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簡訊 

聖嚴法師捐贈《法鼓全集》五十二套 

  法鼓山文教及禪修體系創辦人聖嚴法師將其宏著《法鼓全集》全套70
冊，共52套，於89年3月21日由法鼓山大學校長曾濟群博士代表捐贈給國家圖
書館。其中乙套珍藏於國家圖書館，乙套存藏於漢學研究中心，50套交由本
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分寄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與重要學術機構，包括：澳大
利亞、比利時、加拿大、捷克、法國、德國、香港、日本、韓國、俄羅斯、
新加坡、瑞典、英國、美國、奧地利、丹麥、菲律賓、西班牙等。 

  該書收錄1999年6月以前聖嚴法師所有的著作，有九大輯，共70冊，包括
總目錄一冊。依內容性質編排，第一輯為學術論著；第二輯佛教史學；第三
輯為歷年來刊登於佛教雜誌之文稿；第四輯的主題為禪，包括禪學、禪七開
示及禪修心得；第五輯為初機學佛入門書；第六輯為自敘傳及遊記；第七輯
為佛教經典現代語譯；第八輯是法師在各大報章雜誌對大眾人生問題開示的
結集；第九輯為英、日文著作。（辜瑞蘭）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邁入第三年個頭 

  國家圖書館於民國87年2月排除萬難，毅然試辦「遠距圖書服務系
統」，使遠地讀者可以藉由網路之連線，取得期刊文獻、政府公報、文學史
料等全文資料，對於國內圖書館界而言，此一創舉，可說是邁向網路資訊服
務先鋒，深獲海內外讀者讚賞。兩年來該系統在穩定中成長，影像掃瞄量已
超過750萬 頁，其中使用量最大的期刊論文索引影像量也已超過370萬頁（截
至89年3月），下年度如經費許可，也將全力進行回溯資料掃瞄，促使各子
系統索引上的文獻資料，能達到8成以上掃瞄率。 

  本項服務近日甫簽定委託營運服務合約，仍由原軟體開發廠商（工研院
電通所）承包，為更廣泛服務遠端讀者，本年度起調整若干措施：1.自89年
元月起停止收取檢索年費，增加讀者使用意願；2.為有效控管「遠距閱覽
者」使用情形，89年元月起新規定遠距系統預付款項一年內需使用完畢；3.
更新影像瀏覽器軟體，縮短文獻影像顯示與傳輸速度；4.自89年4月起增加機
構年費制，方便機構內研究人員取得研究資料，時效快且收費低；5.自89年4
月起增加小額（1-5萬元）機構計次收費制，適合預算規模較小的機構使用；
6.增加全省教育訓練與系統推廣場次，提升讀者使用意願。總之，本館將秉
持在堅守著作權法合理使用規定範圍內，盡力服務遠端讀者，相信此一觀念
應是未來網路時代之資訊服務潮流。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營運兩年來，累積一些經驗與成果，館內也經常
開會檢討服務措施，再交由營運廠商執行，近日為擴大服務觸角，正與華文
入口網站「新浪網」洽談合作協議，使新浪網網友可以直接在其網頁上查詢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增加擴大本系統之服務層面。 

  為了結合「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組織」委託交通大學圖書館開發之館
合計費系統，本館與交大圖書館近日曾開會協商討論雙方合作方式，以解決
各單位館際合作工作人員進行館際複印或申請遠距圖書服務文獻傳遞服務時
計費系統結合問題。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經過兩年草創時期，至今已略具規
模，知名度逐漸提高，利用率也大幅成長，尋求合作單位也漸漸增加，寄望
在未來能有更多元之發展。展望未來尚有著作權等相關課題急待解決，期勉
與各界共同努力，促使國內語言文字著作權仲介團體早日成立，方能解決網
路時代文獻傳遞合理使用困境。（莊健國） 



 
期刊閱覽室增設錄影監視系統 

  期刊閱覽室在本館各樓層專科閱覽室當中，可算是空間最大、開放時間
最長、讀者最多、死角最多，因此也較容易引發各種閱覽問題，例如割書、
偷雜誌、偷錢包、騷擾等情節，因此有必要加裝錄影監視系統，藉以嚇阻讀
者不良行為。 

  早期（民國75年）國家圖書館剛啟用本棟大樓時，在本室各重要角落也
裝有監視器，唯因年久失修、管線老舊，早已無法使用，但又受限於設備費
申請不易，遲至本年度因另一設備暫不執行，才可僥倖遞補完成裝置工程。 

  本系統承蒙總務組營繕股協助，方能在短時間完成發包及驗收工作，目
前在期刊閱覽室及書庫內重要地點共裝置8部監視攝影機，其中有兩部採旋
轉式，可以90度至180度廣角監視閱覽空間，日後如有需要尚可再擴充至16部
監視攝影機，而監視螢幕可分別調整為單一畫面、子母畫面、4分割、9分
割、16分割等畫面，並具備局部放大功能。 

  該系統配備之專用錄影機可長時間錄製所有監視攝影機畫面，但只需使
用一般120米長度之家用錄影帶，堪稱方便，目前只要是開館日，工作人員
將會開啟錄影設備，自早上九時錄至晚上九時，每日更換不同一捲錄影帶，
共準備31捲錄影帶，每一捲上都註記使用日期，方便值班人員正確取用錄影
帶。 

  期刊閱覽室自4月1日起正式啟用該監視系統，讀者一入閱覽室，就能看
到櫃臺擺放之監控設備，希望對於有違規意圖讀者能產生嚇阻作用，我們更
希望該系統永遠只是錄而不用，這就達到我們裝設之目的了。（莊健國） 

 
「全國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推廣說明會巡迴舉辦 

  為配合本（89）會計年度教育部博碩士論文專案計畫之推廣，本館特派
資訊組林安琪編輯及王宏德助理編輯巡迴全省舉辦說明會。由於本年度起教
育部將論文摘要之建檔正式納入研究生離校程序，並推展論文電子全文之授
權上網，因此，本次說明會亦針對此二重點及系統新增功能，對各校院研教
單位及系所行政人員做詳細說明及推廣。 

  說明會自3月16日起至3月31日止，共辦理13場次，參加人數達807人，全
省說明會行程、協辦單位及參加校院代表如下： 

日 期       協辦單位（地點） 參 加 校 院 、 人 員 

3/16 中正理工學院 中正理工學院     中正理工學院各系所及圖書館代
表 

3/20上午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研教組及各系所代表 

3/20下午     臺灣大學       臺灣大學研教組及各系所代表 

3/23       花蓮師範學院     花蓮師範院院 花蓮師範學院、東
華大學、慈濟醫學院、臺東師範學院等校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3/24第一場 國家圖書館       文化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政治
作戰學校、長庚大學、政治大學、海洋大學、陽明大學、華梵大學、實踐大
學、體育學院等校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3/24第二場 國家圖書館 大同大學、臺北醫學院、臺北大學、臺北科技大學、



臺北師範學院、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國防管理學院、國防醫學
院、臺北市立師範學院、輔仁大學、銘傳大學等校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3/27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大葉大學、中山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東海大
學、中興大學、朝陽大學、彰化師範大學、暨南國際大學、臺中師範學院、
靜宜大學等研教組及各系所代表 

3/28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長榮管理學院、南華大學、中正大學、嘉義師範學
院、雲林科技大學、臺南師範學院、臺南藝術學院等校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3/28 南台科技大學 對圖書館員及師生代表講演「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
統」之檢索與利用 

3/29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屏東師範學院、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高雄醫學院、中山大學、義守大學等校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3/30 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3/31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中原大學、中華大學、元智大學、清華大學、新竹
師範學院等校研教組及系所代表 

  除巡迴說明外，配合建檔及全文上網作業，本館特編印「全國博碩士論
文摘要線上建檔手冊」2000年修訂版，函送至各校院系所參考，手冊內容呈
現整體之工作全貌，對於教務人員、系所行政人員及研究生等不同對象之論
文建檔、論文上傳、論文授權、建檔注意事項及查核管理等細節分別做詳盡
之說明，全冊之編排以實際建檔畫面為例，配合文字說明，俾便使用系統者
可快速上手。（林安琪） 

 
合作館館長會議通過新增26所圖書館申請加入全國圖書資訊網路 

  民國89年度第一次「全國圖書資訊網路（NBINet）合作館館長會議」於
2月25日假本館一八八會議室召開。共有32所合作館館長及代表36人出席，會
議由本館莊芳榮館長主持。本次會議主要討論內容和決議事項包括： 

  一、通過大同大學等26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為新加入合作館。截至目前
為止計有58所圖書館暨資料單位加入本合作編目系統。在新加入合作館當
中，包括了7所專門圖書館以及19所大學院校圖書館。專門圖書館方面，分
別為北區：臺北市立美術館、中華經濟研究院、中國飲食文化圖書館、國防
部中山科學研究院、世華文化慈善基金會金融圖書館；中區：國立自然科學
博物館圖書館；南區：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圖書館；大學院校圖書館方面，
分別有來自北區：臺北師院、新竹師院、大同大學、世新大學、輔仁大學、
亞東工專、警察大學、元智大學；中區：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南區：臺南
藝術學院、南華大學、高雄海洋技術學院、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
學；東區：臺東師院、花蓮師院及東華大學圖書館。由分布地區來看，此次
著重於東部與中南部地區之圖書館加入，以加強臺灣地區學術資源的均衡。 

  二、建議各合作館遵循書目資料處理原則，以期提升資料庫品質。由於
NBINet系統為一集中式書目資料庫，其記錄（Record）以保留單筆為原則。
而各合作館轉入之書目資料，編目原則不一致，容易造成合併比對上困難。
由本館書目資訊中心先行彙整各方意見，所擬訂之「合作編目書目資料處理
原則（草案）」，建議各合作館遵循，以期提升書目資料庫品質。經熱烈討
論後，一致推舉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吳館長明德及國立政治大學圖書館胡館
長歐蘭，共同擔任品質控制小組召集人，邀集國內學者專家和各合作館代
表，就其處理原則進一步研究討論，以作為書目資料轉檔之標準。 

  三、「書目共享工作小組」會議改採分區召開。為因應將來合作館之倍



增及工作聯繫之加強，決議通過「書目共享工作小組」會議改採分區召開之
方式。第一季由北區的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第二季由國立臺中圖書館，第
三季由南區的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圖書館負責籌辦，而第四季則由國家圖書
館，召集所有合作館開會。各區之工作小組會議，以每年召開1至2次為原
則，必要時可加開臨時會議。 

  此外，會議主持人莊館長除允諾國家圖書館必須視資料量之增加程度，
適度加強軟硬體設備外，特別就各合作館所提供轉入書目庫之資料量、時效
性、書目品質、資料主題或類型等因素，委請書目品質控制小組及書目資訊
中心共同研擬合作編目獎勵辦法，以鼓勵各館能主動提供中、西文書目資
料，充實資料庫內容與使用效益。（廖玉燕） 

 
舉辦合作館系統使用說明會，加速合作業務之推動 

  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資訊網路新系統於民國87年4月開放啟用，以合作
編目業務為核心，建立聯合目錄書目資料庫，不僅可供各圖書館編目查考及
抄錄，亦可節省重複編目的人力與經費，進而提供學術研究及一般參考查詢
利用。 

  合作館原有32所（含國家圖書館），包括大學圖書館24所、學術研究機
構及機關3所及公共圖書館4所，建立之書目記錄截至民國89年3月底止已達
152餘萬筆，收錄之資料類型包括圖書、連續性出版品與視聽資料等。為期
充實書目資料庫內容，提昇合作編目效率，特以參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
作協會」之400多所圖書館為依據，優先邀請具有特色館藏且有合作意願的
圖書館為合作館。另外也考量地區均衡性，納入花東地區主要圖書館。 

  書目資訊中心於民國89年2月25日召開合作館館長會議，通過擴增26所新
合作館，包括20所大專圖書館及6所專門圖書館。為期新合作館能瞭解中心
各項業務及工作，以便加速合作業務之推動，特於本（89）年4月18日舉辦
合作館系統使用說明會，由中心同人就書目資訊中心業務（江　瑛）、公用
目錄查詢及資料轉出（林芳如）、圖形界面編目軟體（GUICat）使用簡介與
資料提供方式說明（許靜芬）等內容予以概略介紹，至於詳細操作方法，本
中心將陸續開辦相關研習訓練。出席的單位除新合作館代表外，現有合作館
亦派員參加，本館編目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也有代表出席，總計有49個單
位104人參與。 

  系統說明會後隨即進行綜合討論，合作館代表就測試資料提供的時程、
機讀編目格式新舊版本使用、資料轉入速度與合作館若未提供資料本館處理
態度等問題提出詢問，均由中心同人一一予以解答，企盼各合作館積極配合
轉錄資料，NBINet書目資料庫數量得以日益擴增，提高各合作館的使用意
願，進而達成書目資源共建共享的終極目標。（江　瑛） 

 
編目組整理URICA編目模組關鍵詞庫 

  1. 緣起：URICA編目模組關鍵詞庫內原有未經整理的詞彙7萬餘個，本
組於88年間陸續轉入「中文圖書標題表」與「中國圖書分類法」中之詞彙，
使關鍵詞庫擴增至29萬餘個，但仍需人工逐筆審視、判斷、修改，才能使關
鍵詞的檢索正確無誤，完全符合讀者的需求。 

  2. 作業原則： 

    a. 刪除動詞、形容詞、連接詞、介系詞、時間副詞、成語、語意不
清之詞、含有介系詞之詞、含有日文字之詞、含有簡體字之詞、不含主題概
念之詞、無法表達單一概念意義或主題之詞。 



    b. 保留名詞、專有名詞、含雙邊或三邊之詞、足以表達單一概念意
義或主題之詞。 

  3. 作業期間與方式：88年10月至89年3月，已完成全部關鍵詞庫之人工審
查部分，部分不適當及重覆之關鍵詞需線上逐筆刪除，由於數量龐大，目前
仍在處理中。（李瑞音） 

 
本館編目組引進Cataloger's Desktop及Classification Plus二種西編最佳工具 

  由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傳遞服務部門（Cataloging Distribution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製作發行的Cataloger's Desktop及Classification Plus光碟資料
庫已於今年引進國家圖書館。該部門係基於提供分編人員一套強有力且富彈
性 的分類編目工具，以簡省分編人員於編目作業中必須參閱多套分類編目工
具之繁瑣過程，而將各套工具集結於二資料庫內，以免分編作業時之掛一漏
萬，強化以工具輔導人員之功能。 

  Cataloger's Desktop及Classification Plus所提供的電子參考資訊服務系統稱
為Infobase，系統採用Folio Views 4軟體支援該資料庫之運作。在Infobase內的
每一個字詞都已被索引，分編人員只要執行查詢（by performing a query）或
以目次表（by using Table of content）功能即可查得所需資訊。在系統畫面顯
示上，Folio View 4則提供Search、Browse、Document、Contents、HitList等五
種模式，選擇彈性大。 

  相較於一般紙本，此二資料庫更允許分編人員以透過自建Shadow files的
方式針對資料庫內資料進行註解及書籤（Bookmarks）功能。另一特色係工具
書電子化後，直接衝擊使用者資訊取用方式，由循序翻閱轉而為直接檢索與
超連結（hyperlink），方便分編人員快速參考。此種以電子資料庫取代傳統
索引的方式，主要在發揮多途徑檢索功能，為使用者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中Cataloger's Desktop不僅收錄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2nd 
ed.）、Descriptive Cataloging Manual、Library of Congress Rule Interpretations、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Library of Congress Filing Rules、NACO 
Participants' Manual等19種編目工具外，並提供Art & Architecture Thesauru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Electronic Resources、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Weekly Lists等12種網頁連結。在各工具內提供全文
檢索，並針對內文關鍵字進行反白及超連結（highlight and hyperlink），以達
到關鍵字再查詢功能，方便使用者對專業詞彙的了解以及相關訊息的聚集。 

  而Classification Plus除收錄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外，並收錄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及提供Weekly Lists網頁連結。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部分，系統提供類表瀏覽、逐層開展、關鍵字及類號查
詢功能，對於各類目下的參見類號及複分表均提供超連結，讓使用者在one 
click的同時即可看到全文。而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部分，則提供
標題表瀏覽、標目查詢，且使用者從不採用標目指引中可直接連結至採用標
目，而標題項下所提供的參考類號亦可直接點取以連結到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該類號下查看類號全文，使用上至為便利。 

  此二種光碟資料庫採每季更新方式，但僅允許訂購期限內之使用權，而
不同於以往其他光碟資料庫產品在訂購期滿後仍擁有資料庫使用權的情形，
因此此二種資料庫系統價格非常低廉，貫徹了使用者付費的公平原則，也同
時維護系統發行者與使用者之權益。 

  目前由於電腦硬軟體環境限制，暫以資訊廠商所提供之硬軟體（PC及
Windows NT）搭配Intranet架構建置於本館編目組內，提供資料庫檔案伺服作
業，組內分編人員可自組內各工作站連上該伺服器，隨時使用Cataloger's 



Desktop及Classification Plus光碟資料庫系統。 

  以往圖書館分編人員在處理西文資料時常需查檢相關工具，不僅工具種
類多，且工具篇幅龐然、內容不斷更新，儘管經常使用，但由於每種工具用
途、體例與編排方式不同，查檢起來仍是相當耗時，相信Cataloger's Desktop
及Classification Plus光碟資料庫的引進，對於提昇本館編目效率與品質將有莫
大助益。（牛惠曼） 

 
天涯若比鄰，海外存知己—— 側記兩項贈書活動 

  民國85年元月本館由原來之「國立中央圖書館」更名為「國家圖書館」
之後，即正式進入一個嶄新的紀元，不但積極落實新修訂之組織條例及開創
服務新面貌，也努力拓展書刊徵集管道，擴充館藏資源，希望在資訊無國界
的時代，豐富本館之館藏資料，提供讀者多樣化的資訊，使本館之館藏內容
具備世界一流圖書館之水準。 

  國家圖書館以典藏本國文獻資料為職責，但對世界各國、各地區之出版
品，也重點性地徵集較具參考價值之文獻。尤其為加強服務政府機構人士及
社會大眾，應積極充實世界各國之國情資料，以供他們在施政或其他方面之
需求，具體做法包括：1、與所有駐華之大使館或經濟文化等辦事處連繫，
請其贈送或協助提供和其國家有關之國情報導、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文化等重要出版品清單，做為徵集之參考；2、由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協
助發函給所有和我們有建立交換關係之單位蒐集其所在國家之出版品，做為
交換資料。一方面促進本國人民對他國之瞭解，擴大合作空間，另一方面達
到文化交流之目的。 

  本組同人利用參觀第八屆臺北國際書展的機會，針對世界各國駐華之大
使館、經貿辦事處及經濟文化辦事處等攤位積極接洽贈書事宜，除徵集到一
些實用之參考工具書外，也獲得對方同意協助提供地主國之政府出版品供圖
書館之讀者利用，深覺收獲良多。以下簡略側記兩項和此次書展有關之贈書
活動： 

● 書香與咖啡香—— 中美洲五國贈書 

  中美洲五國（尼加拉瓜、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哥斯大黎加、宏都拉
斯）大使館將參加第八屆臺北國際書展之書籍捐贈給四所設有西語系的大專
院校（淡江、輔大、靜宜、文藻）及國內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國家圖書館亦
在受贈名單內。國家圖書館為表重視，由交換處辜主任及採訪組王主任率領
相關同人前往參加贈書儀式。 

  五國大使們希望以文字之美打破雙方文化的差異與隔閡，加強中華民國
與中美洲友邦的學術文化實質交流，拉近彼此心理的距離。捐贈的書籍以西
班牙書籍為主，亦有部分為英西文對照的刊物，類別包括政治、經濟、文
學、旅遊、歷史、語文等領域。 

  此項贈書活動於中華民國89年2月16日（星期三）假臺北世界貿易中心
二樓第三會議室舉行，會場洋溢書香及溫馨的氣息。贈書現場另備有香醇的
中美洲各國生產的優質咖啡，供參加贈書活動之來賓一同分享來自中美洲的
友誼、書香與咖啡香。 

● 以文會友，永不寂寞—— 以色列贈書 

  為增進中華民國與以色列雙方友誼，駐臺北以色列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顧特曼先生Mr. Uri Gutman，於中華民國89年3月21日（星期二）將一套名為
Israel Foreign Relation叢書及兩種由以色列中央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編印之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1999及Diagram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贈送給國家圖書館，讓有興趣的民眾，能對以色
列更加了解。以色列代表顧特曼先生Mr. Uri Gutman也允諾今後會持續將其政
府出版之重要書籍贈送給本館供民眾利用，並提供和圖書館相關之國際會議
消息。贈書活動假本館文教區貴賓室舉行，由宋副館長代表接受贈書。 

  以上兩項拋磚引玉之贈書活動，為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日後之文化交流
開拓新的契機。國家圖書館因此相當重視，期藉此機會擔任文化外交之橋樑
角色，為雙方日後交流，奠定良好基礎。（廖秀滿） 

來華外籍學人文化參觀活動 

  漢學中心來華外籍學人的文化參觀活動是該中心重要的工作之一。89年
度安排的參觀地點是彰化鹿港。17世紀以來鹿港就是中部臺灣的主要港口，
與內地福建的貿易極為頻繁，很早就發展成為商業的重鎮。臺灣早有「一
府、二鹿、三艋舺」的說法，可遙想當年商賈雲集、車水馬龍的盛況。因為
早有興盛的貿易以及富裕的經濟生活，鹿港給我們留下了許多著名的古蹟和
名勝。 

  3月31日的一大早，天氣晴朗，一行人即由本館出發直抵鹿港。抵達目
的地後，由鹿港文教基金會的工作人員為大家做了一場關於當地歷史建築的
簡報，隨後並陪同引導參觀。鹿港的歷史景點多達30幾處，由專家陸續介紹
了文開書院、文武廟、龍山寺、興安宮、新祖宮、天后宮、城隍廟、古蹟保
存區等。其中令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龍山寺，其為清乾隆年間所建，佔地一
千六百多坪，格局宏偉典雅，結構精緻，處處雕樑畫棟，風格樸素，為國家
一級古蹟。另外，古蹟保存區也很精彩，迂迴小巷的兩側，都是一戶戶傳統
建築的民居，大多經營小生意，買賣紀念品，此情此景仿彿回到二個世紀前
的臺灣風情，令來臺的外籍學人十分感動。當天中午大家在鹿港品嚐了道地
的臺灣小吃，晚餐則在回程途中享用了一頓豐富的苗栗客家風味餐。（杜立
中） 

 
□人事動態 

1. 3 閱覽組陳昭珍主任到職。 

1. 4 編目組黃莉玲編輯留職停薪期滿復職；約聘人員許綺萍約聘期滿離職。 

 
□近悅遠來 

一 月 

1. 4 北京大學歷史系主任岳慶平教授來館拜會參觀。 

1. 5 私立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學生53人來館參觀。 

1. 7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學生44人來館參觀。 

1.13 大陸閩臺高等教育文化訪問團一行14人來館拜會參觀。 

1.28 國立臺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四年級學生9人來館參觀。 

二 月 

2. 9 國防管理學院資訊科師生5人來館參觀。 

2.10 國立臺北師範學院進修部初轉班學生45人來館參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