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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諮詢委員會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五年十一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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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館長瑞裕 
執行秘書：廖玉卿 
出席委員：韓錦鈴委員、許凱雄委員、蔡呈奇委員、黃士哲委員、張永鍾委員、

鄔家琪委員、江茂欽委員、林盈良委員、李洋傑委員、游  竹委員、

陳偉銘委員、謝宏仁委員、王修璇委員、江漢貴委員、盧瑞容委員、

吳銘達委員、溫育芳委員、梁耀南委員、郭文堯委員、洪若英委員、

侯迪傑委員、李劍峻委員 
請假委員：翁瑞光委員、陳威戎委員、謝哲隆委員 

列席人員：王秀娟、黃麗君、陳依君、楊敏雅、鄭麗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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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收錄

1970/01 至 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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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工程學刊第一、二期、生物資源學刊第一期外，新增生物資

源學刊第二卷第一期。 
  三、本館首頁新增各樓層服務空間、國際會議廳與圖資大樓外觀瀏覽網頁。  
  四、圖書採訪與經費 

（一）本年度圖書經費（含電子書）共計為八百二十萬元整，視聽經費為

一百七十五萬元整，截至 95 年 10 月 31 日止，中文圖書採購金額為

1,036,704 元，採購冊數 2,037 種(冊)；外文圖書 5,082,716 元，1,493
種(冊)；電子數位地圖 439,100 元；視聽資料 963,495 元，購得線上

音樂資料庫、有聲書等三套及視聽資料 200 種；電子書部份已續

訂”Springer-Link 電子版系列書”及”TEBNET 台灣電子書聯盟”，目前

正進行”Safari 電子書資料庫”採購作業。至於各批採購詳細資料及細

目則公佈於本館網頁“教師服務專區”中之“書刊資料採購”選項下，敬

請參考。 
（二）本館館藏量之成長，除借助價購外，募集贈書亦為另一管道，目前

贈書持續增加中，亦請各位老師仍續不吝賜贈。 

（三）九十五年度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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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 冊 包含日韓文書刊 
西文書 2769 冊  
視聽資料 86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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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截至 95 年 10 月 31 日止，本館館藏登錄號，中文圖書登錄至 
0000152088 號；外文圖書登錄至 E000030666 號；視聽資料 
登錄至 AV00005615 號。   

 五、圖書分編 
        本館九十四年度完成編目資料共計 8,313 件(含圖書 8,115 冊、視聽資料

198 件)；九十五年一月至十月止完成編目資料共計 12,600 件（含圖書

有 10,520 冊、視聽資料 2,080 件）。   

  六、典藏狀況 
截至九十五年十月卅一日止，本館典藏情形如下： 

類    別 數    量 類    別 數    量
圖書（含視聽）資料 180,717 學術資料庫 43
語文別 中文 151,339 地區別 國內 18

西文 2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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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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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四)統計至 95 年 10 月底志工服務時數表如下： 
 

招募時間 
志工 

姓名 

年度 
總計 服務時間 備註 

92 93 94 95

第一次招募 

 92.9 

李振隆 80 132 46 34 292週四 10-12 92.09.03-

林彩雲 24 216 291 156 687週二四 8-11 92.12.12-

第二次招募 

93.10 
張正良 0 57 189 182 428週二四 9-12 93.10.21-

總計時數 104 405 526 372 1407  

  



 - 3 -

 八、閱覽服務 
（一）進館人次統計量如下表，歡迎參閱。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館九十四年及九十五年一至十月各項服務使用狀況 

類別 項目 
94 年度

人次  

94 年度

場次 

95(01~10)

人次   

95(01~10)

場次 

圖書流通櫃台 校內師生進館 161,778   106,550 

  

校外人士進館   27,667   50,801 

資料檢索室 1,183   1,026 

研究小間  57   68 

討論室 36   19 

多媒體中心 音樂欣賞區 1,036   1,050 

  

電視欣賞區 438   680 

隨選視訊區 357   809 

個人視聽區 2,131   2,040 

小視聽室    33 2 

中視聽室   36 1,114 24

大視聽室  57 2,933 75

  視聽資料借出 32  113 

國際會議廳   8,550 44 5,650 32

備註：資料檢索室、研究小間(月/人次)、討論室於 94 年中啟用  

（二）本校今年度碩文畢業論文共計 44 種，系所呈繳情形如下： 
系所名稱 人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12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2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8 

生物技術研究所 4 

經營管理研究所 10 

自然資源研究所 8 

小計 44 

紙本部份已各寄送乙本至國家圖書館典藏，另本館典藏乙本於二樓參考

區，限於館內閱覽，另存乙本於五樓圖書區，以供讀者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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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SCOPUS資料庫試用至今年為止，請把握時間利用。九十五年一

至九月使用統計詳見附件二，其中Blackwell-STM資料庫在六、七月時

有異常的下載狀況，希望大家在檢索資料庫時能遵守著作權的使用權限

下載文章。所有資料庫皆可透過電子資源網頁連線，歡迎本校師生多加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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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迄九十五年十月底止可共享63,360本博碩士論

文，其中含本校挑選購買的722本論文，資料庫所有論文均可下載使用，

歡迎鼓勵研究生多加利用。 

（三）「圖書館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採購案於九十五年十月底完成招標，

由傳技的Muse系統得標，預估將於96年度開始上線提供服務。屆時希望

整合網路上多種異質系統及本校現有之各類電子資源，提供單一介面檢

索服務，整合電子資源查詢結果，提昇資訊服務品質。 

（四）九十五年利用教育及資料庫推廣活動共計舉辦二十一場，847 人次參加。 

 十、館際合作 
（一）九十五年一至十月館際合作申請件總計為：外館向本館申請期刊複印或

圖書借閱共計一百二十六件、本館向外館申請期刊複印或圖書借閱共計

五百二十五件。 

（二）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與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正式介

接，讀者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檢

索到的文獻，若需要全文，點選「以個人帳號申請預約複印」後可選擇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付費申請，或自行購買「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點數，請多利用。 
（三）本館除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線上代借代還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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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西、日文期刊訂購資料，各學院預定訂購期刊清單詳見附件三。

並請依據各學院下年度教學發展目標和經費分配比例，依學院整體期刊

標示訂購優先序號，於 11 月 9 日（四）前回覆圖書館。圖書館將視明年

度期刊經費依序調整，並儘速進行採購。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是否修訂圖書諮詢委員得連任一次之相關規定，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規定：本會委員任期一年，

以本校學年起迄為依據，得連任一次。 因此次圖委推薦時發生數位委

員已連任過一次，與章程相抵觸聘書無法用印一事，有部份系所反應

希望由熟悉業務委員繼續擔任。 

   辦 法：依委員之決議辦理。 

   決 議：維持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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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一、江茂欽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數位典藏論文下載列印有空白跳頁或可看無法列印之情況，有無改

善方案?  
（二）架上有書但館藏查詢卻查無此書，查詢系統有待改善。 

      館方答覆： 

（一）請立即告知，將代為取得可列印論文，並請廠商改進。 

      （二）館方會立即請廠商將預設值設為關鍵字以改善類似檢索結果。 

二、李洋傑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館藏查詢效果不佳可考慮更換系統。  
（二）館藏查詢系統可否與 google scholar 整合? 
（三）提供圖書採購進度與狀況。 

（四）為增進圖書館使用率，建議館方參考台大圖書館做法可闢動態輔導

專區，提供多媒體相關軟硬體設施以吸引讀者。 

（五）原文書中譯本亦可考量購買簡體版本，並參考教師指定用書，主動

購入相關中文圖書。（電腦圖書汰換率高，圖書館購買該類圖書是

否有浪費之議） 

（六）舊書淘汰建議將複本註銷以密集式儲存方式保存一本，以調閱方式

提供讀者借閱；圖書所附磁片轉存至光碟以保存資料。 

（七）資訊技術日新月異，建議圖書館化被動為主動，主動提供服務。 

館方答覆： 

（一）感謝委員提議，館方將納入考量。 
      （二）目前採購中之圖書館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將請廠商協助建置

此項功能。 

（三）館方目前已將採購書單置於教師服務專區（一系一工作表），提供

各系參考，下學期起並將未能買到者，亦儘量標註於其上，並於系

統中提供採購狀況。 
（四）關於台大圖書館教學輔導專區，是由台大教務處下教學發展中心向

圖書館借用場地，設置四間輔導小間，其做法與本校教務處教學資

源組目前正在推展的夜間自學中心與教學助理機制類似。 
（五）目前圖書經費大部份均分配至各系所，館方可資運用額度僅有十萬

元，未來或可保留較多比例，以供購買學生推荐圖書之需要。並將

主動調查老師教學用書，列出相關書目，以供採購參考。至於電腦

類圖書，雖時效性短，然卻是學生最常借閱及最常反應圖書量不夠

的類別之一，故似仍不宜輕易貿然停購該類圖書。 
（六）感謝委員提議，館方將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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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感謝委員提議，館方將朝此方向努力。 

三、侯迪傑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增購生物、化學等原文書中譯本，以吸引本校讀者到館使用。  
（二）提供借閱排行榜、新書展示作分類，以提升使用率。 

（三）五樓多媒體中心之語言學習區之過期視聽資料提供外借 
館方答覆： 

（一）由於原文書中譯本的翻譯品質參差不齊，學生若有原文閱讀困擾，

可試與任課教師討論，由教師擬選合適的中文輔助教材，委由系所

推薦由本館採購。 
      （二）館內大廳新書展示櫃之新書，展示期間內無法外借；二樓開放展示

區，則可現場翻閱新書內容，並提供外借；未來會再依主題分類分

層陳列，方便抽取閱讀。 

（三）考量語言學習特性，本館訂購之英日語類期刊，均附有 MP3 或 CD
多媒體中心並提供各式影音播放器，以供讀者自學練習之用；若提

供外借，一旦遺失或損壞，無法再買到原件，故未開放外借服務。。 

四、張永鐘委員建議事項如下： 

（一）增購 ACS 資料庫。  
（二）規劃休閒、咖啡、簡餐區，形成圖書休閒生活圈，以吸引人潮。 

（三）原文書中譯本建議以教科書為主，主動購入相關中文圖書。 
館方答覆： 

（一）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線上期刊資料庫訂費昂貴，囿於

經費有限無法訂購（會後再洽代理商得知，台灣已成立 TOC (Taiwan 
Open Consortium)聯盟，聯盟價格為原價之 15%，可使用 ACS 出版

31 種核心期刊(1996~ Fulltext)，館方將於 2007 資料庫採購案一併衡

量。 
      （二）(總務長答覆) 校方未來採取人車分道，南大路設為步行區，待校內

幾棟建築物新建完成，舊有建築物重新利用，配合行人動線，會將

此項提議納入規劃。 

（三）答覆與李洋傑委員建議事項(五)同。        
五、溫育芳委員提問：星期六、日報紙甚少，常看不到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大報。 

館方答覆：本館報紙委由事務組代訂，假日無法進入行政大樓，送報必須改

投行政大樓外鐵製報箱，但該處位於污水工程圍籬內，經與事務

組協調，假日報紙由警衛室代收，並加強督促派報處按時送報，

不可延至週一補送，本館亦會持續記錄收報情形。 

 

六、黃士哲委員建議已訂電子期刊者，取消紙本期刊訂閱，可將經費作更有效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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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方答覆：為求校撥經費公平及有效運用，本館期刊採購以一種版本為原

則，若已訂電子期刊，則會建請系所改訂其他紙本期刊；少數電

子與紙本並存者，如 ASCE（美國土木工程學會）、ASME（美國機

械工程師學會）西文期刊，是系所在經費額度內推薦訂閱，另外

某些資料庫必須搭配訂購少數紙本，以大幅降低資料庫訂費。 

七、陳偉銘委員提議若圖書館有相關需求，願配合開發軟體。 
館方答覆：感謝電算中心。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