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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諮詢委員會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地點：圖資大樓一樓電算中心會議室 

主席：趙館長涵捷 

執行秘書：廖玉卿 
出席委員：段昌國委員、黃宏謀委員、吳柏青委員、陳永松委員、余嚴尊委員、

賴裕順委員、林凱隆委員、高建元委員、徐碧生委員(陳奎任先生代理)、鄭岫盈

委員、薛方杰委員、張蓓蒂委員、王修璇委員、李志文委員、張蓮萍委員、毛俊

傑委員(張錫鈞老師代理)陳  錚委員、張智欽委員、林豐政委員、郭文堯委員 
 
請假委員：翁瑞光委員、廖大修委員、張明毅委員、曾浩璽委員、賴軍維委員、

韓煥章委員、魏偉燦委員 
列席人員：王秀娟、黃麗君、吳寂絹(請假)、楊敏雅 
記錄：廖玉卿 
 

壹、主席報告 

貳、業務報告 
  一、定期更新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NCL)WWW 版，目前版次 8.2 收錄

1970/01 至 2005/07 資料。 
  二、本校學報收錄宜蘭技術學院學報一至九期、工學專輯、電機資訊專輯、生

物資源專輯、人文社會專輯、宜蘭大學學報一期及人文及管理學報第一期、

工程學刊第一期、生物資源學刊第一期。 
  三、資訊檢索教室管理系統啟用。  
  四、本館網頁 10 月全新改版，新版的圖書館網站提供 RSS Feeds 功能，讀者可

以利用 RSS 主動訂閱本館最新公告消息，歡迎多加利用。 
  五、圖書採訪與經費 

（一）本年度圖書採購總經費共計為八百七十萬元整，視聽經費為一百七十

五萬元整，截至十月十五日止，本館已提出中外文圖書請購案共計

7,276,217 元，購置中外文圖書約 4,447 種；視聽資料請購金額總計為

1,462,694 元，購置視聽資料 266 種、一套音樂圖書館及線上有聲書資

料庫。至於各批採購詳細資料及細目均隨時公佈於本館網頁“教師服

務專區”中之“書刊資料採購”選項下，敬請各位委員參考。 
（二）為充實本校教學研究相關資源，本館積極爭取並獲通過教育部「購置

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專案經費補助，共計五百萬元

整，該項經費將優先充實本校較缺乏之外文圖書、視聽資料及電子書

館藏。截至十月十五日止，本館已動支 3,361,227 元整，預計於十二

月底前可順利執行完畢。 
（三）自遷入新館後，圖書館收到各方贈書明顯增加，本館正加緊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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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各位老師仍續不吝賜贈。 
（四）本年度截至 94 年 10 月 15 止，完成登錄作業(含價購及贈書)之各類型

館藏統計如下表： 
館藏類型 處理數量 備註 

中文書 8,404 冊 包含日韓文書刊 
西文書 2,808 冊  
視聽資料 579 件  

  六、圖書分編 
        本館九十四年一月至十月完成編目資料共計六，一四三件(含圖書五，九

四五冊、視聽資料一九八件)。   

  七、典藏狀況 
截至九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本館典藏情形如下： 

類    別 數    量 類    別 數    量
圖書（含視聽）資料 167,588 學術資料庫 42
語文別 中文 143,615 地區別 國內 17

西文 23,973  國外 25
電子書  60,288 報紙 19
紙本期刊 1,064 語文別 中文 16
語文別 中文 830  西文 3

日文 15  
西文 219  

電子期刊  15,413

   八、志工服務： 
(一)本館自 92 年 9 月起進行第一次招募，目前共有 4 位固定到館服務。 
(二)志工服務內容包括更換書庫破損不清的書標、黏貼圖書的安全磁條、協

助圖書的加工事宜(蓋館藏章、登錄圖書資料等)以及資料的建檔工作。 
(三)統計 94 年 1 月至 10 月為止志工服務時數如下： 
姓名 性別 服務時間 開始日期 服務時數 

張正良 男 週二、四 9～12 93.10.21 138小時 
林彩雲 女 週一、三、五 8～11 92.12.12 234小時 
李振隆 男 週四 10～12 92.09.03 30小時 
鄭仲嘉 男 週二 9～12 94.09.20 15小時 

林勇一 男 週二 9～17 93.10.19 ～
94.04.26 

85小時 

程美燕 女 週三 14～17 93.10.27 ～
94.06.29 

59小時 

吳翠華 女 週三 1:30～4:30 94.04.27 ～
94.05.25 

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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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萍 女 週四 9～12 94.05.05 ～
94.05.06 

5小時 

合計七人    581小時 

九、閱覽服務 
（一）本館二樓入口處設置門禁管理系統，進出館皆須刷卡，利用本館服務

或參加校內單位借用本館場地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務請記得攜帶教職

員工證或學生證以便進館，謝謝合作。 
（二）本年度至九月卅日止，本館各項服務量統計如下： 

（１）進館人次總計如下： 
  大學部學生 碩士班學生 教師 

人文及管理學院 8,383 233 422 
應用經濟學系 4,601  0 
外國語文學系 3,782  113 
經營管理研究所  233 11 
通識教育中心   298 
工學院 51,258 367 332 
土木工程學系 9,920 0 92 
電機工程學系 10,291 0 31 
電子工程學系 13,330 0 6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7,372 0 20 
機械工程學系 6,955 0 93 
環境工程學系 3,390 0 18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0 112 0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0 33 0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0 145 0 
建築研究所 0 77 17 
生物資源學院 38,374 393 431 
食品科學系 13,341 0 152 
動物科技學系 5,584 0 105 
園藝學系 5,763 0 34 
自然資源學系 7,160 0 19 
生物機電學系 6,526 0 121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0 67 0 
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 0 222 0 
園藝學系碩士班 0 26 0 
生物技術研究所 0 78 0 

小計 98,648 1,026 1,337 
高職進修部 90 
職員 2,959 
校外人士 22,253 

總計 126,313 
（２）研究小間使用次數共 193 次。 
（３）討論室使用次數共 17 次。 
（４）多媒體中心使用次數計 2,336 人次，分為：音樂欣賞區 619 人次；

電視欣賞區 291 人次；隨選視訊區 196 人次；個人視聽區 1,188
人次。團體視聽室則外借計 4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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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自五月起開放辦理眷屬及退休人員閱覽證，至九月止共辦理 49
張眷屬閱覽證，3 張退休人員閱覽證。 

（二）自九月廿一日起，本館影印卡及電算中心列印卡售價一律調降十元，

即每張售價調整為120元。 
（三）自九月起多媒體中心推出23個數位衛星電視頻道，分為9個直播衛

星頻道播映歐美日地區新聞影視節目，14個數位頻道播映台灣5
家無線電視台數位節目，歡迎到館聆賞。 

  十、參考諮詢服務 
（一）九十四年度本校引進中西文線上資料庫共計四十二種，資料庫清單詳

見附件一(略)。最新引進之線上資料庫包括：「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

知識庫」及「臺灣歷史辭典」，歡迎多加利用。九十四年度(至九月卅

日止)使用統計詳見附件二(略)。 
（二）「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本校加入迄今，共購入各系（所）推薦之598

本論文，內含九十四年度各系（所）選購之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153本，

整個聯盟則共購入44,727本論文。所有論文皆已建置於數位化典藏聯盟

資料庫中，歡迎鼓勵研究生下載使用。 
（三）本館為增加帳號密碼管理之安全性，EBSCOHOST、IEL、ProQuest三

個西文資料庫，原先核發之帳號密碼自即日起無效，需於校園外連線

使用上述資料庫者，請連線至電子資料庫校外連線帳號申請系統，系

統接獲申請後將自動核發新的帳號及密碼。。 
（四）2004 JCR（science edition 及 social science edition）期刊排名檔已彙整

完畢，歡迎有興趣之師生向本館索取。 
（五）本年度資料庫講習活動至十月底止已舉辦十三場，247人次參加。 

十一、館際合作 
（一）九十四年一至九月館際合作申請件為：外館向本館申請期刊複印或圖

書借閱共計238件；本館向外館申請期刊複印或圖書借閱共計872件。 
（二）除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線上代借代還外，本館另提供臺灣

大學圖書館、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蘭陽技術學院圖書館、中研

院歷史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之借書證，可持證到該館借書。另外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閱覽證，可據以進入各會員單位圖書館閱覽，

惟不得據以借閱圖書及申請複印服務，歡迎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學

生至三樓參考諮詢室辦理借用。 
  十二、期刊業務 

（一）九十五年度西文、中文及大陸紙本期刊三項採購案進行增續訂作業中，

預計十一月底前完成簽約。 
（二）本館訂閱之 19 種中英文報紙，由保存最近三個月份增長為保留最近半

年份，置於三樓過期報紙區，歡迎多加利用。 
（三）國研院科資中心自 94 年起將增設「全國日文期刊聯合目錄」，整合後

的「全國期刊聯合目錄」，對於中文、西文、日文期刊之複印申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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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滿足使用需求。 
參、臨時動議 

  一、段昌國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進館人次無法得知讀者使用圖書館之資源(借書或看書)為何? 建議館

方提供各院系之借閱冊數及類別統計。 

（二）目前館方圖書經費皆採各系所平均分配；建議館方另行爭取之經費

可依借閱類別與使用情況調整比率。 

（三）請館方考量收納藏諸民間耆老之各類型資料，段委員認識不少地方

耆老十分樂意協助館方與之聯繫。 

      館方答覆： 

（一）感謝院長建議，館方將以電子郵件於兩週內提供各院系之借閱冊數

及類別統計。 

      （二）館方若有特別經費將依借閱類別與使用情況調整比率。 

（三）請院長鼎力協助。 

  二、黃宏謀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教師服務專區之圖書推薦必須下載填寫十分不便，可否線上填寫? 是
否可只填寫作者、書名?  

（二）電子書及電子期刊使用率不高，建議館方辦理相關活動提升使用情

形。 

     館方答覆： 

（一）本館會將自動化系統個人借閱查詢中提供之線上圖書推薦連結至教

師服務專區。請優先填寫 ISBN序號及書名本館即可進行查證。 

（二）將於圖書館週舉辦活動提升使用情形。 

    三、吳柏青委員建議本校圖儀總經費 31,778,000 改制至今未見成長，317 萬圖

儀費僅占 10%，圖書經費不足，校務基金依結餘款提計劃方式進行，除可

爭取校務基金外，明年或許仍有新設國立大學經費，館方可多收集西文圖

書資料，若有經費即可進行採購。 

     館方答覆：本館備有西文書目資料，可隨時進行採購。 

四、高建元委員建議館方可考量與國立傳藝中心建立館際合作關係。 

      館方答覆：館方將與該中心聯繫進行館際互借相關事宜；非宜蘭縣民之本

校教職員工即可向本館取得借書證，方便借閱該中心資料。 

      張智欽委員補充說明： 

                宜蘭縣民辦證後可免費進入該中心使用，非宜蘭縣民可換臨時

閱覽證進入。 

  五、張智欽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人力不足多 e 化；借還書可採自助式，以減輕人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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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IS 資料庫建置，目前校內各系所有的各自購買電子圖檔、有的未

取得合法授權、有的因經費有限資料無法更新，費用龐大形成浪費， 
      建議館方整合建置該資料庫並取得全校授權。 
（三）宜蘭社大常與縣府承辦大型活動如國際影展、綠色影展，另地方社

區藝文活動如 NGO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組織)、
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非營利組織)寧願與高、中、小學合辦，

皆因本校場地費偏高，導致承辦單位無法負擔，承辦意願低落。 
      薛方杰委員也有相同見解，建議校方多與社區接洽舉辦活動以提升

地區形象。 

      館方答覆： 

（一）本館目前借還書採工讀生協助相關事務方式進行，未來將朝此方向

規劃。 
（二）GIS 資料庫軟硬體建置與全校授權問題，將轉請電算中心處理。 
（三）若是舉辦學術性質研討會，館方將盡力協助。 
吳柏青委員補充說明： 

場地費條例需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基金委員會， 
非館方可自行決定；建議委員於相關會議提案討論。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