳送至圖書館參考諮詢組呂瑞蓮小姐。 

4.您也可以親自圖書館的參考諮詢台直接填寫欲列為指定參考書的書

目資料。 

指定參考書服務須知：請先查詢本館的館藏查詢系統，確認您所要的

列的圖書資料本館是否已有典藏，將其基本資料詳填於「教授指定參考書

書單」上(期刊、參考書不在指定範圍內)。本館沒有的圖書資料，我們將

儘速為您處理；國內採購至編目完成約需 3~4 個星期，國外則需 2~4 個月。

私人資料亦可以列為教授指定參考書。請用公文傳送至圖書館參考諮詢組

呂瑞蓮小姐處，註明課程名稱、大名、所屬系所、E-MAIL、聯絡電話，我

們將儘速為您服務。 

附錄五、中山大學圖書館 

中山大學定名為「教授指定參考書借閱服務」： 

1.說明 

為配合教師教學需要，老師可以指定圖書館的某些館藏或自己的書作

為教授指定參考書，並放置在圖書館教師指定參考書區集中管理。申請本

項服務請先填妥「教師指定參考書申請單」，送至圖書館三樓出納台；若

為讀者持借中的圖書請先在圖書館「公用目錄查詢系統」辦理預約即可。 

2.借閱時間  

I.週一至週五：08：00~22：30。  

II.週休及國定假日：09：00~17：00。  

III.寒暑假及其它特殊情況依本校辦公時間開放。 

3.借閱方法 

限本校學生持學生證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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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期：限館內閱覽：4 小時。可館外閱覽：2 天。以上由授課老師決

定。 

冊數：2 冊。 

預約及線上續借比照一般圖書處理。 

逾期罰款：限館內閱覽：每小時 5 元。 

可館外閱覽：每天 5 元。 

4.還書  

I.限館內閱覽者請交至櫃台，由服務人員馬上辦理還書。 

II.可館外閱覽者，可放入還書箱，或交給櫃台服務人員處理。 

附錄六、文化大學圖書館 

文化大學圖書館為配合教學與研究，凡該校教師皆可依課程需要，開

列指定參考資料，陳列於二樓指定參考書專區，提供修課學生館內閱覽，

以提昇學習成效。可以利用「課程名稱查詢」及「教授姓名查詢」兩種方

式檢索。 

所設定的指定參考書收錄的範圍： 

1.指定參考書以圖書為主，期刊、報紙、視聽資料恕不受理，但教師

可提供個人收藏或著作。 

2.指定資料若為單篇論文，請授課教師須自行影印並註明指定閱讀期

限及資料來源(篇名／著者／期刊名／卷期年代／頁次)，交由圖書館放置

於教師指定參考書櫃供學生閱覽，學期結束後再撤架歸還授課教師。  

其申請的作業流程如下： 

1.教師填寫「指定參考書書目」，下載 Word 檔表格，填寫後請將表格

傳真至(02)28615144 即可。也可用 E-Mail 申請，下載 Word 檔表格，填寫

後以附檔的方式 E-Mail 傳回。 

2.書目回收截止日： 

第一學期 96 年 6 月 15 日。 

第二學期 96 年 12 月 31 日(敬請配合整批圖書採購作業需求，於期限

內提供書目，若逾期提供請就本館現有館藏選擇指定參考書目，謝謝)。 

3.圖書館預備作業：回收書目複查、書庫取書、館藏狀況設定及資料

庫建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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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期結束：將書歸入書庫及歸還教師個人資料。 

指定參考書使用辦法： 

1.限二樓指定參考書專區內閱覽，不得攜出專區或借閱。 

2.若需影印，請持學生證至參考櫃台登記，影印完畢將書還至參考櫃

台並取回學生證。 

附錄七、靜宜大學圖書館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分「教師指定參考書申請辦法」及「教師指定參

考書借閱辦法」兩種，「教師指定參考書申請辦法」內文如下： 

第一條 

為配合任課教師需求，俾便修課學生有效使用所需之參考圖書，

以利達成教學與研究之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視其課程需要，將欲指定學生閱讀

之圖書資料，填入「教師指定參考書申請單」中，交圖書館參考組

列為「教師指定參考書」。  

第三條  

各教師所開列之「指定參考書」陳列於一樓參考諮詢台教師指

定參考書區，供修課學生於「館內閱覽」。  

第四條  

填寫「教師指定參考書申請表」時，請注意下列事項： 

 一、有館藏者：請依館藏查詢 (WebPAC) 之書目資料填入，惟

期刊及參考工具書請勿列入。 

 二、無館藏者：請在登錄號欄內註明「無館藏，請購置」；圖

書處理時限從採購至編目上架國內約三星期，國外約二個月。  

 三、個人收藏資料：請在登錄號欄內註明「個人藏書」。  

 四、請於每年元月及八月底前提出申請，並勾選需使用之學期，

以利作業。  

第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師指定參考書借閱辦法」內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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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便利本校學生利用教師指定參考書，研讀課程有關之資料，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指定參考書限館內閱覽，惟閉館前兩小時得予借出，並需

於次日開館後一小時內歸還。  

第三條  

學生應憑學生證親自到一樓參考諮詢台辦理借閱手續，每人每

次可借閱五冊，以二小時為限，無人預約時可重新借閱。  

第四條  

圖書逾時歸還應繳滯還金，每冊每小時新台幣伍元整，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第五條  

借閱之資料毀損或遺失，依本館「圖書及電子資料借閱規則」

賠償；教師提供之個人資料由教師自行決定賠償辦法。  

第六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錄八、東海大學圖書館 

東海大學圖書館指定參考書使用規則  

第一條 為便利學生研讀課程有關之圖書資料，任課教師得就圖書

館藏及個人圖書資料，向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申請列為指

定參考書。  

第二條 指定參考書限在館內閱讀，不得攜出館外，但閉館時得予

借出，惟須於次日開館後十分鐘內歸還。 

第三條 學生憑學生證或借書證親自辦理借閱手續，每人每次限借

一冊，借閱時間兩小時。 

第四條 借書超越時限，每冊每小時處以新臺幣伍元之罰金，不滿

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第五條 本規則經本校行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