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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學系  81 社會學系  107 

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1 附屬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33 

建築學系  7 政治學系  63 

流通組  948 美術碩士在職專班  10 

美術學系  108 英語中心  1 

音樂學系  38 食品科學系  24 

哲學系  73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29 

秘書室  2 財務金融學系  1329 

高階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13 國際貿易學系  1441 

推廣部課務組  21 統計學系  540 

景觀學系  29 華語教學中心  31 

會計碩士在職專班  29 會計學系  1008 

經濟學系  108 資訊工程與科學系  97 

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4 資訊管理學系  222 

電機工程學系  3 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106 

數位資訊組  35 數學系  30 

歷史學系  34 餐旅管理學系  371 

營繕組  4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53 

總務處  1   

總計數 8593 

 

統計暨分析 

97 學年第 1 學期指定參考書工作紀實暨統計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97 學年第 1 學期的指定參考書函請各系所教師提供書單的作業，開始

於 97 年 6 月 2 日，當天即擬妥通知各系所教師提供指定參考書單的函稿，

請組長與館長同意，6 月 4 日，獲得同意後隨即發送到各單位，以便指定

參考書區的作業。 

一、97 學年第 1 學期指定參考書工作紀實 

6 月 12 日，建築系蘇智鋒老師提出「建築理論」一門課的書單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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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deas - 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Theory》(720.1 H133 2000  

W226433)、《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720.1 L467 

1997  W180833)，皆為 97 學年整學年使用。 

6 月 23 日，中文系乃俊廷老師提出「文字學」一門課的書單：《甲骨

文編》(MA792.1 5062 2004 六刷 C402379)、《金文編》(MA795.3 3000 2003 

八刷 C402376)，皆為 97 學年整學年用書。 

7 月 30 日，經濟系簡耿堂老師提出「統計學」、「數理統計學」計三門

課程的書單：《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A Practical Approach, 

2007》(519.5 An23s 2007 W270570)、《Statistics for Managers: Using Microsoft 

Excel, 5th ed.,2008.》 (519. 50285554 St29 2008 W270635)、《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3rd ed., 2002.》(519.2 D365 2002 W226845)、《Business Statistics 

for Contemporary Decision Making, 5th ed., 2007.》(送編中 W275606)，皆為

97 學年整學年用書。 

9 月 8 日，社工系高迪理老師提出「社會統計」、「計量方法」二門課

的書單：《Statistics for social workers》(519.5024362 W43 2004 W259076)、

《Statistics :a gentle introduction》(519.5 C777 2000 W222508)、《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workers》(519.5024362 M763 2002 W259077)、《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 (think they) hate statist ics》(519.5 Sa34 2004 W243848)，皆為 97 學年整

學年用書。 

9 月 17 日，社會系陳正慧老師提出「社會統計學」一門課程的書單：

《應用統計學(三版)》(518/4451 2006 c467881，10 月 8 日到期之書已預約)、

《應用統計學(三版)》(OD518/4451 2006 n070720)，皆為 97 學年整學年用

書。 

9 月 19 日，社工系鄭怡世老師提出「社會工作研究方法」一門課程的

書單：《調查研究方法》(540.15/6633 c445467)、《學術論文寫作：APA 範》

(811.4/1127 c417970 10 月 31 日到期已預約)、《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法》

(540.1/4664-02 v.1 v.2 c253983 c253984)、《社會工作研究法》(547.031/7507 

c464857 10 月 31 日到期已預約)、《The basics of social research》(301.072/B113 

w240543 尚未尋獲)、《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ers》(361.32072/Y35 

w259069)、《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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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1/N394 w265166)，除第二本至第四本外，其餘都是 97 學年整學年用

書。 

9 月 20 日，化學系吳雨珊老師提出「生物化學」、「蛋白質體學」、「有

機化學」等三門課程的書單：《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572/N332 

2005 w250479 w256759 尚未尋獲)、《Lehninger 生物化學原理》(399/8437 2003 

c438766)、《Principles of proteomics》(572.6/T94 w261346)、《Introduction to 

organic chemistry》(547/B815 2005 w269277)，皆 97 學年上學期用書。 

10 月 9 陳健忠轉來社工系林雅俐助教寄來的 mail，提出擬指定《家族

治療》(178.8/6047 c356255，c237723，c237724，c356256)為指定參考書，因

不知究為哪位老師的哪門課程所用，以 mail 詢問。10 月 13 日來信告知：

韓青蓉老師「社會工作實習一」課程所需，已處理。 

10 月 14 日，彙整 97 學年上學期所有的指定參考書單，分 2009 年 1 月

31 日(電腦顯示為 2009年 2 月 2 日)到期與 2009年 7 月 31 日到期兩種書單，

並 mail 給李光臨，請他協助將這些資料掛上網頁上，以供讀者查詢。 

10 月 29 日，通識中心陳永峰老師開列「政治學」、「日本文化概論」

兩門課程的指定書單，《民主在美國》(574.52/3007 2000 c323475)、《日本縱

向社會的人際關係》(541.76/5042 c180803)，皆為 97 學年上學期用書。 

11 月 6 日，通識中心陳永峰老師開列「政治學」一門課程的指定參考

書單，《誠信(信任)》(550.1/5557)，為 97 學年上學期用書。 

11 月 10 日，建築系汪文琦老師開列「建築構造(一)」一門課程的指定

書單：《構造材料手冊》(MA441.53/0480 2007)、《混凝土構造手冊》(MA 

441.555/2415 2006)、《砌體結構手冊》(MA441.551/1565 2004)、《屋頂構造手

冊》(採編組處理中)、《立面構造手冊》(採編組處理中)、《鋼結構手冊》(採

編組處理中)、《玻璃結手冊》(採編組處理中)，皆為 97 學年整學年用書。

採編組處理中的 4 本書，至 11 月 21 日才全部置放於指定參考書區。 

12 月 1 日，外文系尹慕群老師開列「研究方法」一門課程的指定參考

書：《Perspectives on plagiaris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808/P432 1999 w193800 )、《Stealing into print :fraud, plagiarism, and misconduct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179.9097 L133 1992 w162060)、《Student plagiarism in 

an online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371.58 St94 2008 w275445)等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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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為 97 學年上個學期使用。 

2009 年元月 9 日，建築系汪文琦老師增列《建構建築手冊：材料，過

程，結構》(441.55 0834 2007 c482920、c482921、c482922)一式三本書，於

元月 13 日處理置放指參考。 

茲將上述諸位教師所提供的指定參考書，從 2008 年 9 月 24 日開始借

閱，統計至 2009 年的元月 16 日止，表列於下：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書名 次數 

中文系 乃俊廷 文字學 甲骨文編 0 

中文系 乃俊廷 文字學 金文編 0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Perspectives on plagiaris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2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Stealing into print :fraud, 

plagiarism, and misconduct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8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Student plagiarism in an online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 

3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0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Lehninger 生物化學原理 

16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Principles of proteomics 

0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Principles of proteomics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A Practical 

Approach, 2007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Statistics for Managers: Using 

Microsoft Excel, 5th ed.,2008.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3rd 

ed., 2002. 

0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Business Statistics for 

Contemporary Decision Making, 

5th ed., 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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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統計學 應用統計學(三版)(含附件) 11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Statistics for social workers 

1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Statistics :a gentle introduction 

0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workers 

3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 (think 

they) hate statistics 

3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調查研究方法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學術論文寫作：APA 範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法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社會工作研究法 2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The basics of social research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ers 

0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0 

社工系 韓青蓉 社會工作實習一 家族治療 0 

建築系 蘇智鋒 建築理論 

Building Ideas - 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Theory 

0 

建築系 蘇智鋒 建築理論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構造材料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混凝土構造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砌體結構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屋頂構造手冊 2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立面構造手冊 2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鋼結構手冊 1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玻璃結手冊 0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建構建築手冊：材料，過程，

結構 

0 

通識中心 陳永峰 

政治學 

日本文化概論 民主在美國 

13 

通識中心 陳永峰 

政治學 

日本文化概論 日本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 

0 

通識中心 陳永峰 

政治學 

日本文化概論 誠信(信任) 

5 

由表中所列所得，計有 73 人次 /冊的數量。 

97 學年第 1 學期中，有 8 個學系(中心)，11 位教師，16 種課程，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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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種書籍作為指定參考書。與 96 學年第 2 學期中，有 12 個學系，14 位教

師，14 種課程，開列 71 種書籍作為指定參考書相對照。多了 2 種課程，

但少了 4 個學系開列指定參考書單，與 32 種書籍，顯現雖然早在 6 月 4

日即發函請各任課教師開列指定參考書單，6 月 12 日即有建築系蘇智鋒老

師開列 1 種課程 2 種書籍，但整學期而言，效果尚不明顯。 

二、97 學年第 1 學期指定參考書借閱的統計暨分析 

97 學年第 1 學期的 39 種指定參考書，有外借記錄的僅有 15 種，另依

次數高低排列於下：  
系所名稱 教師名稱 課程名稱 書名 次數 

化學系 吳雨珊 

生物化學 

蛋白質體學 

有機化學 Lehninger 生物化學原理 

16 

通識中心 陳永峰 

政治學 

日本文化概論 民主在美國 

13 

社會系 陳正慧 社會統計學 應用統計學(三版)(含附件) 11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Stealing into print :fraud, 

plagiarism, and misconduct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8 

通識中心 陳永峰 

政治學 

日本文化概論 誠信(信任) 

5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Student plagiarism in an 

online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 

3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workers 

3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 

(think they) hate statistics 

3 

外文系 尹慕群 

研究方法 Perspectives on plagiaris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2 

社工系 鄭怡世 

社會工作研究

方法 社會工作研究法 

2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屋頂構造手冊 2 

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立面構造手冊 2 

經濟系 簡耿堂 

統計學 

數理統計學 

Business Statistics for 

Contemporary Decision 

Making, 5th ed., 2007. 

1 

社工系 高迪理 

社會統計 

計量方法 Statistics for social work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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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 汪文琦 建築構造(一) 鋼結構手冊 1 

根據上述表列，97 學年第 1 學期，39 種指定參考書，使用的共有 15

種書籍，佔 38.46%，將近四成，可看出仍有六成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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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外借的情形)。 

在這 15 種有被外借的書籍中，總借閱次數為 73 次，以《Lehninger 生

物化學原理》借用 16 次為最多，佔全部的 21.92%；其次是《民主在美國》

借用 13 次，佔 17.81%；第三是《應用統計學(三版)》(含附件)借用 11 次，

佔 15.07%；第四是《Stealing into print :fraud, plagiarism, and misconduct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借用 8 次，佔 10.96%；《誠信(信任)》借用 5 次，佔

6.85%；、《Student plagiarism in an online world :problems and solutions》、《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workers》、《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 (think they) hate statistics》

等三種皆借用 3 次，佔 4.11%；《Perspectives on plagiaris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 postmodern world》、《社會工作研究法》、《屋頂構造手冊》、《立

面構造手冊》等四種各外借 2 次，佔 2.74%；《Statistics for social workers》、

《Business Statistics for Contemporary Decision Making, 5th ed.,  2007.》、《鋼結

構手冊》等三種皆僅外借 1 次，佔 1.37%，即使這三種的借閱記錄僅是 1

次，仍遠勝於不曾被外借的 24 種。 

其中中文系乃俊廷老師開列的《甲骨文編》與《金文編》二書，總館

後來採購四本；所以列為指定參考書就不再有人使用。建築系汪文琦老師

開列八種「建築結構」手冊之書，每種各有三本，就無法相當準確的統計。 

三、小結  

有鑒於 96 學年的指定參考書，不論是各系所教師提供的指定參考書，

或是選修各課程的學生的借閱率皆偏低的情形，所以在處理 97 學年第 1

學期的指定參考書的業務，提前在 6 月 2 日即擬妥「請各系所教師提供指

定參考書單」的函稿，經組長、館長同意後，於 6 月 4 日發函請求協助。

至 6 月 30 日止，已有中文系乃俊廷老師與建築系蘇智老師回函，一直到

了 2009 年元月 9 日，仍有建築系汪文琦老師增列《建構建築手冊：材料，

過程，結構》一式三本書。各任課教師對指定參考書區設立的支持，由此

可略見一二，然而整個學期的使用量仍不普遍，是相當地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