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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數位圖書館與遠距學習 閔蓉蓉 館長 

 

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一詞係源自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的美國「資訊基礎建

設與科技法案」(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ct of AC) ，亦稱虛擬圖

書館或電子圖書館。數位圖書館的定義，簡單地說，即「運用電腦技術將書籍、聲音、

影像及圖片等資料，予以數位化；運用電腦儲存設備（如硬碟、磁帶等）來儲存這些經

過數位化處理的資料；配合功能強大的資料庫檢索系統，並透過通訊網路提供讀者資料

搜尋、擷取與處理」，是一種利用現代科技提供服務的觀念。二十年前，圖書館尚處在

等候讀者蒞臨方提供其服務之角色，由於電腦硬體技術成長與大量生產，硬體效能大幅

提昇且售價降低，加上網際網路迅速普及，傳輸速度日漸提高，才使此種情形有所改觀。

未來使用者應可在自家僅透過一部個人電腦，便能直接取得圖書館所提供的各式服務。 

往昔的圖書館可謂為實體圖書館，因圖書館建築本身與其所典藏書籍，皆以實物方

式存在，有實體館舍建築，可觸摸或觀賞到實體的各類紙本圖籍、影帶等等。實體圖書

館無論在空間擴展、書籍流通各方面都有所侷限。試想今時圖書館仍需憂慮典藏空間不

足、館藏量龐大致管理不易等問題；此外，讀者僅能在圖書館開館時間內得以閱覽、利

用各類服務設施；更有甚者，可能要預約很久，讀者才借得到想要的熱門書籍……這些

情況，都可在未來數位圖書館實現後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決，更無遠程讀者難以前來的困

擾，達成遠距學習的理想。然隨之而來地，各種法律限制、網路頻寬卻未必能趕上資訊

需求擴張的速度，數位圖書館要完全實現仍有諸多問題。因此，考察多所大學圖書館現

行發展途徑發現，結合數位資訊之複合式服務應會成為學校圖書館營運之主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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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來， Internet以及WWW日漸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使國外研發資料提

供廠商（如IEEE, Elsevier, Academic Press）紛紛開始建立WWW上全文或書目資料之檢

索、閱覽系統，讀者直接透過WWW進行線上閱讀與列印期刊資料。相較於傳統紙本期

刊或CDROM資料庫，運用WWW檢索及閱讀各項研發或專利資料，更具便捷迅速、全

年無休等優點。本校圖書館除每年以近千萬預算，購置數十種資料庫供全校師生使用

外，館內上網無線化、鼓勵在家使用資料庫、VOD服務均將逐次完成；迎接數位圖書館

服務新時代的到來，我們已準備好全面學習的服務設施，惟期待滿足讀者無論遠近之求

知慾矣。 

 

   
 

為加強催還逾期之借閱圖書，近日已完成修改自動化管理系統中流
通模組部份功能，可將催還單直接發送各班級，請班代表即日起特加留
意。惟為顧及讀者權益，仍請全校師生將最常用的電子信箱位址登錄於
本館線上查詢系統之讀者檔案中，俾利即時取得催書通知以及更多活動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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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圖書館之新類型館藏─ ─ 電子期刊 沈美如 

 
【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及電腦技術環境的成熟，圖書館莫不希望藉由使用電子資
訊科技與網路，來提昇本身服務的效能。近年來圖書館在期刊價格逐年增加，而圖書館
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大量引進電子期刊館藏，以致電子期刊對圖書館而言愈形重要。 
  本文將對電子期刊做一概況分析，包括其定義、優缺點，並說明圖書館在建立電子
期刊虛擬館藏時所要考慮的要項，在本文最後則針對電子期刊在圖書館館藏發展上產生
的議題做一探討。 
關鍵詞：電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虛擬館藏

（virtual collection） 
   
【本文】 
壹、緒論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及電腦技術環境的成熟，向來以提供資訊服務為主要目的
的圖書館，莫不希望藉由使用電子資訊科技與網路，來提昇資訊服務的效能以及拓展服
務可及的範圍，使得使用者能於最短的時間內取得其所需要的資訊（註 1；註 2）。 
  期刊館藏一向在圖書館的館藏上佔有極重要的角色，館藏的質與量往往是評量該館
水準的主要指標之一。又期刊因出版速度快，內容專精且掌握各該學科領域的脈絡，所
以，一般的讀者，尤其是研究者，對期刊文獻的需求，無論是在索取速度或是數量上皆
遠超過對圖書的仰賴（註 3）。 
  然而在期刊價格漲幅逐年增加，圖書館經費是年年刪減的情況之下，電子期刊的發
展與利用就逐漸引起圖書館的重視。但是電子期刊的館藏發展策略是一項極富挑戰的工
作，圖書館如何做出適當的策略規劃是當前圖書館在館藏發展上的主要課題。 
貳、電子期刊之概況分析 

一、電子期刊之定義 
  何謂電子期刊？這個問題困擾許多人，包括出版者、圖書館員、研究人員以及其他
的使用者。就現有文獻而言，有關「電子期刊」此較常見的辭彙有：「ejournal、e-journal
或 electronic journal」、「online journal」、「network-based serials 或 networked e-journal」、
「paperless journal」、「deconstructed journal」等不同辭彙（註 4）。對於電子期刊的定義，
大家說法莫衷一是，以下列出數位學者對於電子期刊的定義（註 5；註 6）：  

A. B. Piternick 認為電子期刊是指完全以電子形式出版與儲存的連續性出版品。 
B. Shackel 將電子期刊定義為透過電腦軟體的協助，作者將其文章放入一個電腦系

統中，期刊的編輯、評審、讀者及作者均可透過電腦終端機讀取到這篇文章。 
L. R. Garson & J. G. Hoard 認為電子期刊是一種以電子數位形式呈現的期刊。 
Ann Okerson 提出電子期刊是指機讀格式的出版品，可經由電腦直接傳給使用者（如

CD-ROM）或透過電腦網路傳輸，只要透過網路或 CD-ROM 等電子媒體傳輸的學術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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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 McMillan 將電子期刊定義為任何經由電子網路如 CITNET、Internet 產生、出
版及傳佈全國或全世界的期刊以連續性方式出版並透過電子媒體發行的期刊。 

C. Newton-Smith 認為一個電子期刊是一些資訊的組合，每隔若干時間即以電子形
式送出。 

D. S. Brandt 認為一個電子期刊是儲存在 CD-ROM 的文件資料。 
H. H. Barschall 電子期刊應是僅以電子型式發行，而且主要在網路上才能利用到的

期刊。 
Langschied Linda 依廣義的角度，以科技使用的類別將之分為以下數類：商業資料

庫公司所出版的線上全文。 
C. Tenopir 電子期刊是以光碟媒體（如 CD-ROM）儲存的電子期刊、以磁性媒體（如

磁碟）儲存的電子期刊以及在網路上發行的電子期刊。 
Hazel Woodward & Cliff McKnight 以日期標識的電子連續性出版品，將電子期刊分

為三種型態：1.線上電子期刊 2.光碟電子期刊 3.網路電子期刊。 
由上述可知，學者們對於電子期刊的定義與用法，目前尚未取得共識。廣義而言，

電子期刊是指以連續性方式出版並透過電子媒體發行的期刊，包括各種可以電子形式獲
得的期刊，如縮影、光碟、線上資料庫、網路資源等不同方式；狹義而言，電子期刊是
指學術性的電子期刊（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以電子形式連續出版有關智能、科
技與科學的研究結果，並藉由電腦網路如 BITNET、Internet 等傳遞，有些電子期刊則同
時提供紙本與電子形式供讀者選擇，但電子形式仍為其出版的主要形式。 

本文所探討的電子期刊，主要是指狹義的電子期刊，即網路上所出版的學術性電子
期刊，包括可同時提供紙本與電子形式，或僅提供電子形式的電子期刊，而電子論壇及
通訊廣義電子期刊類型則不在探討範圍之內。 
二、電子期刊之優缺點 
  綜合各家說法整理出網路電子期刊的優缺點，本文擬進一步將其表格化，以方便對
照（註 7）： 
網路電子期刊優缺點一覽 
對象 優點 缺點 

對讀者而言 1. 即時可得。 

2. 可以利用布林邏輯等全文撿索策略
作全文檢索。 

3. 可依興趣只取閱某些文章。 

4. 具有互動性，可經由網路與作者進
行溝通。 

1. 需要相關的軟硬體才可利用。

2. 需要具備電腦素養才可利用。

3. 若篇幅過大，恐將無法完全被
有限的點腦帳戶下的儲存容量
所容納。 

4. 長篇幅的檔案恐將造成網路傳
輸速度緩慢。 

5. 文章不被索引、摘要所收錄，
不方便被利用。 

6. 一旦政府取消補助，使用者須
自行付費使用網路資源，將會
影響電子期刊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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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作者而言 1. 提供一個比紙本期刊更具時效之發
表新知的場所。 

2. 具互動性，經由網路的溝通，可得
到更多讀者意見的回饋。 

3. 文章可透過電子郵件即傳輸，便於
校對自己的文章。 

由於同儕評審制度不普遍，電子
期刊被認可的程度比紙本期刊
低，因此，學術論文作者較不願
僅將作品發表為網路電子期刊。

對出版者而言 1. 減少成本(紙張、印刷、郵寄和裝
訂) 。 

2. 縮短整個期刊出版的流程與時間。

3. 無頁數限制，不必顧慮篇幅。 

1. ASCII 檔的傳輸較不利傳輸圖
像資料，且效果較紙本差。 

2. 須克服檔案安全性的問題。 

3. 受著作權嚴重困擾。 

對圖書館而言 1. 期刊採購受預算削減之影響，免費
的電子期刊可取代部份的紙本期
刊，較符合經濟效益。 

2. 不須排架、不佔儲存空間，館藏也
不會遺失。 

3. 結省裝訂的時間與費用。 

4. 不會因技術部門的處理而延遲上架
的時間。 

1. 因儲存於電子媒體中，無實際
館藏，出版者可隨時增減檔案
內容、甚或停刊，圖書館不容
易掌控與管理。 

2. 受困於著作權界定的不清楚。

在網路環境下所發展的電子期刊，透過網路的傳輸，在使用者端以瀏覽器、檔案傳
輸、或是電子郵件的方式獲得全文資料。具有及時性、多人閱讀性、多層連結性、個人
檔案維護的方便性（註 8）。 
參、結語 
  網路電子期刊的發展，改變了傳統學術溝通的方式，縮短了期刊出版的時間，使得
資訊的產生、傳遞、應用與服務，產生極大的變化。面對出版型態、傳遞以及訂閱方式
均有別於傳統紙本期刊的網路電子期刊，圖書館實有必要建立電子期刊虛擬館藏，以提
供讀者具有時效性的資訊。 
  故近年來圖書館引進電子期刊館藏蔚為風尚，其在圖書館館藏中也日趨重要。然而
圖書館在規劃未來期刊館藏發展時，必須警覺引進電子期刊做為館藏，究竟是流行還是
需求？因此，圖書館應依據本身的環境、文化，及讀者群的不同，來加以衡量對電子期
刊的徵集。並且，充分瞭解電子期刊的特性，隨時掌握大環境的變化，如建構標準、版
權問題、價格制定等議題，促進電子期刊的健全發展，以期對讀者提供完善的期刊服務。 
   
【註釋】 
註 1：陳秋枝，「從 TULIP 計畫談電子期刊的發展」，中國圖書館學會會訊，4 卷 1 期（民

85 年 3 月）。 
http://lac.ncl.edu.tw/會訊/100/tec100-1.htm（2001/4/2） 

註 2：羅思嘉，「電子期刊資源組織與整理：電子期刊編目的相關議題初探」，大學圖書
館，3 卷 1 期（民 88 年 1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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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吳英美，「電子期刊對圖書館期刊服務的影響」，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4
卷 2 期（民 86 年 12 月）。 
http://www.ncltb.edu.tw/p4-2/pb4-24.htm（2002/11/5） 

註 4：陳亞寧，「電子期刊的剖析研究」，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6 卷 4 期（民 89 年 6 月），
頁 71-72。 

註 5：陳雪華，「電子期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圖書館學刊（臺大），9 期（民 83 年
12 月），頁 37-38。 

註 6：郭麗芳，「網路電子期刊之發展與利用（上）」，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通訊，14 卷 9
期（民 87 年 4 月）。 
http://www.sinica.edu.tw/cc/nl/87/1409/02-1.txt（2002/11/5） 

註 7：同註 3。 
註 8：張花超，「電子期刊簡介─ 從 IOP 電子期刊談起」，台大工學院圖書分館館訊，13

期(民 85 年) ，頁 1。 
 
 

 

 

 

 

 

 

 

   

參考服務通告：「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改變服務方式 
因應國際資訊社會的來臨，國家圖書館近年戮力開發完成「遠

距圖書服務系統」，除提供各項目錄索引資料出處外，並逐步將期

刊文獻逐頁掃描，建立我國「核心期刊全文影像資料庫」，以妥善

典藏我國期刊資源。 
為尊重網路著作權，自 2003 年 2 月起，遠距文獻傳遞服務有

所變革，下表為今年與明年實際服務方式比較： 
2002 年 

服務項目 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如圖書館) 
儲值卡 支付系統設定費及文獻傳遞費 

已掃瞄文獻 校園內查詢、瀏覽、列印免費，但不可儲存。 

未掃瞄及半年
內之文獻 

需透過圖書館館際合作代表人代為申請；每頁扣
款三元。 

寄送服務 

停止服務 

三個工作天內處理完畢，處理時間為每週一至週
五，遇週末及國定假日則順延。由圖書館先行列
印後再通知讀者付款領件。 

2003 年 2 月起 
服務項目 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如圖書館) 
儲值卡 每張面額 500 元。 支付系統設定費。 

已授權且已掃
瞄之文獻 

查詢、瀏覽、列印已授權文獻，每頁
扣款二元。不可儲存。 

校園內查詢、瀏覽、列
印免費，但不可儲存。 

未掃瞄及半年
內之文獻 

需透過圖書館館際合作代表人代為申請；授權者每頁扣款二
元，未授權者需確認線上聲明書，由服務中心以郵寄、傳真或
快捷寄送，每頁扣款二元，再另付郵費及處理費，每份二十元。 

寄送服務 

已掃瞄文獻在一個工作天內處理完畢，未掃瞄文獻則需二個掃
瞄工作天（處理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遇週末及國定假日則順
延），郵寄處理一個工作天，處理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六，遇週
日及國定假日則順延。由圖書館代收後再通知讀者付款領件。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遠距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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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崑山科技大學數位論文全文系統作業簡介 張芳菁 

 
（本項作業經圖書館圖書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推行） 
 

一、數位論文全文系統簡介 

本校自九十一學年度起推行數位化學位論文蒐集辦法，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皆須
上線登錄學位論文書目資料並上傳論文全文電子檔，經圖書館審核通過後，藉由電
子郵件通知畢業生，即可辦理後續離校手續。本計劃可以展現個人研究成果並促進
學術資訊的共享。 

二、前置準備作業 
1. 連線數位論文全文系統網頁瞭解相關程序： 

網址為 http://192.192.30.99/library，本站提供論文格式注意事項、轉檔工具介紹、
論文資料登錄、檔案上傳流程及常見問題，畢業生務必事先研讀，可縮短各項作
業花費時間。 

2. 準備連線帳號、密碼： 
備妥計算機中心核發之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如果不知帳號及密碼，請於週一至
週五上班時間內持學生證親至計算機中心洽辦。 

3. 備齊論文資料： 
系統將會要求登錄研究生中英文姓名、電子郵件信箱、中英文論文名稱及摘要、
論文主題關鍵字、論文目次、參考文獻、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資料。 

4. 預備轉檔軟體： 
研究生需以 Adobe Acrobat Writer 中文版將論文格式轉為 PDF 檔，系所備有此軟
體，學生可就近使用；若系所無此軟體，可至圖書館三樓光碟資料檢索室進行轉
檔，學期間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00。 

三、電子學位論文繳交程序 
1. 撰寫論文、通過口試、修正畢業論文。 
2. 前住有轉檔軟體的地點（系所或圖書館），將畢業論文轉成 PDF 檔。 
3. 使用可連上網路之電腦（校內外均可），上線登錄論文書目資料和上傳 PDF 檔。 
4. 繳交程序完成後，一個工作天內，連線系統搜尋論文是否已可查詢；或至個人

e-mail 信箱檢查系統寄送之審核結果通知。 
5. 至圖書館一樓流通櫃檯簽署授權書並繳交二冊精裝紙本論文。 

四、數位論文系統繳交流程圖 
以下將畢業生自口試通過後至完成繳交數位論文支流程做一圖示，提供本校即

將畢業之研究生參考，俾利辦理畢業離校手續，亦藉此使圖書資訊館的館藏更完
善、更具備大學圖書館該有的研究特質。 
（詳見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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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休閒區有最新排行榜書籍和綜合性期刊── 

從這學期開始同學們應該已經發現一個好地方！它就是位於本館
二樓長方形書庫北邊的休閒區。它提供讀者們綜合性的期刊（如時報
周刊、TVBS 周刊等）以及排行榜上的暢銷書（如哈利波特等），可讓
讀者用功之餘仍能輕鬆閱讀一些休閒性書刊。為讓讀者看到最新的暢
銷書，本館與知名的大型連鎖書店合作，每月排行榜上之文學類及非
文學類的 TOP50 的書，直接買進本館，處理後立即上架，讓讀者隨時
見到最新出版的書籍，不致與流行脫節。 

口試通過

1.將口試合格證明轉成 JPG 檔，插入論文原始檔
2.論文原始檔加入浮水印 

3.轉成 PDF 檔(Adobe Acrobat)

連線登入數位論文系統 
http://192.192.30.99/library 
以計中核發之帳號、密碼登入 

審核

1.登入系統查詢 

2.接到 E-mail 通知 

至圖書館辦理離校手續 

1.繳交精裝本論文二冊 

2.簽署授權書 

完成 

依通知內容重
新登入修改或
上傳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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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無線網路簡介 視訊組 
 

本館已於 12 月初完成無線網路(WLAN)建制，並於櫃檯備有無線網路卡供讀者借
用，歡迎大家到館使用。在這裡首先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些無線網路的基本觀念。 

為了讓 WLAN 技術能夠被廣為使用，這些技術必須要建立一種業界標準，以確保
各廠商生產的設備都能具有相容性與穩定性。其中最有名的標準之一是由 IEEE（電機
電子工程師協會）所制定的 802.11 標準，最早的規格 IEEE 802.11，在 1997 年提出，接
著在 1999 年 9 月又提出了 IEEE 802.11a 和 IEEE 802.11b。 初期的規格制定了在 RF 射
頻頻段 2.4GHz 上的運用，並且提供了 1Mbps、2Mbps 和許多基礎訊號傳輸方式與服務
的傳輸速率規格。IEEE 802.11a 和 IEEE 802.11b 標準則分別為 5.8GHz 和 2.4GHz 頻段
做定義。這兩組新的標準也定義了 IEEE 802.11a 中 5Mbps，11Mbps 到 54Mbps 速率的
新實體層。這些標準可以在 ISM（Industrial，Scientific and Medical－工業、科學與醫療
應用）頻段上使用，這些頻道包括 902-928MHz（可利用頻寬 26MHz），2.4-2.4835 GHz
（可利用頻寬 83.5 MHz），以及 5.725-5.850 GHz（可利用頻寬 125MHz），最後一項
也符合 IEEE 802.11a 標準的最高資料速率應用。目前本館採用的是 11Mbps 的 IEEE 
802.11b。 

標準中定義的實體（PHY）層還包括兩種不同的射頻通訊調變方法：分別為直接序
列展頻技術（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DSSS）以及跳頻展頻技術（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FHSS）。兩種方式都是由軍方所研發，並且針對高信賴性、
正確性和安全性而設計，它們各有一套獨特的方法來傳送資料。 

 FHSS 技術是將可用的頻寬帶區域分割成好幾個頻道，它使用的窄頻載波藉著 2 到
4 階的高斯頻移鍵控（Gaussian Frequency Shift Keying，GFSK）不斷的改變。換句話說，
傳送時的頻率會在收發雙方節點都知道的範圍間，利用虛擬亂碼（pseudorandom）做任
意變動。這對 PHY 層加入了一些安全性。有心的駭客基本上沒有辦法知道接下來要切
換到哪一組頻率來接收整個訊號。另外 FHSS 也有一項優點，就是可以讓許多網路共存
在一個實體區域中。 

 
 
 

 
 
 
 
 
 
 

圖一 FHSS 技術 圖二 DSSS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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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S 採用的方法則不太一樣。DSSS 將資料流與一組較高頻率的數位碼結合。每一
個資料位元都被對映成一組只有收發兩方才知道的位元樣式。這個位元樣式稱作碎碼
（chipping code），它是一串有高有低的訊號，並且各代表原本的位元。接著將碎碼反
轉，以代表資料流中相對的位元。如果傳輸同步正確，那麼這種方式可以提供獨自的錯
誤校正功能，並且對干擾的容錯率也比較高。目前本館採用的是 DSSS 的 IEEE 802.11b。 

媒體存取（MAC）層定義的是存取 PHY 層的方法，機動性管理與無線電資源控制
等。在資料傳輸上，這和有線乙太網路的定義差不多，不同的地方是在資料碰撞（data 
collision）的處理方式。在有線網路標準中，資料封包可以被任意的送到網路上，只有
在兩個封包於某些情況下互相碰撞（collide）時，才會有其他方式來確保資料封包被正
確送到目的地。在 802.11 標準中則採用避免碰撞（collision avoidance）的動作。在這些
標準中，無線網路中的接收端在成功收到資料封包後，會回覆確認（ACK）封包給發送
端。如果發送端沒有收到 ACK 封包，那麼它會等待一段時間(由系統決定)後，再嘗試重
送封包。 

但不幸的是，802.11 標準中仍然有一些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存在。制定標準的目的，
無非是要達到標準化（Standardization）以及相容結合性（interoperability）的目標。不
過在標準中仍舊有一些與廠商間相容結合性有關的課題。這些包括 AP 點漫遊協定，在
標準規格中沒有明確制定出由某個 AP 範圍移動到另外一個 AP 範圍時的處理機制。另
外無論設備是否符合標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測試方法來測試無線網路。 

依據 IEEE802.11b 標準協定，無線網路共定義為下列二種模式 
● Ad Hoc  
● Infrastructure  

Ad Hoc 無線網路模式下使用無線網路卡的電腦 BSS(Basic Service Set)，可透過無線
網路卡與其他的電腦互相溝通形成網路，但此一模式則無法連接 Internet。 

 

 

 

 

 

 

 

 

 

 

 

圖三 Ad Hoc 無線網路  圖四 Infrastructure 無線網路 

 
Infrastructure 無線網路模式下使用無線網路卡的電腦必需透過 AP (Access Point)做

為與其他的電腦互相溝通形成網路並與乙太網路連接，但此一模式即可連接 Internet。 
目前本館採用的是 Infrastructure 無線網路模式，在二樓和四樓各設一個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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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九十一年圖書館週活動紀實 編覽組 

 
九十一年本校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十二月二日起，以「搶用圖書館資源─ ─ 歡迎崑

山群俠」為主題，在本館熱鬧登場。包括「琴─ ─ 彈指一線牽」為電腦網路產品體驗，
「棋─ ─ 運籌千里外」係資料庫檢索講座，「書─ ─ 寶典藏葵花」即各類圖書展，「畫─
─ 乾坤大挪移」則是空間設計作品展，「色─ ─ 比試光明頂」放映紅色警戒、綠色奇蹟
等名作影片，而以「藝─ ─ 崑崙授絕學」邀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陳祈男教授演講「資
訊科技與圖書館」壓軸。 
  各活動中以體驗新科技最受歡迎。十部最新產品「雙用平板(tablet)電腦」在圖書資
訊館一樓中庭展示，現場讀者競相領教該款全球最新科技產品的魅力；包括李創辦人及
陳校長，也親自使用數位墨水功能，在電腦上留下工整的筆跡。 
 
 
 
 
 
 
 
 
 
李創辦人與陳校長經專員解說，試用平板電腦 讀者參觀圖書館週書展 

 
  三樓團體放映室與光碟資料檢索室，另有隨選視訊(VOD)、線上資源整合搜尋暨學
習系統、新一代網路測試標準等展示項目，同時陳列數部筆記型電腦搭配無線網路卡，
供讀者自由使用，領略無線上網的樂趣。 
 
 
 
 
 
 
 
 
 
 

資料庫講座實況 新一代網路測試標準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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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設計系在活動期間提供各類作品展覽，使圖書館一樓中庭顯得多采多姿。書展
部分則給予全校師生另一專業購書管道。資料庫講座仍舊吸引許多志在深造的學生。而
電影名作播放時，曲折精采的情節立即迴盪在每一位前來的影迷胸臆之中。 

十二月十三日，圖書資訊館邀請具有資訊技術專業與豐富行政經驗的成大圖書館陳
祈男館長蒞校，針對當前圖書館配合教學、研究及產業三大需求，結合網路科技，發展
成為資訊提供者的趨勢，講演「資訊科技與圖書館」。陳館長所學、專長與經歷涵蓋講
題的每一個層面，在場聽眾咸感受益匪淺，充分體會圖書館際此資訊時代，所扮演之重
要角色。 
 
 
 
 
 
 
 
 
 

成功大學圖書館陳館長演講「資訊科技與圖書館」，內容豐富，聽眾聚精會神 

 

   
 
利用圖書資訊館的小常識── 

※ 使用線上資料庫時，請先檢查您的電腦上是否已下載 Acrobat Reader
或是 RealPage 等閱讀軟體，較能順利讀到全文資料。 

※ 讀者續借圖書時，可以不必帶書來館辦理，只需將證件帶來，在沒有
逾期及預約的條件下便可輕輕鬆鬆的辦好續借手續。也歡迎讀者經
由 WebPAC 自行續借。辦理續借只允許一次，若要再續借，則需先
來館還書再行借出。 

※ 圖書館的書籍在書背上都貼有書標，有何作用呢？書標上的數字標示
分為分類號及作者號兩部份；分類號的功用是將書分類，而同類的
書籍過多，排序上會有問題，因而再依作者的姓名作順號排列，此
兩者便構成所謂的索書號。有了索書號之後，對於讀者尋書就更方
便了。 

※ 為何某些期刊會有限制借閱的情形？由於這些熱門期刊如空中英語
教室文摘、全球防衛等，閱讀率高，易遭毀損，影響讀者使用權益，
便特別將這些期刊限制借閱。有需要的讀者，可親持證件向櫃檯借
閱，使用完畢也請歸還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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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本館使用規範及館藏發展政策部份修訂 編覽組 

 
  因應讀者需求與本館作業需要，教育讀者養成良好的圖書館使用習慣，部份館內使
用規則與館藏發展政策實有修訂必要。經第二十六、二十七兩次圖書委員會審議通過，
作成以下修訂，並陳報行政會議後實施；為期讀者瞭解並確實配合遵守，特此摘錄週知。 
 
一、修訂圖書資訊館使用規範第八條 

說明：館際合作閱覽證使用頻繁，預約者眾多，為提高閱覽證使用率，降低預約等
待時間，謹修訂相關條文。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八條 讀者可憑證申借館際合作閱覽

證，每次一枚，借期一星期，
每卡每逾一日應繳滯還金新臺
幣十元並停權四星期。若遺失
則賠償新臺幣一千元。 
讀者歸還閱覽證前，應先結清
他館之欠書及罰款，否則追溯
自借用日起，每日新台幣十元
罰款，他館之欠書及罰款另依
該館規定計算。 

    寒暑假期間，該閱覽證不外借。

第八條 讀者可憑證
申 借 館 際
合 作 閱 覽
證，每次一
枚，借期同
第 七 條 規
定。 

讀者使用館技合作
閱覽證失誤情況嚴
重，影響他人權益甚
至本館聲譽；為提高
館際合作閱覽證使
用率，降低等待預約
時間，特作此修訂，
嚴格縮限部分權限
以防再生弊端。 

 
二、修訂圖書資訊館使用規範第十八條 

說明：因應館內閱覽空間更動，讀者手提袋及書包允許入館，為禁絕攜入食物以促
進環境衛生，謹修訂相關罰則，俾產生遏阻效用。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十八條 一樓置物室置物櫃係供

讀者放置非貴重物品，本
館不負保管責任。市值貴
重物品得寄存於流通櫃
檯。食物或飲料（礦泉水
除外）禁止攜入館內，違
者罰款新台幣五百元，並
依校規處理‧  

第十八條 一樓置物室
之 置 物 櫃 係
供 讀 者 放 置
不 便 攜 入 館
內 之 非 貴 重
物品，本館不
負保管責任。

增列攜帶食物飲料
入館之處罰規定，維
持館內環境之清潔。

 
三、修訂圖書資訊館館藏發展政策第七條 

說明：因應圖書經費預算由各單位編列，目前實行結果已浮現若干徵點，造成專業
相關館藏購置程度不平均或未達總量成長要求，謹修訂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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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七條 選書責任與經費：各單位
依自行編列預算經費範
圍內提出館藏介購單，經
所屬學院協調後，交圖書
館進行採購。但圖書館有
權基於學校發展重點之
總量控制鍵請各學院再
作局部調整。 
學生得依本館介購流程
推薦圖書或非書資料，經
圖書館蒐集交由各單位
審 查 是 否 列 入 介 購 項
目。選書者如有意見不同
時，得以專業圖書為優
先。 
各院協調館藏預算時，除
資料庫另編外，預算額度
應以期刊佔 50%、圖書
及非書資料共佔 50%為
原則，以利紙本資料量的
穩定成長。 
全校館藏總預算經費額
度應以不低於前一年之
範圍編報，期能持續提升
館藏量。 

第七條 選書責任與經費分
配：各科得依所分配
之 經 費 提 出 介 購 單
（以專業圖書資料為
主），並經本校圖書
委員會通過後，由圖
書館負責採購。本館
館藏經費約 60%用於
專業圖書、期刊及非
書資料，按各科所佔
點數比率分配，但圖
書館有權根據各科借
構圖書籍期刊使用情
形或就學校發展重點
作局部調整。其他經
費館藏約 40%平均分
予共同科各教學研究
小組（約 20%）與圖
書館（約 20%）。學
生亦得依本館介購流
程推薦圖書或非書資
料，經圖書委員會同
意後介購。選書者如
有意見不同時，得以
專業圖書等較具學術
性之圖書為優先。 

將 原 條 文 分 析
項 目 ， 以 利 閱
讀。同時針對目
前 預 算 分 編 實
施 現 況 作 一 政
策修訂，避免各
院 相 關 館 藏 不
均衡發展，同時
確 保 本 館 館 藏
質 量 都 能 在 總
量 控 制 前 提 下
達 到 各 類 科 師
生 要 求 及 主 管
機 關 法 規 規 定
標準（例如大專
校 院 每 年 館 藏
成長量），兼顧
各 單 位 執 行 預
算的自主度。 

 

資料庫遠端登錄試用消息： 
為方便讀者在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本館已自行發展「遠端登錄」系

統，讀者可連線至 http://192.192.30.99/cdroom，見畫面右上角有一「遠端登錄
資料庫」。目前尚屬測試階段，請讀者利用後將所遇到的問題或困難告知圖書
館，以便再做更精進的修改。來信請寄至本館信箱 ksutlib@mail.ksut.edu.tw。 

歡迎讀者多多利用五樓學報資料區： 
本館五樓東北側學報資料區，已重新整理完竣，蒐羅本校及各大專校院歷

年學報甚夥，歡迎讀者前往查閱，並得一窺目前學術界重要研究成果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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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圖書館ＦＡＱ 編覽組 

 
1. 圖書館的電腦可否加裝日文輸入法？ 

答： 基於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問題，本館對於非正式授權使用之軟體，不能在供公
眾使用的電腦上進行安裝。讀者如有需要，請自行至網路上下載，或洽系上向
電算中心推薦購買多人使用版本之相關輸入法軟體。 

2. 位於二樓休閒區新書展示櫃的書籍可否外借？ 
答： 本館二樓新書為各類門排行榜暢銷書，為顧及多數讀者渴求新書的權益，開放

館內閱覽期間訂為一個月。每月月初，我們才會將已陳列一個月的新書改為可
外借模式，依分類號分置各樓層開架式書架上，提供讀者借出館外。 

3. 我想要借閱書中所附光碟片，不知該如何洽借？尤其有些書籍必須配合該光碟，才
能起作用的。是否可以給個答覆？ 
答： 關於館藏的光碟部分，都在本館三樓光碟資料檢索室內。如果是圖書中附有光

碟，也僅限於該室使用，以減少資料的損壞；此係為保存館藏不得已之考量，
經本館詳詢國內多所大專校院，在衡諸大多數讀者權益並減少館藏無故流失因
素後，均採此做法，同時避免發生著作權法中之不當重製問題。詳情可洽詢光
碟資料檢索室櫃檯人員。 

4. 不可預約的書是不是就不可外借？或者說，不在館內的才可以預約？ 
答： 不可外借的書當然無法預約。此外，可以外借的書既仍在館內，就不必預約，

流通系統便不會提供預約選項；館藏沒有外借出去，當然就沒有預約的問題
了。也就是說，已經外借的圖書，才可以預約。 

5. 參考工具書和圖書有什麼不同？讀者可以外借參考工具書嗎？ 
答： 參考工具書顧名思義就是具有查閱、參考功能的工具性書籍，一般而言，主要

功效並不像圖書一般，供人瀏覽閱讀。例如字典，大多數人是不會將它從頭閱
讀到尾的。 
正因參考工具書需備為大多數讀者隨時查考使用，一旦遭人外借，勢必影響其
他人的權益；故幾乎沒有任何圖書館會允許參考書籍外借，本館亦不例外。 

6. 館內提供彩色文件複印服務嗎？ 
答： 館內半年前即已商請全錄公司設置彩色影印機一部，歡迎讀者隨時購買影印卡

使用。位置在一樓編覽組辦公室門口旁。 
該彩色影印機與其他全錄影印機使用一樣的卡片，只是文件影印扣款量不同，
彩色影印比較昂貴，請讀者特別留意使用。此外，震旦公司的影印卡片就只能
使用本館的震旦影印機，不能使用該彩色影印機。 

7. 我想找去年某系的畢業專題，可是找不到，該怎麼辦？ 
答： 本館已將所有的畢業專題放在四樓的論文專題資料室，惟該室採開放閱覽，若

有讀者將它取出隨便置於其他閱覽區，當日閉館整理前要一下子找到，可能需
耗些工夫。讀者遇此情形時，可向本館櫃檯人員告知該專題名稱，我們會請工
讀生協助您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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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圖書資料 採購組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工程數學分析整理 陳新得 全華科技 440.11 7502 

藍宇 北京同志 臺灣東販 857.75 1074 

朵朵小語 朵朵/萬歲少女 大田 855 7777 

別只給我一根骨頭:狗狗的啟蒙教育 戴更基 水晶 437.66 4314 

擁抱自信人生 吳淡如 大田 855 2634-4 

寂寞殺死一隻貓 凱西 大田 855 2710 

慾火焚身 藍琴 禾揚 857.7 4411:3 

淡煙日記 淡煙 寶瓶文化 855 3991:2 

財政學 李金桐 五南 560 4084 

債法原理,不當得利 王澤鑑 著者發行 584.3 1038-2:2 

重新看見自己 吳淡如 方智 177.2 2634-3 

栽培自己 吳若權 方智 177.2 2644-2 

眾神故事 洪福建/典玄 立治 857.83 3431 

三個 A Cup 的女人 張小嫻 皇冠 857.7 1194-4 

流浪的麵包樹 張小嫻 皇冠 857.7 1194-5 

小氣有理，就有錢 王舜清 高富 563 1023 

小姐小姐別生氣 劉墉 水雲齋 855 7240-9 

法學概念判解精選,民事法篇 高點法學研究室 高點文化 584 0637 
The essential John Nash Kuhn, Harold W. N Sylvia. Princeton Univ. 510.92 K96 200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Friedman, Thomas Anchor Book 337 F911 2002 

Fundamentals of futures and options Hull, John Prentice Ha 332.645 H913 2 

Continuous martingales and Brow Revuz, D./Yor, Ma Springer, 519.287 R454 1 

Financial risk / the new benchmark Jorion, Philippe McGraw-Hill 658.155 J82 20 

Language : the basics Trask, R. L. Routledge 400 T775 1999 

Syntax : a linguistic introduct structure Brown, E. K. Mill 
Harper-Coll 
Academic 

415 B877 1991 

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 Williams, Gareth Wm. C. Brow 512 W723 1996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or sciences Devore, Jay L. Duxbury 519.5 D511 200 

The MEMS handbook Gad-el-Hak, M. CRC Press ER 621 G123 20 

Durkheim Poggi, Gianfranco Oxford Univ. 301.01 P746 20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lligence De Kerckhove, Der Birkhauser 721.01 D278 20 

About language : tasks for teac Thornbury, Scott Cambridge Univ. 428.0071 T497 

Stochastic calculus and financial Steele, J. Michael Springer 519.2 S814 200 

Understanding textiles Collier, Billie J Phyllis G. Prentice 677 C699 2000 

The faeries' oracle Froud, Brian./Mac Jessica. Fireside 133.3242 F942 

Coming from the south Bru, Eduard Actar 711 B886 2001 

Layout index Krause, Jim, North Light Books 686.2252 K9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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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視聽媒體 採購組 

 

資料名稱 出版社／代理商 資料類型 
高山之旅:蘭嶼海濤聲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高山之旅:魚舟祭典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高山之旅:粟之祭典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青山春曉:生生流形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青山春曉:矮靈的祭典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青山春曉:獵人的合唱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青山春曉:卑南收穫季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6.29 0513- 
原住民新聞雜誌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36.29 8413 
搖滾祖靈:者播部落的 Geiwubihi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39.529 8413 
忍無可忍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44.18 8413 
香火薪傳:毽子飛飛上天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8.82 0513 
香火薪傳:抖空竹扯扯鈴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8.82 0513 
香火薪傳:布袋戲掌中玩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8.82 0513 
香火薪傳:舞兒樂我來跳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538.82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客來土板多知音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海上雅美歌舞清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阿美酒酣起舞彩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翠嶺春暖三地門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漆光晶華澤如玉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螺溪古石磨新硯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民族藝術薪傳錄:祥獅獻瑞慶豐年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909.886 0513 
靈巧的手:製竹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靈巧的手:鑄銅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靈巧的手:做糕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靈巧的手:水印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靈巧的手:印染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靈巧的手:造花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靈巧的手:雕紙的手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V 479.7 0513 

軌道傳奇:台糖小火車進行曲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57.25 8413 

軌道傳奇:尋找鹹鹹的軌道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57.25 8413 

軌道傳奇:迴盪山林的火車(上)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57.25 8413 

軌道傳奇:迴盪山林的火車(下)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57.25 8413 

軌道傳奇:好山好水訪平溪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557.25 8413 

我們的島-海洋系列:黑面琵鷺請來坐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367.89 8413 

我們的島-海洋系列:致命的海岸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367.89 8413 

救世主 得利影視 DVD 987.82 2263 

進化特區 得利影視 DVD 987.82 2263 

騎士風雲錄 得利影視 DVD 987.82 2263 

成名在望 得利影視 DVD 987.82 2263 

認識米開朗基羅 百合文化傳播 DVD 940.9945 2 

認識達文西 百合文化傳播 DVD 940.9945 12 

紅磨坊 威翰資訊網路公司 DVD 987.82 5430 

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威翰資訊網路 DVD 987.82 5430 

天翻地覆 威翰資訊網路 DVD 987.82 5430 

大都會 威翰資訊網路 DVD 987.82 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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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線上資料庫 典藏組 

 
以下介紹本館購置有使用權之經濟統計類資料庫四種，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Standard & Poor’s Research Insight（S & P COMPUSTAT 財金分析資料庫） 

由國科會人文處補助購買，資料庫除了數據，還收錄公司敘述、國家簡介 (Country 
Overview) 或是趨勢與預測 (Trends and Projections) 等訊息，提供您更具洞悉力的文字
說明。 
此項資料庫關於美加企業財務分析部份，含有： 

10,000 個現行的美國公司。10,400 個停業的美國公司。 
1000 個加拿大公司。 
450 ADRs。350 種年度資料。230 種季資料。 
300 個財務比率，包括股利，成長率，獲利率及相關市場表現。  
600 種指數，包括 S&P，Dow Jones 及 Russell。  
20 年歷史資料（年報回溯歷史資料至 1950 年）。  
48 季歷史資料（季報回溯歷史資料至 1962 年）。  
20 年每月市場資料（有的回溯至 1962 年）。  
完整之財務資料：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  
I/B/E/S 國際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餘預估。  
股價、股利及盈餘。  
公司名稱，地址及主要成員資料。營運部門資料。經濟產業面資料。  
公司行業描述。成長／價值指標。  
每日更新 200 多種資料，其餘資料採週更新。 
 

台灣經濟新報 
此資料庫主要為經濟統計資料,有下列分類項目: 
TEJ Bank：金融機構各項業務，如：一般銀行存款餘額分析、一般銀行放款餘額分

析等。 
TEL Equity：證券市場面資料庫，包括股價、信用交易、外資法人……等 。 
TEJ Finance：上市公司財務資料及財務比率資料庫。 
TEJ Profile：包含總經、原物料、月營收、公債、及其他上市公司外圍資訊系統。 
TEJ OTC DB：上櫃公司資料庫，包括財務、股價、董監事、月營收、資本形成等

資料。 
TEJ China DB：有關大陸上市企業資料庫。 

 
時報資訊─ ─ 情報贏家、財經資料庫、即時新聞、新聞資料庫 
情報贏家內容：提供即時新聞、股市/匯市/期貨即時報價、股市盤後分析、財經資料庫、

新聞全文資料庫等各類資訊，在知識經濟時代中，成功掌握先機。 
財經資料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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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總體經濟：包括國民所得、工業生產、景氣指標、物價指數、貨幣供給、對
主要國家貿易、財政統計、賦稅統計、國際收支等。 

2. 利率、匯率、債券行情：存放款利率、拆款市場行情、貨幣出及市場利率、貨幣
次級市場利率、台北新台幣即期行情、美元參考匯價、交叉匯率、債券行情等。 

3. 公司業績：公司基本資料、月營收盈餘、月營收成長率、財務預估、財務報表、
財務指標等。 

4. 公司長短投：公司轉投資、買賣有價證券、公司轉投資大陸等。 
5. 權證基本資料：認購權證基本資料、履約價與行使比例等。 
6.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表、重要財務指標、公司基本資料等。  
7. 國際股價指數：美國道瓊工業、運輸業、公用事業、綜合股價平均，美國 NYSE、

AMEX、S&P 等綜合指數，日經 225 指數、新加坡海峽指數、泰國 SET 指數、
上海綜合指數等。 

8. 重要原物料行情：農林漁牧、CRB 指數、礦產品、紡織、紙業、化學、人纖、
塑化、水泥、鋼鐵、電子等。 

9. 大盤、個股、類股籌碼：信用交易、集中保管、自營商進出、外資持股、三大法
人買賣超、外資買賣超等。 

10. 股利：股東會、現金股利、公司股本、除權除息等。 
11. 董監持股：董監股票申報轉讓、董監事月持股、董監質權設定等。 
12. 行情：原始股價、交易所指數、OTC 類股/大盤指數、工時類股/大盤指數、證

交碼及名稱對照檔、證交碼改碼紀錄檔等。 
13. 國內基金：國內基金淨值市價、總持股比例、配息資料、基本資料與最新經理

人等。 
即時新聞內容：共 21 大類，包括經濟、社會政治、產業動態、未上市新聞、貿易、交

通、財政、金融、公司動態、國際新聞、國際股市、國際報價、國內報價、股市評
論、財經評論、藝文、娛樂、體壇、大陸新聞、綜合及其他等。 

新聞資料庫內容：政治、國防、財經金融、一般產業、科技資訊、投資理財、交通運輸、
社會內政、環境保護、文化教育、醫療保健、地理氣象、水電能源、體育休閒、各
類運動、消費理財、名人錄、風雲企業、副刊、社論。  

 
AREMOS 統計資料庫（本項屬單機資料庫，請到一樓查詢檯使用） 

此系統含台灣地區之國民所得、金融、貿易、工業生 產、人口、物價、薪資、交
通、能源、農業、教育、 大陸地區總體經濟等資料，以及股票市場、上市公司財務報
表、股票報酬率等等。 

 

 

 

 

 

 

 

   
關於教師論文著作授權的消息： 

  為響應國家圖書館收集授權書，本館已著手整理校內老師們的論
文著作，待作業告一段落，會通知有著作的老師簽下授權書，授權國
家圖書館掃瞄存檔及文獻傳遞之用；並配合「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明年起變更服務方式，建立全國論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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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編覽組 

 
新生參觀教學活動：「如何利用圖書資訊館」【91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 

新學年伊始，本館歡迎崑大新鮮人，辦理四技部新生「如何利用圖書資訊館」教學
活動，各班經排定時間由教師率領學生蒞館，參觀瞭解各項設施及利用規則，並學習線
上查閱館藏資料及自身借閱狀況，成效良好。 
 
館藏採購更見效率【91 年 10 月 1 日】 

為滿足讀者對新書的需求，自本學期起，館藏採購程序彈性化，積極與台南地區知
名書商如金石堂、誠品、敦煌等合作，提升採購速度。此外，圖書介購亦改以按月方式
進行，各系所、單位只要在每月三十日前將介購資料彙送本館，即可於次月五日送案採
購。歡迎大家隨時利用系所介購管道或至圖書館網頁薦購圖書。 
 

青島建工學院蒞館參訪【91 年 10 月 5 日】 
大陸青島建工學院副院長張光興教授，於十月五日率領該校土木、機械、計算機工

程、管理工程等系主任，與建築系副主任一行六人，參觀本校各項設施並進行交流。當
蒞臨圖書資訊館時，受到館長及全體同仁熱烈歡迎與接待。張副院長等人對本館環境、
設備與所提供之資訊檢索服務極表稱讚，並允日後兩校進一步合作時，與本館進行技術
與資源上的交流互惠措施。 

 

第二十七次圖書委員會召開【91 年 10 月 11 日】 

本次圖書委員會針對館藏採購新制實施以來之缺點作一檢討改進，修正預算編制與
執行之細節，以符讀者需求，同時避免館藏採購方向之偏頗；另對館際借書證難以管控
之申借法規作適當修正，加重借用者責任，可減少證件遺失情形，亦可降低預約者的等
待時間。館長在會中並代表全體同仁，感謝圖書委員對於各項政策推動之指導。 
 

圖書館週活動圓滿成功【91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及 12 月 13 日】 

  九十一年圖書館週，本館以「搶用圖書館資源─ ─ 歡迎崑山群俠」為主題，策劃
一系列活動，吸引大批讀者前來共襄盛舉。並邀請到成大圖書館陳祈男館長，於十二
月十三日假國際會議廳講演「資訊科技與圖書館」。活動圓滿成功，人氣鼎盛；詳情
請參閱第 11 頁專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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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消息： 

  本館預計十二月底前即可完成入口刷卡機之裝設，敬請讀
者蒞館時記得攜帶教職員證或學生證，以利刷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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