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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諮詢委員會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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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貴老師代理)、廖大修委員(鄭永祥老師代理)、翁瑞

光委員(蔡志忍組長代理)、張明毅委員、陳永松委員、余嚴尊委員、徐碧生委員、

鄭岫盈委員(游竹老師代理)、曾浩璽委員(吳至成老師代理)、張蓓蒂委員、王修

璇委員、賴軍維委員、李志文委員、張蓮萍委員、毛俊傑委員、林豐政委員、郭

文堯委員、魏偉燦委員 
 
請假委員：黃宏謀委員委員、吳柏青委員、薛方杰委員、陳  錚委員、張智欽委

員、賴裕順委員、林凱隆委員、高建元委員、韓煥章委員 
列席人員：王秀娟、黃麗君、鄭麗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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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收錄

1970/01 至 2006/01 資料。 
  二、本校學報除收錄原有宜蘭技術學院學報、宜蘭大學學報及人文及管理學報

第一期、工程學刊第一期、生物資源學刊第一期外，新增人文及管理學報

第二期、工程學刊第二期。 
  三、資訊檢索教室五部電腦加裝 PDF 轉檔軟體，主供讀者論文轉檔使用。  
  四、圖書採訪與經費 

（一）95 年度圖書總經費為七百二十萬元，其經費分配如附表一(略)。截

至目前為止，大部份之單位所提推薦書目均已足夠其所分配經費，

本館亦已陸續開始採購作業程序，其採購情形將隨時公佈於本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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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除圖書經費外，另有視聽資料經費共計一百七十五萬元，煩

請各單位多予推薦，每單位所推薦視聽資料以不超過十萬元為原則。 

（三）為慶祝本校八十週年校慶，本館於 05 月 15 日（週一）至 19 日（週

五），在本館二樓入口大廳舉辦校慶書展。感謝老師們的熱心參與，

各位老師所提推薦書目，本館將儘快處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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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請各位老師仍續不吝賜贈。   

  五、圖書分編 
        本館九十四年度完成編目資料共計八，三一三件(含圖書八，一一五冊、

視聽資料一九八件)；九十五年一月至五月共計處理上架圖書有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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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冊。   

  六、典藏狀況 
截至九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止，本館典藏情形如下： 

類    別 數    量 類    別 數    量
圖書（含視聽）資料 176,463 學術資料庫 43
語文別 中文 148,649 地區別 國內 18

西文 27,814  國外 25
電子書  1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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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1

   七、志工服務： 
(一)本館自 92 年 9 月起進行第一次招募，93 年 10 月進行第二次招募，94

年 4 月第三次招募，目前共有 4 位持續定期到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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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志工服務時數如下： 

姓名 性別 服務時間 開始日期 累計服務時數

張正良 男 週二、四 9～12 93.10.21-- 414 小時 

林彩雲 女 週二、四 8～11 92.12.12-- 521 小時 

李振隆 男 週四 10～12 92.09.03-- 118 小時 

鄭仲嘉 男 不定期 94.09.20-- 80 小時 

  八、閱覽服務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館九十四年及九十五年一至四月各項服務使用狀況 

類別 項目 
94 年度

人次  

94 年度

場次 

95(01~04)

人次   

95(01~04)

場次 

圖書流通櫃台 校內師生進館 334,002   54,886 

  

校外人士進館   35,546   16,559 

資料檢索室 1,183   520 

研究小間  57   29 

討論室 36   12 

多媒體中心 音樂欣賞區 1,036   658 

  

電視欣賞區 438   193 

隨選視訊區 357   546 

個人視聽區 2,131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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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視聽室    33 2 

中視聽室   36 620 14 

大視聽室  57 1,019 17 

  視聽資料借出 32  33 

國際會議廳   8,550 44 1,400 9 

備註：資料檢索室、研究小間(月/人次)、討論室於 94 年中啟用  

  九、參考諮詢服務 
（一）九十五年度本校引進中西文線上資料庫共計四十三種，資料庫清單詳見

附件二(略)。資料庫系統異動情形如下：刪訂MIC產業研究報告基礎資

料庫；增訂E-ICP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天下知識庫(免費贈送臺灣商

學企管資料庫一年)以及ACM Digital Library電腦資訊科技類全文資料

庫。九十四年使用統計詳見附件三(略)。 
（二）「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迄九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止可共享55,159本博碩

士論文，其中含本校挑選購買的598本論文，歡迎多加鼓勵研究生利用；

今年推薦論文的調查也已經開始，希望各位委員能夠踴躍推薦。 

（三）全國科技資訊網路STICNET有關西文資料庫的查詢與專題訂閱服務已於

九十五年起停止，欲申請國外文獻複印者可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進行申請。 

（四）本校九十三至九十五年碩士班考試入學考古題已上網，歡迎參閱。 

（五）九十四年資料庫推廣活動共計舉辦二十二場，426 人次參加；本學期講

習活動至五月十五日止已舉辦六場，102 人次參加。 
  十、館際合作 

（一）九十四年館際合作申請件總計為：外館向本館申請期刊複印或圖書借閱

共計二百七十六件、本館向外館申請期刊複印或圖書借閱共計一千０四

十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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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之借書證及中華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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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期刊業務 
      國研院科資中心自 94 年起增設「日文期刊聯合目錄」，本館已於五月自

行線上更新「全國期刊聯合目錄」中本館各語文之期刊館藏資料。該「期

刊聯合目錄資料庫」結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提供國內學研單

位收藏之西文、中文、日文及大陸期刊館藏狀況，方便線上進行館際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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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申請，頗受使用者肯定。 
 十二、其他業務 

（一） 迎接本校八十週年校慶，學校於圖資大樓六樓全新建置「校史館」，

已於五月十二日上午舉行啟用儀式，邀請呂國華縣長、劉校長、曹前

校長、校友會郭大壽理事長以及李春男常務監事共同剪綵，校慶期間

各系辦理系友返校座談會，均會蒞館參觀。 
（二） 配合校慶，本館編輯出版「國立宜蘭大學校史」精裝本兩輯，同時製

作校史電子書以及校史多媒體各 1,000 份，分贈蒞校貴賓與校友。電

子書與多媒體內容，並已置於本館網站首頁，歡迎連結使用。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人：工學院院長黃宏謀委員） 

案 由：有關各系所圖書經費分配方式，建議總額規劃至各院，請討論。 

說 明： 

一、現行圖書經費之分配係由圖書館依各系所教師人數作分配。 

二、為使圖書經費分配方式更符合大學法修訂有關加強院級功能之精 

    神，建請下一年度圖書經費依公式總額規劃至各院後，由院依各自 

    發展重點做後續分配與處理。 

決 議：依現行公式將總額分配至各院，並建請院保留各系所基本比例。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詳見附件四，請討論。 

   說 明：依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行政會議通過之「國立宜蘭大學接受捐贈 

致謝要點」條款二項目二捐贈者憑卡可免費使用圖書館，擬修正現行

相關條文，請討論。 

   決 議：通過「圖書館借書規則」修訂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本校「圖書館閱覽規則」，詳見附件五，請討論。 

   說 明：新館啟用至今，校內外讀者違規事項層出不窮，為維護讀者利用 

      圖書館各項資源之權益及圖書館之正常運作，擬修正現行條文，請討

論。 

   決 議：修正通過後公告，於八月一日起實施。 

 
肆、臨時動議 
    徐碧生委員建議加印校史，並發送各系存放一套。 

    館方答覆：依委員建議上簽加印，經費部分請校方支援。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