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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工作 

壹、各組 104 年 12 月份工作報告 

104年12月流通組工作報告 

流通組 賀新持彙整 

一、十二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39,978，開館日 29，日平均 1,378，人次最多 12 月 19 日計 1,979；

外賓總計 1,533 人次、日平均 53 人次，人次最多 12 月 8 日計 70 人次。

日常用館 22 日計 36,405 人次佔 91%、假日用館 7 日計 3,573 人次佔 9%。 

二、十二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6,355，借書冊數 17,812，以開館日 29 計則日借書人次 220、冊

數 615，即人均借冊約 3。借書單日較多人次者為 12 月 7 日 370 人次借閱

1,048 冊，還書人次及冊數最多為 12 月 7 日 188 人次歸還 518 冊圖書。 

三、十二月討論室申請概況 

討論室設立為支援教學及提供學術性使用，將傳統式靜態閱覽場所以讀

物為中心的閉鎖式管理，轉變為開放動態以讀者為主學習中心。使用概

況：系所單位共計 32 系所單位 227 次借用、1,222 人次使用。(單位使用

排行為行政系 25 次、經濟系 20 次、企管系 19 次、法律系 16 次、社工

15 次、統計系 15 次、…) 

5 人討論室借用 114 次(M1：57 次、M2：57 次)、使用人計 470。 

10 人討論室借用 113 次(M3：372 次、M4：380 次)、使用人計 1,222。 

四、十二月圖書代借代還 

(1)12 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2,134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292 冊，總圖代還系

圖計 1,265 冊。 

(2)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174 冊、歷史系 138 冊、哲學系 71 冊、法律系 55

冊、美術系 51 冊、師培中心 51 冊、多媒體室 640 冊…。 

(3)另分館代還總圖計 577 冊。 

(4)代借圖書：總館 66 冊、分館 25 冊、系圖 91 冊總計 164 冊。 

五、元月研究室申請概況 

研究室使用於 12 月 31 日(週四)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10；政研 2；中研、

哲研、工工研、企研、財金、社會研、社工研、教研各 1，共 20 位研究

生及 1 位教職員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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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所圖書室作業協助 

系圖寒假期間開閉館詢問並設定館藏閉館日期。 

七、2015 年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聯席會 

時間：104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 時 

地點：南開科技大學 樸華樓（行政大樓）第二會議室 

「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聯席會」成立於民國 89 年，以促進中部地區

大 學校院圖書 館，相互間 資訊交流與 服務讀者為 宗旨，申請 入會之 圖 書

館 在紙本館藏 量及每年書 刊購置經費 ，必須達到 一定標準方 能通過 大 會

審查。 

八、出版訊息 

出版《葉芳柏代理校長紀念專輯》，本書彙整東海大學第九任代理校長葉 

芳栢先生的傳記、著作(書籍及期刊論文)、新聞報導及親友、東海師生與

校友們的懷念追思等，其著作則依內容性質略為分類，藉以呈現他在學術

研究上的豐碩成果，末附其手蹟與照片，以供讀者瀏覽讀其「年表」可以

映對身影。 

九、主題展示：島嶼作家書展 

時間：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 

地點：前廳 

內容：配合文化部指導【他們在島嶼寫作二】文學大師系列影展，本組

配合展示典藏著作，計有作家七位--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京都

一年》、《山水與古典》等，白先勇《台北人》、《遊園驚夢》等，洛

夫《漂木》，瘂弦《極端篇美學》、《瘂弦自選集》，西西《象是笨蛋》，

劉以鬯《一九九七》、《劉以鬯卷》，也斯《山光水影》。 

十、徐復觀教授手稿等資料之研究 

中文系主任阮美慧教授與劉榮賢、黃繼立、陳慶元等三位教授，連袂蒞

臨四樓特藏室，瞭解圖書館典藏中文系早期師長徐復觀教授的贈書、家

書及手稿等資料。文學院將於 2016 年元月底向學校提出：整理徐教授的

著作手稿及家書的計劃。希望藉由這個研究計劃，瞭解身為當代新儒學

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教授，在中國傳統學術探討研究的見解、堅持與轉變，

從他研究歷程的變化與內容的修訂、補充，呈現徐教授在新儒學領域中

的貢獻。圖書館配合的規劃如下： 

(一)建置另一恆溫恆濕典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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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館舍 74 年啟用，歷經 30 年館藏已逾百萬冊，典藏資料含圖書、

期刊、多媒體、手稿、捲軸字畫、線裝書、文物等，原恆溫恆濕之

「善本書室」已不敷使用；須另添置冷氣機一部置放於「四樓庫房」，

做為另處恆溫恆濕典藏空間。 

經費來源由 104 學年度「專案工作計畫專款--自助借還書機」之結餘

款。 

(二)徐復觀贈書清查及整理、未來計畫 

1982 年捐贈與本校圖書 3 千餘冊、手稿、書信、字畫及紀念品等，

其家屬來文稱該文物對本校教學與研究工作無助益而欲取回。 

本館整理內容及未來計畫為： 

1.一般書清單：根據採編組提供的中文圖書計 2,587 冊、日文圖書 273

冊、線裝書 229 件、家書 2 冊。 

2.線裝書簡明目錄：整理成果(完成經部、史部)在《館刊》登載，呈

現東海對其線裝古籍的整理成果，提供有意研究者知悉與使用。

(持續整理中) 

3.字畫及手稿清單：根據現有的進口報關資料，建立「字畫清單」，

再進行核對；及建立「手稿清單」，皆送採編組編目，爾後提供中

文系在特藏室內進行整理、分類及研究。(尚未編目) 

4.書籍眉批、札記書目清單：將已整理線裝書目，按語標記有眉批

或句讀的書籍，逐一翻檢確認是否需要列入清單。另逐一翻檢一

般書(含大陸出版)，有無眉批或札記，確認是否需要列入清單。(尚

未整理) 

5.書信目錄：採編組提供已建檔的徐均琴贈送的書信清單。將徐武

軍先生提供的書信影本分類(以人為單位)，製成「書信目錄」，提

供中文系在特藏室內進行整理、分類及研究。(尚未整理) 

6.研究資料彙編：檢索館藏資料庫，彙編近人對徐復觀先生研究的

期刊論文及書籍，可以藉由《館刊》登載，藉以呈現東海對其專

櫃的經營。(未來計畫) 

十一、管理學院圖書分館：12 月使用統計 

用館人次 9,561 

外賓進館人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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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人次(含續借)   824 

借閱/冊次(含續借) 1,638 

二校區各系借閱人/冊次統計 566 人次/1,055 冊次 

二校區各系使用電子資源統計 4,278 人次 

二校區各系使用電子資源統計 4,278 人次 

櫃檯服務(含諮詢服務) 1,483 件 

分館代還總館圖書 95 冊 

榮譽書架 陳列 65 冊/留架 145 冊 
 

104年12月參考組工作報告 

參考組 彭莉棻彙整 

一、104 年 12 月份服務統計 

資訊檢索區：4008 人次 

參考服務：484 件 

部落格推薦新書：22 筆 

圖書館利用講習：3 場 5 小時 65 人 

全國館際合作： 

  複印：向外申請 90 件，外來申請 25 件(影印頁數 643 頁) 

  借書：向外申請 67 件，外來申請 14 件 

  本校新申請帳號：42 人 

二、圖書館週「數位 X 走讀 X 觀影」活動舉辦 2 場講座，凡是報名參加者均

獲得咖啡券 1 張。 

三、提供暢銷書區展示書請購單。 

四、更新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中常見問題。 

五、12 月 9 日彭莉棻組長參加本校「大數據時代 Excel 能幫你做甚麼?」課程。 

六、配合本校進行內部控制作業。 

七、製作圖書館電子賀卡。 

八、12 月 18 日彭莉棻組長和本組同仁傅彥儒參加本校 3D 軟體雲教育訓練。 

九、12 月 23 日馬來西亞雪隆遊學團一行約 20 人參觀總館。 

十、準備開卷好書獎得獎作品及請購單。 

十一、提供莎士比亞主題展建議參展影片請購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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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採編組工作報告 

採編組 吳淑雲彙整 

一、104 年 12 月編目量統計：中文圖書 1738 冊、DVD141 件、OD29 件、CD4

件；西文圖書 295 冊、DVD108 件、OD4 件、地圖 1 件。 

二、104 年 12 月院系單位自購圖書列產統計：中文 151 冊、西文 8 冊、非書 8

件。   

三、104 年 12 月 1 日提供會計室 104 學年度院系圖儀經費 11 月份支用統計。 

四、配合 104 年度閱讀節圖書館週，本館舉辦中西文新書書展活動，自 12 月

1 日至 4 日止，在圖書總館一樓展出，歡迎本校師生蒞臨並踴躍推薦。 

五、104 年 12 月 14 日配合填覆「校務及財務公開資訊區」學校圖書資源資料

更新。 

六、104 年 12 月 16 日填報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及風險評估」相關

資料。 

七、2016 年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電子書試用訊息： 

    試用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底止 

    西文電子書產品試用網址為：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6/trial2016.html 

    中文電子書產品試用網址為：     

http://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6/chi2016.html 

八、104 年 12 月 22 日完成「Springer 2013 版權年英文電子書」採購案正式驗

收，依契約價金採二期付款方式進行後續核銷事宜。 

九、104 年 12 月 29 日舉行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委員會議討論圖書館相關

事宜，本組負責院系圖儀經費採購作業及院系自購圖書列產說明部分。 

十、104 年 12 月 31 日上傳本館中文圖書館藏 473 筆至全國圖書書目中心，與

全國圖書館共建共享書目資源。 
 

104年12月期刊組工作報告 

期刊組 陳婷婷彙整 

一、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JFD)臺灣新站點 104 年 12 月 17 日(四)正式啟用，

本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於 105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轉換至新站點使用，

連線網址：http://cnki.sris.com.tw/kns55/，原青島站點轉備用站點，連線網

址：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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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estlaw International 電子資料庫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採行新介面，原

舊版介面網址停止使用。新版連線網址如下：

http://www.westlaw.com/search/home.html?rs=IWLN1.0&vr=3.0&sp=TungHaiU

WLN-01 

三、原 JCR Web(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資源名稱變更為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nCites JCR)，介面改版並轉換至新網址如下：

https://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四、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所採購之電子資料庫 Reaxys，

免費提供全國設有化學、藥學等相關系所的學校使用，驗收紀錄單已依

規定於 105/01/05 回傳至承攬廠商信箱。 

五、物理中心訂購 2016 年電子期刊聯盟(APS/AIP/IOP/OSA)等四案，採購程序

已完成，於 105 年 1 月 1 日起進行連線測試驗收，連線驗收紀錄單已於 1

月 11 日寄回物理中心。 

六、2016 年新訂 SpringerLink 資料庫，新增電子期刊 1479 種已匯入，可於電

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檢索刊名使用，亦可直接於 SpringerLink 資料庫平台

使用。 

七、2016 年已完成訂購之電子資料庫，300 萬元以上採購案 2 件，100~300 萬

元採購案 5 件(不含 Scopus)，驗收作業準備中。 

八、2016 年停訂電子資料庫 

(一)MARS 臺灣管理文獻庫(企管系) 

(二)CIS(CISED (Current Index to Statistics Extended Database) - 統計學索引

摘要資料庫(統計系) 

(三)ACM Computer Package 電腦資訊科技相關全文及評論專輯(資工系) 

(四)台經院產經資料庫(圖書館) 

(五)MagV 線上閱讀網(圖書館) 

九、 2016 年新訂資料庫： 

(一)Lexis Nesix Japan 資料庫(10 組帳密)，連線網址：

http://www.lexis-asone.jp/ 

(二)2016 SpringerLink 電子期刊資料庫(校園 IP 範圍內使用)，連線網址：

http://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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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數位資訊組工作報告 

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彙整 

一、104 年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從金馬獎看華語大未來演講，特別邀請鄭秉泓

老師進行 2 個小時演講，聽演講者大多認為演講者對華語電影圈熟悉，

因此對於內容及目前電影市場分析精闢，講述生動活潑，並對未來圖書

館可以舉辦的主題講座踴躍的提出建議。 

二、104 年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傳情聖誕、冬季電影展：東京教父電影欣賞。

根據統計，參加本場次者是因為本館製作的電影介紹引起興趣，其次則

為剛好有空可以看場電影，並且以日文系及社會系居多，最後參加者也

建議未來可播放的電影等等。 

三、向國家圖書館申請梁碧峯老師著作電子書三本皆取得 ISBN，並上傳全文

完畢。 

東海大學草創期校園規劃與建設的故事：9789865990893 

貝聿銘與東海大學魯斯紀念教堂的故事：9789865990886 

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9789865990879 

四、梁碧峯老師著作之三本電子書《東海大學草創期校園規劃與建設的故事》、

《貝聿銘與東海大學魯斯紀念教堂的故事》、《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發

表於大度山雲端隨筆部落格。 

五、上傳 103 學年度碩博士畢業論文書目及全文檔共 685 筆至本校機構典藏系

統。 

六、更新博碩士論文系統建檔說明與新增英文版論文建檔操作手冊。 

七、104 年圖書館週系列活動--智慧電動平衡車體驗活動，雖然只有 3 個小時

時間，但是參加者非常踴躍，每個人都躍躍欲試，辦理成果反應熱烈。 

八、104 年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傳情聖誕、冬季電影展：宅男的戀愛字典，參

加者有 49 名，活動滿意及非常滿意共有 44 人。 

九、104 年 12 月份 VOD1 號沙發區播放影片：賽德克巴萊；醉生夢死；真愛

冏冤家；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等共計 4 部。 

十、視聽資料部落格新進視聽資料介紹，12 月共計發文 180 筆。 

十一、圖書館粉絲專頁，12 月份發文共 32 篇，截至 12 月 31 日粉絲數為 6,061

人。 

十二、104 年 12 月舉辦聖誕「拍」樂活動，凡與圖書館聖誕樹拍照、打卡，

並借閱聖誕節相關影片(約 60 片)即贈送讀者小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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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04 年 12 月份多媒體資料室業務統計： 

多媒體資料室業務 104/12 

借閱/人次(含續借) 1,625 人次 

借閱/件次(含續借) 2,798 冊次 

視聽設備使用人次 388 人次 

隨選視訊系統/點選次 220 次 

櫃檯諮詢服務 1,129 次 
 

2015 年圖書館週數位資訊組系列活動成果報告 

數位資訊組 李佩珊 

壹、活動背景  

為了響應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的圖書館週，數位資訊組以現有館藏資

源中較具趣味性且易親近的多媒體資料出發，設計三場系列活動，命名為「傳

情聖誕  冬季影展」，邀請同學到館共同欣賞電影與講座。  

另外，在此影展舉辦之前先推出「智慧電動平衡車體驗活動」為圖書館

週的到來暖身，讓同學到館體驗、同樂未來將應用在館內的智慧電動平衡車。  

貳、參與人員  

本次系列活動由數位資訊組籌辦，組長王鑫一統籌，林幸君專員、李佩

珊組員規劃，蕭英明編纂協助場地事宜。  

參、活動設計  

本次活動資訊總覽如表 1，除智慧電動平衡車體驗外，活動地點皆在良鑑

廳，活動二、四為電影欣賞，活動三是主題講座，邀請影評人、電影研究者

鄭秉泓老師到校演講。  

表  1 系列活動資訊總覽  
場次  活動時間  名稱  地點  講師  
1 2015/12/2(三 ) 

下午 14:00-17:00 
智慧電動平衡車體驗  一樓入

口廣場  
鄭秉泓  

2 2015/12/7(一 ) 
晚上 18:00-20:30 

傳情聖誕冬季影展  
宅男的戀愛字典  

良鑑廳  無  

3 2015/12/16(三 ) 
早上 10:20-12:10 

傳情聖誕冬季影展  
從金馬獎看華語電影大未來

良鑑廳  無  

1 2015/12/23(三 ) 
下午 14:30-16:00 

傳情聖誕冬季影展  
東京教父  

良鑑廳  無  

一、 詳細活動安排與流程  

以下逐項介紹項活動安排：  

(一 )智慧電動平衡車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