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工作 

 1

館務工作 

圖書館 98.12.02 工作報告 

館長室提供 

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協助填寫 96年

度中區教學資

源中心自評報

告 

本館參與 96 年度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計劃四：建

構圖書資源共享聯盟--西文電子書共購共享方

案及館際快捷服務方案，協助填寫部份自評報

告。 採編組 

配合法律系圖

回溯建檔作業

開始進行  

配合法律系申請採用 T2 流通模組系統，本組盡

力協助該系進行回溯建檔作業，並由法律系調

派研究生 1人協助處理部份回溯建檔加工作業。 

11/12 教育部評

鑑東海，校務

發展評鑑待命

中心匯整圖書

館問題 

1.會計系問題：碩士班學生可利用的圖書資源

（如：SSCI 期刊、電子資料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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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組整理兩系之期刊

資源及電子資源,提供給會計系及生物系參考。 
期刊組 

共同供應契約 

透過 CONCERT 引進之電子資料庫多數已經簽

妥共同供應契約並上網公告，本組將進行請採

購作業。 

「圖書館週」

年終慶，

11/25-12/16 中

區免費線上借

書！ 

對象：校內師生 (含教職員工生) 

日期：11/25-12/16 (以申請日期為準) 

活動期間申請成功達三次以上贈送 1 次免費借

書，一人最多只送 1 次，限於 99 年 1 月份使用

完畢。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同一人限借 5 冊免費，第 6

冊起照常收費 50 元。 

諾貝爾獎 桂

冠禮讚 

諾貝爾「醫

學、化學、物

理、經濟」獎

得主：典藏全

文開放下載！ 

為了榮耀 2009 諾貝爾獎得主，Elsevier 特別在

歲末一同與您分享得獎者的全文典藏！開放四

大領域得獎者的文獻，供台灣研究人員下載！ 

相關網址：http://taiwan.elsevier.com/ 

11/25 海外僑校

高中校長參訪

團參觀本館 

由本組負責接待與參觀事宜，帶領團員實地參

觀及解說本館各項館藏資源。 

參考組 

「一書一天

地」閱讀部落

格參觀人數統

計 

此部落格每週推薦一書，根據系統所提供的參

觀人數統計數字顯示，至截稿日期為止，已有

超過 3 萬 1 千人次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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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系所評鑑 

支援系所評鑑，計有待命中心賀新持，業務留

守黃文興、陳健忠、林靖文等人員。系所評鑑

所提問題，也請謝鶯興先生彙整出『評鑑提供

圖書館人的思考與因應』，全文見館訊 98 期。 

月份 98/08 98/09 98/10 

總人次   10,113 27,278 46,389 

開館天數  20 23 28 
入館人次統計 

平均人次 506 1,186 1,657 

數學系系圖報

廢圖書 

計有 57 冊圖書 1 片 CD，為求公用目錄查詢與

館藏狀況一致性，已完成註銷作業。 

參考書報廢 

計中西文 400 冊，報廢圖書為過時、缺頁、破

損嚴重，已不堪使用，為求公用目錄查詢與館

藏狀況一致性，已完成註銷作業。 

流通組 

圖書館導覽—

特藏資料  

歷史系學生 50 餘位參觀特藏，特委請謝先生導

覽，室內資料與學科相關計有：古籍－文淵閣

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

等。史學－二十五史及點校本、明清史料⋯等。

與方志、線裝古籍史部均加以說明，並提及古

籍電子資料庫可供查詢。 

管院分館 隨著管院分館的使用人次增加，影印機和掃描

機的使用量激增，發生電壓不足現象，11/19 總

務處已派人處理完畢。 

『圖書館 VOD

隨 選 視 訊 系

統』 

設備採購： 

延伸服務設備案之沙發、電視、及電腦主機等

項目已完成估價，採購單已於 10/2 送出，11/23

日得知進度至總務處採購組，程序持續進行中。 

到館新片： 

樂賞音樂教育基金會出版：劉岠渭教授音樂導

聆計 23 件，46 片。目前正轉檔中。 

數位資

訊組 

電子教學室 

 

執行 12 月初圖書館週推廣活動： 

11 月 30 日~12 月 6 日『看電電影闖關 拿獎金』 

12 月 1 日~12 月 4 日配合參考組之『追,追,追-

推理影片展』 

1. 聯繫合作廠商處理各項活動連線細節 

2. 遊戲題型試玩修正 
3. 擬播放影片之徵集請購及轉檔、剪輯、編
目。 

4. 網頁及部落格推廣製作 

5. 實體海報製作 
6. 處理擬參加讀者帳密申請及登入作業 

選購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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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業務 

已完成項目： 

1.  

a.11/22 下午 5 點 39 分，本館網頁經由部落

格的迴響被植入惡意木馬程式，導致無法

正常開啟網頁，受影響的有部落格有『一

書一天地』、『品德教育網路書展』、『DIVA-

圖書館數位資源部落格』及『圖書館數位

資訊部落格』。因 Apache 及 Mysql 也

被植入惡意程式，導致 PHPMyAdmin 程式

無法開啟，所以無法針對資料庫中放置惡

意程式進行刪除。經搶修後，已於 11/23

日下午 5 點 45 分完全回復，並請電算中

心歐建暉先生於下午 6 點恢復本網站 IP

使用權。目前已全面將所有垃圾迴響由資

料庫中刪除，並暫時關閉部落格迴響功

能。 

b.搜尋引擎 Google 因此事件，於 11/22 日將

本館網站列為惡意網站，待修復之後，本

館已於 11/23 日 23 點 45 分透過 Google 所

提供的通訊管道要求重審本館網站，

11/24 上午 8 點 10 分再上 Google 查詢，

本館網站已從惡意網站除名。 

c.本館網站恢復線上服務後，已於 11/23 日

22 點公告於本館網頁最新消息，說明本

次網站遭受木馬程式攻擊及歉意，並請讀

者於這期間有瀏覽本館網站者，敬請進行

掃毒或是參詢公告所列出之路徑查詢是

否有木馬程式並刪除之。 

2. 10 月份圖書自動化系統統計報表。 

3. 協助流通，採編，期刊組處理各系受教育部評

鑑所需統計資料。 

4. 防毒軟體 NOD32 已發 mail 請同仁更新至

NOD32 4.0 版本，並在資訊部落格公告。 

5.  98 學年度統一採購電腦已裝置於本館一樓

區域，提供讀者一進館就能使用新電腦的

快速服務。 

6. 已將館內公共區域共 44 部電腦更新防毒軟

體 NOD32 4.0 版本。 

7. 協助組長執行圖書館週相關活動網頁製作及

更新。 

8. 製作 10 月份新書通報檔。 

9. 協助組長於本館網頁製作管院分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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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項目： 

1. 電腦教室廣播系統維修(已查修共 4 具轉換盒

故障)。 

2. (台大)機構典藏測試主機架設。 

3. 圖書自動化系統維護採購，已進行至辦理限制

性招標(傳技)。 

4. 電子資料庫系統主機維護採購，已進行至簽訂

合約書。 

5. SUN 主機(圖書自動化系統使用)維護採購，已

進行至簽訂合約書。 

6. 流通組西文書庫書架採購案，已簽訂合約書並

交貨，目前正進行驗收。 

7.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資料庫更新

1970.01~2009.10。 

8. SUN T5120 伺服器第二季整體效率測試預計

於 12 月中旬測試。 

新增項目： 

1.  AREMOS 資料庫更新。 

2.  期刊組_OSA 資料庫被大量下載記錄查閱。 

 

圖書館 98.12.16 工作報告 

館長室提供 

單位 報告摘要 說   明 

98年 11 月編目量

統計 

中文圖書 1596 冊、非書 89 件;西文圖書 302 冊、

非書 12 件。 

採編組 

協助管院分館擬

註銷圖書及錄影

帶補註記價格 

管院分館提報擬註銷圖書 48 冊及錄影帶 63 捲，

本組協助補註記書價，以利後續作業之進行。 

2010 年日文期刊

採購案 

日文期刊預算近 50 萬,採公開招標進行採購， 

12/3 上午 10:30 在總務處開標，由紀伊國屋書店

以 45 萬元得標。 

The Music Index

等 3 種資料庫採

購案 

預算金融 55 萬，採限制性招標進行採購，12/3 上

午 10 時在總務處開標，由 EBSCO 公司以美金

16000 元得標。 

期刊組 

國科會人文處提

供法學資料庫給

全國大專院校免

費使用 

1.【Juris.de 法學資料庫】使用期限自即日起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 

2.【LexisNexis Japan 資料庫】使用期限自即日起

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 

參考組 「追？追？

追！——圖書館

週推理小說展」

展覽地點：總館 2 樓參考組 

展出共 242 本推理小說，於展區附近特闢臨時專

屬閱讀區，並推薦延伸閱讀的文章，帶領同學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