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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諮詢委員會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 

地點：圖書館二樓參考室 

主席：徐館長碧生 

執行秘書：廖玉卿 
出席委員：林佳靜委員(出差，陳裕文老師代理)、段昌國委員、歐陽鋒委員、阮

忠信委員、馮臨惠委員、陳凱俐委員、鄔家琪委員、李志文委員、盧

永華委員、江孟學委員、薛仲娟委員、吳秀玉委員、朱達勇委員、賴

軍維委員、喻新委員、吳毅俊委員 
請假委員：翁瑞光委員、廖大修委員、徐治平委員、郭村勇委員、邱求三委員、

郭文堯委員、張蓮萍委員、許佳惠委員 
列席人員：王秀娟、黃麗君、吳寂絹、楊敏雅 
記錄：廖玉卿 
 

壹、主席報告 

一、營運報告內容簡介 

二、圖資大樓 
（一）各樓層空間配置介紹(詳參營運報告第 71~77 頁)。 

（二）工程進度報告：土木、水電已完工(詳參營運報告第 60~69 頁)。 

（三）進行中專案：校園無線網路、隨選視訊系統、數位學習平台、圖書 
及資料庫採購(詳參營運報告第 15~16 頁)。 

（四）面積增加八倍，人手不足，除向校方爭取增加編制內員額外，並設 
置「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志工服務要點」以招募志工協助館務 

運作。 
三、電子資源投資現已超過千萬，請踴躍參加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至十 

二時電子資源講習，並請多加使用！ 

 

貳、業務報告 

  一、本館於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

訊館志工服務要點」詳見附件一(略)。 

  二、九十二年六月更新 webpac 公用線上目錄版本，增加功能如下：個人借閱

歷史查詢；新書通報可依月份、典藏地點、特藏代碼、資料類型設限檢索

瀏覽；進階查詢：可跨欄設限檢索；支援書影顯示；提供最新消息。 
      讀者可於任何連上網路之電腦透過本館 webpac 公用線上目錄查詢館藏、

個人相關借閱資料及辦理圖書續借及預約(詳參營運報告第 5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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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期更新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NCL)WWW 版，目前版次 6.3 收錄

1970/01 至 2003/06 資料，該版次新增連結至本館館藏功能已可直接得知

本館是否擁有該期刊。 

  四、圖書借閱服務 

    （一）本館九十一學年度借閱冊數 30,261 冊，日流通量 140.10 冊；本館近 
五年借閱統計，詳參營運報告第 37 頁 。 

    （二）因應改大借閱規則大幅更動，更改系統借閱政策，主要更動如下： 

1.提供本校兼任教師、臨時人員、建教合作及專案計畫研究助理，由

各相關單位出具身份證明書及負責歸還承諾書，向本館辦理借書

證。 
2.借書冊數及期限相關規定如下： 

 專(兼)任教師及研究生：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卅冊，借期卅天。 

 學生(研究生除外) ：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十冊，借期十四天。 

 本校員工：借出圖書總冊數為二十冊，借期卅天。 

 臨時人員、建教合作及專案計畫研究助理：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十

冊，借期十四天。 

 館際互借圖書單位借出圖書總冊數及借期，依各單位合約分別辦

理。 

3.讀者得預約圖書，預約冊數每人以五冊為限。

4.逾期日數之計算： 

 以到期日之次日起算，不滿一日以一日計。 

 休館日不計。 

 凡逾期三日內歸還圖書者，不課逾期金。 

 逾期超過三日，則自第一日(即到期日之次日) 起計算逾期金

額，採累計制。 

（三）配合註冊組學生證重置之條碼測試。 

  五、圖書採購 
（一）本館獲教育部九十二年度「輔導新設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經費

補助共計兩千萬元，預計用於圖書採購部份為七百八十五萬元。其

中包含中外文圖書、視聽及電子書聯盟等。目前本館正依各學系所

推薦之書目，積極辦理圖書採購中，期能充分應用該專款，並符合

各位老師教學研究之所需。 

（二）本年度本校圖書經費為五十萬四千元，將配合所獲教育部專款，一

併統籌運用。 

館長補充報告：本館設備費 317 萬(占全校經費 10%)，紙本期刊 200 多

萬元，設備費僅餘不到 100 萬，圖書採購需用設備費；業務費 107

萬，電子資料庫占 60~7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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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圖書分編 
      統計本館九十一學年度(91 年 7 月至 92 年 6 月)完成編目、上架圖書數 

量如下表： 
資料類別 數 量 
圖    書 7,374 冊
視聽資料 247 件
總 計  7,621 件

  平均每月新進館藏量為 635件；目前一本書從加工到上架須時一個月，讀 
者若於館藏查詢系統上查詢到圖書資料之處理狀況為”完編待送”、”移送閱

覽”，且因教學用或研究用，急需利用該書者，可上本館網頁教師服務專

區填寫申請，本館將優先加速處理於申請日起七個工作天內完成。 

七、典藏狀況 

截至九十二年十月底，本館典藏情形如下： 

類    別 數    量 類    別 數    量 

圖書（含視聽）資料 150,448 學術資料庫 30
語文別 中文 127,869 地區別 國內 9

日文 1,697  國外 21
西文 20,882

報紙 19
電子書  31,597
紙本期刊 807 語文別 中文 16
語文別 中文 690  西文 3

日文 8 幻燈片 1,228
西文 109 其他 2,950

電子期刊  4339

註：右表之其他項目包括：政府出版品、小冊子、地圖、靜畫資料、

剪輯資料等。 

  八、參考諮詢服務 

（一） 九十二年度本校引進線上資料庫共計三十種，資料庫清單詳見附件二

(略)；九十二年一至十月資料庫使用統計詳見附件三(略)，歡迎本校

師生多加利用。 

（二）科資中心全國科技資訊網帳號及密碼，本學年仍開放至各系科一組

使用，其中Compendex資料庫因本館已訂購校園網路版(即EI Village 
2)，不限使用次數，故請勿以此帳號連線使用；其餘可用之國外資料

庫包括：Biological Sciences、INSPEC、NTIS、Scientific Meetings。
九十二年一至十月使用統計詳見附件四(略)。 

（三）九十二年度「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本校購買論文總數為一百三十

五本，可共享逾一萬八千本博碩士論文，所有論文皆已建置於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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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聯盟資料庫中，您可於"典藏查詢"欄位點選"宜蘭大學"查看本

校挑選之論文, 或不選擇任何單位, 直接於"檢索詞"欄位輸入關鍵

字進行查詢，資料庫中所有論文皆可下載，歡迎多加利用。 

（四）著名之資料庫如：SCI、PASCAL、Current Contents及Biological & 

Agricultural Index 等皆可透過DIALOG系統連線使用，惟該系統採

計次收費制，故請確認為所需文件後再點選查詢結果, 使用完畢按

logoff即可看到該次花費金額 (本校已預付)。歡迎有需求之本校專

任教職員生申請帳號密碼連線使用。 

（五）本館各資料庫可使用之西文全文電子期刊皆已建置於電子期刊整合

系統(http://172.20.192.118/cgi-bin/ej/browse.cgi)，歡迎上網

使用。 

（六）為便利全校教職員生於家中使用圖書館資源，本館於四月十六日推

出遠端認證服務，只要您依照步驟於瀏覽器中設定完成，再輸入本校

核發之 email 帳號及密碼，即可於家中輕鬆利用資料庫資源。詳細設

定說明請見 http://www.niu.edu.tw/library/docs/rpa.pdf （註: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WWW 版」無法透過此服務使用，欲使用

者請連至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使用；另有少數資料庫，因授

權方式不同，無法以此服務連結。） 

（七）為加強全校師生對學術資料庫之認識與運用，本館自八十八學年起舉

辦「圖書館專題推廣活動」。本學期推廣活動至十月底止已舉辦七場

講 習 ， 共 計 358 人 次 參 加 。 課 程 內 容 請 見 本 館 網 頁

(http://www.niu.edu.tw/library/training/)之說明，統計資料請

見附件五(略)。 

（八）本館為方便本校教師查詢投稿期刊在 SCI 或 SSCI 上之排名，特別提

供代辦服務，費用由圖書館支付，請有此需求之教師逕洽 317 吳寂

絹小姐。 

九、館際合作 

（一）配合國科會數位圖書館暨館際合作計畫，本館自八十九年起即正式採

線上館際合作申請，本校師生使用相當踴躍。截至九十二年十月止，

外館向本館申請期刊複印共計九十八件、本館向外館申請期刊複印或

圖書借閱共計六百五十五件。 

（二）自九十一年四月一日起，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學生可至本館辦理

借用館合借書證，或線上填寫「國內圖書互借申請」，申請借閱臺

大圖書館之館藏一般圖書，每張借書證可借閱五冊，借期三週，歡

迎多加利用。 

（三）自九十一年十月一日起，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學生可至本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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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館合借書證，或線上填寫「國內圖書互借申請」，申請借閱中

研院歷史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之館藏一般圖書，每張借書證可借閱

五冊，借期四週，歡迎多加利用。 

  十、期刊採購及處理情形 

（一）配合九十二年度「輔導新設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學校配合款部份，

已完成九十三年度西文期刊需求調查，進行採購作業中。另九十三年

度中文及大陸期刊兩項，亦使用專案經費進行採購中。 
（二）本館網頁提供館藏中文、西文、日文及大陸紙本期刊目錄，可依刊名

或索書號分別瀏覽，詳見網頁「館藏／借閱查詢→館藏紙本期刊」。 
（三）本館網頁另提供電子期刊整合系統，可依刊名、主題、代理商／出版

公商等檢索，若是本館已訂購之電子期刊，即可連結至該資料庫查尋

電子全文，詳見網頁「電子資源→電子期刊」。 
（四）配合國科會科資中心年度調查，提供中文、西文及大陸紙本期刊最新

館藏資料，進行「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暨館際合作系統」記錄更新，有

效提升外館向本館申請期刊文獻複印頻率，增進本館館際合作服務績

效。 
 

參、臨時動議 

一、陳郁文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針對本館為方便本校教師查詢投稿期刊在 SCI 或 SSCI 上之排名，

所提供之代辦服務，建議圖書館每年主動列印各領域最新排名分送

各科參考。 

（二）圖資大樓廣場有一盞路燈靠近動物系養蜂室處，會影響路過或到館

師生安危，因蜜蜂有趨光性。 

館方答覆：（一）因本館並無訂購該資料庫〈JCR〉，故無權公開印製分

送；惟本館已將每次申請之主題彙整至 Excel 檔中供查

閱，歡迎有需求之教師逕向本館索取最新年度之 JCR 排

名，若所需主題不在表列清單，本館亦會向科資中心申

請代檢服務。 

         （二） 據本館所知該養蜂室會遷往他處，在此段期間之安全

將商請校方研議相關因應措施。 

二、陳凱俐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專案專款購書是否尚有餘款，可否再推薦圖書，進行採購？ 

（二）可否直接向國外或網路書店採購西文圖書，不要透過代理商？ 

館方答覆：（一）因籌設及強化新設國立大學專案專款於今年九月撥下，

須於十二月底前結案核銷，故目前該案採購作業業已

調查完畢進行採購中。陳委員若尚有圖書需求，仍歡

迎提出，本館將於明年於有限額度內儘量優先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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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館提出採購需求，採購組進行採購作業，採購權不

在本館；而直接向國外或網路書店採購西文圖書與目

前本校採購行政程序不符，發票之取得及其認定與核

銷皆是問題。 

（馮委員針對第二點亦提出說明）直接向國外進行採購有其困難度，一

則與政府採購法程序不符，採購時不可指定廠商，二則匯率時時變動，

結匯金額換算之確認有其困難度。 

三、喻新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專任教師借期可否延長為二個月，以利研究；圖書借閱冊數可減少。 

（二）新館落成後，可發起募書活動，以增加藏書量。 

（三）紙本期刊部份，建議應長期訂閱較具研究價值，儘量不要更動。 

館方答覆：（一）台大借期 60天，但該館藏書 200多萬冊；專任教師目

前借期 30 天，續借一次再加 30 天〈續借無須到館，線

上即可完成辦理續借〉，一本圖書使用期共計 60 天；

學生借期 14 天，若僅調整教師借期，落差更大；本館

去年底專案購入西文圖書三千冊，借出冊數不到 100

本，借閱情況不甚理想；待明年招入研究生，再研議借

期及開放時間延長相關事項。 

          （二）新館落成後，會於適當時機發起募書活動；現已有本校

多位教師經常致贈圖書(陳凱俐委員即其中一位) ，本

館甚為感謝！ 

（三）本館紙本期刊之訂購皆依各系要求進行訂閱，不曾自 

行更動。 

四、馮臨惠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針對學校經費有限，提議建置「圖書基金管理辦法」，可指定用途、

專款專用，以利圖書館運作。 

    （二）針對「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志工服務要點」，建議館方於寒暑假

辦理相關講習以利招募志工。藉由講習可讓民眾了解本校，再

針對有興趣者進行招募，此亦為對社區之服務；招募對象可否

將鄰近高中生納入，辦理鄰近高中生講習提供其認識與接觸本

校之機會，亦可有利招生。 

館方答覆：（一）本館會將此建議納入考量。 

          （二）本館會將辦理「相關講習」此建議納入考量。目前志工 

服務辦法為 18 歲以上，未將高中生納入，因大學推甄需

要相關服務證明，可能造成志在取得證明而非服務。至

於對各中小學提供服務部份，擬採建立館際合作方式進

行。 

五、賴軍維委員建議於圖資大樓 5樓自學中心架設大小耳朵及添設相關解碼器

以便接收歐洲相關新聞或電視節目以利外語教學及研究。 

      館方答覆：本館將於圖資大樓 5樓提供無線三台電視台連線並考量與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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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簽約；架設大小耳朵之建議，本館會先評估添加相關

設備所需費用並探討相關問題之可行性。 

六、段昌國委員建議可向文建會及文化局索取贈書，亦可透過文建會、文化局

向宜蘭民間老人索取民間私人藏書。 

    館方答覆：文化局簡課長曾表示希望將四庫全書轉贈與本館珍藏，但因目

前本館已無空間收藏，待遷至圖資大樓後再行珍藏；感謝院長

建議，民間私人藏書部份，屆時尚請院長鼎力協助。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