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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評鑑提供圖書館人的思考與因應 

賀新持 ∗、謝鶯興 ∗∗ 

98 學年 11 月 9 日至 14 日，是東海全校教學單位訪評的日子，不論是

教學單位、支援單位或行政單位，無不卯足全勁準備應付這次的訪評。 

根據各單位提出有關圖書館需支援的問題，圖書館相關部門即針對問

題提供資料，以為系所回覆參考。 

一、本次訪評計有下列幾個問題需圖書館支援者 

(一)關於全校圖書經費分配的問題 

1.政治系被問到：最近五年「政治學系」每一年總圖書費金額多少(含佔

全校總圖書費之比例%。 

圖書館採編組就此問題提供以下的圖表(98 學年度僅以圖書館書刊經

費預算計算)： 

政治系所 94 學年 95 學年 96 學年 97 學年 98 學年 

書刊預算 972063 972063 952622 1009779 1009779 

圖書支用 144274 121110 65545 156837  

期刊支用 865174 845394 809765 1015683  

資料庫支用 35000 42000 39000 0  

○圖書

經費 

公用資源攤算 591695 688305 743637 720345  

圖書 595605 182300 310038 430582  院系經

費列產 期刊      

 支用統計 2231748 1879109 1967985 2323447 1009779 

 全校經費(未含

院系) 

62853109 65450055 60261105 61641382 53000000 

 比例 3.60% 2.90% 3.30% 3.80% 1.90% 

2 外文系被問到：圖儀經費方面，圖書館每年撥款 80 萬元之措施實行

之時限為何？已實行幾年。 

A.圖書館採編組提供本校圖書館書刊經費預算編列及使用原則說明

資料一份。 

B.自 87 學年度起各院系每學年書刊經費之分配，係依據學校核撥書刊

經費總額增減及新增系所而略做調整。 

(二)與各系所相關的圖書資源問題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長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文稿 

 57

1.會計系被問到：碩士班學生可利用的圖書資源（如：SSCI 期刊、電

子資料庫等）有哪些。 

2.生物系問題：請補充說明，與生命科學相關之電子期刊與圖書設備。 

與各系所相關的圖書資源問題，依本校參考組整理的學科指南，提供

數據及清單。 

(三)關於電子資料庫的連線問題 

對於電子資料庫，除了可在管院圖書館中查閱外，可否在校外亦可以

帳號與密碼上網查閱及下載？ 

本校圖書館於首頁提供「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透過此系統帳號

與密碼的認證，本校師生不需更改任何連線設定，即仍可於校園外 24 小

時利用本館所提供的電子資料庫(單機版除外)以及電子期刊與電子書，包

含全文瀏覽與下載。 

二、提供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思考 

關於訪評委員提出的問題，值得圖書館工作人員思考的有下列幾點： 

1.有關圖書經費在各系所分配的問題 

從圖書館成立以來，圖書經費分配就是各系所單位角力的場所。為一

勞永逸的解決此一問題，至遲從民國六十九年開始，學校即指示圖書館與

圖書委員一起研討合理的分配公式，作為各單位經費的基礎，再隨著班級

(或成立研究所)人數的增減來調整經費。只是因系所單位的增加與圖書資

源的改變(如原本僅分為圖書與期刊兩種，目前至少增為圖書、期刊、資料

庫與電子書等)，圖書館的發展定位與圖書經費佔全校比率的變化，往往影

響到各系所單位所能支用的額度。因此每年學期將屆之時，都可看到有的

系所早已用光所有經費而仍希望能持續購買所需的書籍；有的系所則尚留

下為數不少的款項。 

針對此一問題而言，圖書館是可以依據各年度的圖書經費分配公式，

就各系所單位分配到的額度、購買各類型圖書資訊的金額、及所購買的數

量 (含書名)等，以各系所單位為檔名儲存，並 mail 到各單位列印備查。 

2.與各系所相關的圖書資源部份 

與各系所學科相關的圖書資源，可以從典藏數量與學科內容來區分。

就書籍數量而言，各系所圖書室典藏之總數 (或與該學科相關的書籍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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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館典藏該學科系所使用的專業書籍量 (有需要時，可將含有書名、作者、

出版社等資料 )彙成檔案。期刊類型而言，亦分各總館與各系所典藏與該學

科有關的資料 (含刊名與數量 )彙編成檔案。電子書與資料庫則依各系所的

學科，區分一般性與專業性兩種，如果再加上說明各電子書、資料庫的收

錄內容與使用方法，將更有利於各系所的行政人員或學生瞭解。 

3.訪評所提供的思考 

訪評有其時間性，但資料的準備則有賴於平時的整理與編製。目前各

大學院校的圖書館，大都採用自動化作業系統，雖然可藉由電腦彙理或統

計相當多類型的資料。如本校計有 80 個單位典藏各式圖書資料，而採用

與總館 T2 作業系統連線者只有 16 個單位(含管院分館)。因此可以藉由電

腦統計各館的藏書量外，可做讀者借閱統計、館藏借閱統計、流通量統計、

罰款統計、逾期通知次數統計、新書統計、館藏統計、書目新增統計、館

藏新增統計、採購統計、資料來源分析統計、介購統計、年度經費採購統

計、贈書單位統計、年度經費採買書籍運用率報表。甚至是各種的排行榜，

如單位借閱排行榜、讀者借閱排行榜、預約排行榜等，圖書增損報表、報

銷圖書統計等，讀者查詢量，電子書或資料庫的使用量等，都可以統計。 

上述的各項統計，可用每個月、每學期或每學年等作統計，再依系所

單位別提供。但若要提供此 16 個以 T2 作業系統連線的單位相互比較或瞭

解各自使用狀況的排行時，則仍需透過人工逐一處理，再彙編成圖表，才

能一目了然。 

同時，仍有少數圖表是依賴人工統計的，如：教師指定參考書的開列

冊數、借閱人次(含每本書的借閱次數 )、錯還書的統計(含錯還書的館別)、

進出人數統計、來賓換證統計、新書展示統計、參考組的暢銷書專區使用

或排行、參考諮詢台的諮詢量，以及四樓特藏資料的調閱統計等。皆有賴

每個月或每學期的整理才可以得到的。 

三、圖書館可以因應的方法 

放眼台灣地區諸圖書館，大都闢有「機構典藏數位化」的項目。機構

典藏是各校特有的資源，如果自己不加以收藏的話，別人是不會置喙的。

而數位化，是電腦普及化的必然趨勢。東海究竟有無資源可以從事「機構

典數位化」的本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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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裝古籍數位典藏。本館所典藏的圖書資源中，最大的特色之一是：

圖書館於創校時(民國 44 年 )即成立，但館藏圖書資料的蒐集，則早從籌備

期(民國 42 年 10 月)成立圖書委員會，即開始進行。來源除了台灣地區的

蒐購外，當時為了保存中華文化遺產，分別從美國、日本、香港等地採購

大批的線裝古籍，是台灣地區少數擁有線裝古籍的大學。 

2.校史文獻數位典藏。東海創校至今，已逾 50 年，從首任校長曾約農

先生主持校務時，即指示全校各單位保存各自的文書檔案。因此圖書館仍

保存著部份早期的學校文獻，如：公文、學士論文、碩博士論文、畢業紀

念冊、校刊、系所(社團)刊物等，這些校史文獻是其它圖書館所沒有的。 

3.華文雜誌創刊號數位典藏。東海大學第二屆經濟系校友，谷威貿易

有限公司創辦人，現任川流文教基金會董事長的陳維滄先生，於民國 91

年 7 月，將蒐集珍藏多年，共計 3800 多種華文雜誌創刊號，捐贈給圖書館

典藏。其中大陸期刊創刊號 2500 種，台灣期刊創刊號 1300 種。 

由於目前許多圖書館都在強調機構典藏數位化的重要，相信未來的圖

書館評鑑，機構數位典藏的問題也將是重要的觀察之一。雖然每每提到數

位典藏，就會面臨需要財力、人力的問題；但是，如果不及早著手規劃與

進行的話，即使有了財力與人力，內容的豐富與否將是由經營時間的長短

來決定。亦即機構典藏數位化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經營，而非一蹴可成者。

要如何進行呢？至少可以做如下的思考或因應： 

1.設置現有校刊、學校各類會議紀錄及館訊的檢索的平台。東海大學

全球資訊網有校刊的電子版與行政會議、校務會議、系所主管會議等會議

紀錄電子版；而本館館訊發行迄今已快達百期，這些資料庫如果透過檢索

平台來檢索，將有助於掌握校內的各項訊息。而早期的校刊與各項會議紀

錄，可以等有財力、人力時，再持續進行掃瞄(或建檔)與建置檢索點。此

項校史文獻的數位化，將可提供往後編製校史的參考。 

2.學位論文的建置。四樓特藏室收藏的學位論文，從早期的大學部學

生撰寫的學士論文，到目前仍持續進館典藏的碩、博士論文，為數頗夥。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近幾年來的學位論文都需將自己論文的電子檔上傳到

國家圖書館存檔。因此，如果取得台灣大學所提供的機構典藏軟體，再透

過教務處研教組或國家圖書館所保有的學位論文電子檔，即可進行論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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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至於沒有電子檔的早期論文，可透過校友連絡室的資料或目前留在

校內服務的校友協助連繋，逐步取得校友們的授權，當一有財力、人力時，

即可進行掃瞄、建檔的工作。 

3.線裝古籍數位化的建置。線裝古籍的數位化是耗時耗力的工程，它

不僅是古籍的影像掃瞄而已，更重要的是需配合書目內容的分析與建置，

不是短時間內可以建購完成的。近些年來，已先後完成幾種線裝古籍書目

的整理，如《館藏和刻本簡明目錄》、《館藏天糧館基督教文獻簡明目錄》、

《館藏方師鐸先生贈線書裝書簡明目錄》等。至於館藏善本書，也已經整

理完成經部、史部、子部等三部類的書目。若先將這些現有的資料上網，

所著錄的書目內容，將可豐富現有的「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的內容；再

加上各書第一卷的首葉書影(先不考慮整本書的掃瞄)，即詳細的著錄內容

與書影的呈現，亦可媲美國家圖書館的「古文影像檢索系統」。 

4.華文雜誌創刊號的影像與發刊詞資料庫。陳維滄校友所捐贈的華文

雜誌創刊號，本館已有「珍藏最愛第一聲」的網頁，分：緣起、收藏者簡

介、創刊號識別、創刊號價值、創刊號剪影等欄位。惜尚未將三千多種的

雜誌封面、目錄、發刊辭等內容整理出來供讀者瀏覽、利用。如能利用現

有的架構，加「影像與發刊詞」的檢索，相信將能豐富台灣地區典藏的華

文雜誌創刊號，有助於學者對此專題的研究，更能呈現本館對於捐贈者的

用心，或能引起更多的校友對於母校的回饋。 

5.校史文獻的整理成果資料庫。近些年來，以「東海名人錄系列」為

名的文獻整理，已有十餘種；以「圖書館日誌」為名的早期圖書館文獻整

理，也由籌備期編製到民國 67 年。這些整理成果都有電子檔可利用，也

可以納入資料庫，提供讀者檢索、瀏覽及使用。 

四、結語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此次教學單位的評鑑，反求諸己的思考

圖書館如何準備未來的評鑑，或是可以提出哪些因應的辦法，將是追求進

步的動力之一。 

圖書館的評鑑，包含對於圖儀經費的運用，各項書刊資料的採購、借

閱，電子書與電子資料庫的指導與使用等各項統計，大都可以透過電腦統

計；而各項統計表所要呈現的訊息或意義，則有賴人工的平時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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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學系所利用到的書刊資料 (含電子書與資料庫)，則需藉由「學

科指引」的編製，且逐年的更新，並提供到各學系或置於圖書館網頁，方

便其使用與瞭解。 

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的立埸來思考，如何突顯出自己圖書館的特色？

除了上述的各項統計表外，機構典藏數位化，將自有圖書館所典藏的特殊

資源加以數位化，提供大家使用，應是發展與評鑑的重點，因為數位典藏

的建構是耗時費力的工程，必需儘早著手，才能避免虛有其表而沒有實足

內容的窘境。 

 

記事簿 

流通組 10 月記事簿 

流通組  賀新持 

事  由 10 月 21 日中午 13 時外賓離館安全檢查聲響 

説  明 為瞭解聲響原因請其測試多次後，其背包發現有一本書名

「中彰投通用地圖集」，書開頁印有國立中興大學圖書館館

藏，但書標及登錄號條碼、書名頁皆撕去；本組陳健忠先生

詢問該外賓此書從何來的，外賓回答中興大學圖書館館前大

廳索取。  

下午聯絡中興大學圖書館蘇小姐，告知此書之事，經查該館

館藏，此書為參考書但不在架位。  

經其請託，下午將書寄至中興大學圖書館。  

另該外賓在周六 10 月 17 日下午持 1 張影印卡刷門禁，工讀

生符秀麗上前勸阻。 

回   應 以無罪來推論外賓動機，但又頗多巧合，圖書館為一公共場

所，無法禁止外賓入館；但校長於 10 月 7 日行政會亦指示

檢討 30 位外賓的入館措施。借書櫃檯與外賓換證合一，請

各位多加注意，期能防微杜漸。 

外賓入館人數：中興大學圖書館：350 名  

逢甲大學圖書館：50 名  

靜宜大學圖書館：20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