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辦理五梯次以上大學校院師生團體來館參觀活動，更激勵了同人團
隊合作服務發展的共識。（吳碧娟） 

□人事動態 

十 月 
 
10. 1 閱覽組約聘助理研究員方玉惠於本日離職。 

10. 2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組員蘇雅玲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期滿復職。 

10.15 秘書室組員王姿雅於本日報到。 

10.16 編目組廖秀滿助理編輯調派採訪組服務、採訪組杜立中助理編輯
調派漢學研究中心聯絡組服務、漢學研究中心聯絡組崔燕慧助理編輯
調派資訊圖書館服務、秘書室王玉琴書記調派漢學研究中心聯絡組服
務、總務組黃錦秋雇員調派人事室服務。 
 
十一月 
 
11.55 （一）資訊組助理編輯徐小琪於本日到職。 
（二）特藏組臨時人員柯淑惠調派閱覽組服務。 

□近悅遠來 

十月 
 
10.21 中興大學經濟系及法律系學生120人來館參觀。 
 
10.30 中興大學財稅系及企管系學生120人來館參觀。 
 
十一月 
 
11. 9 中興大學學生50人來館參觀。 
 
11.10 美國北卡萊那大學東亞圖書館資料室黃熹珠女士來館參觀。 
 
11.23 國立藝術學院美術系三年級學生32人來館參觀。 
 
11.24 羅馬教廷傳信大學圖書館長Mr. Willi Heutsel來館參觀。 
 
11.30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生45人來館參觀。 
 
十二月 
 
12. 1 臺北市立松山高中學生40人來館參觀。 
 
12. 2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生45人來館參觀。 
 
12. 3（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學生21人來館參觀。 
（二）私立金陵女子高級中學學生60人來館參觀。 
 
12. 6 臺北市立第一女中學生300人來館參觀。 
 
12. 7（一）臺北市立第一女中學生300人來館參觀。 
（二）私立光啟高中學生52人來館參觀。 



 
12. 8 陸軍通信電子學校校長蕭文彬少將等14人來館參觀。 
 
12. 9 世新大學圖書資訊系學生61人來館參觀。 
 
12.17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師生15人來館參觀。 
 
12.18（一）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初教系學生23人來館參觀。 
（二）淡江大學中文系學生70人來館參觀。 
 
12.20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學生31人來館參觀。 
 
12.22 福建省文學藝術家代表團一行16人來館參觀拜會。 
 
12.23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學生32人來館參觀。 

□大事記 

十 月 
 
10. 1 （一）召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委員會88年度第二次會
議，由莊館長主持。 
（二）漢學研究中心召開「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第二
次會議」。 （三）莊館長出席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召開「中華
民國政府出版品網路系統功能維護及展售門市、網路書店子系統新增
案採購評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0. 2 漢學研究中心召開「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第四次籌備
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10. 4 （一）召開本館88年第十五次館務會議。 
 
（二）宋副館長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李莉茜主任出席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圖書出版事業發展基金會召開「出版資訊組諮詢委員會會議」。 
 
10. 6 宋副館長暨參考組呂姿玲主任出席世新大學「世界華文文學資料
捐贈儀式暨典藏中心成立典禮」。 
 
10. 7 召開「商討本館辦理非學分班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
持。 
 
10.12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執行小組88年第二次會議、中
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料單位館際合作組織研究及發展基金會第六屆
第二次董事會於本館188會議室召開，由莊館長主持。 
 
10.14 （一）召開「《臺灣歷史人物傳記資料索引》編輯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二）召開本館88年第六次考績委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0.15 召開「本館書目檔整理討論會」，由宋玉顧問主持。 
 
10.18 （一）召開本館88年第十六次館務會議。 
 
（二）召開「提供館合單位博碩士論文全文服務跨組協調會」，由宋
副館長主持。 



 
10.19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李莉茜主任本日啟程，出席於英國倫敦舉辦之
國際標準書號三十周年年會，為期7天。 
 
10.20 召開「本館出版品發行系統規劃協調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10.21 （一）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學術討論會，由俄羅斯莫斯科大學卡爾
波夫副教授主講「俄羅斯當代漢學派與其對中國大陸和臺灣態度的演
變（1978—1999）」。並邀請淡江大學俄羅斯研究所劉克甫教授主持。 
 
（二）會計室施三民主任暨特藏組徐惠敏書記、閱覽組沈秀美小姐參
加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邁向博物館蒐藏管理新紀元研習會」，
為期2天。 
 
10.22 召開「商討本館辦理『中華民國館際合作推動實施計畫』相關事
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0.23 宋副館長本日啟程，出席由中國版協國際合作出版促進會在湖南
長沙舉辦的「二十一世紀出版戰略研討暨版權洽談會」，並訪問湖南
省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圖書館，為期8天。 
 
10.25 召開「中文主題詞表修訂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由莊館長主
持。 
 
10.29 行政院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孟憲鈺主任至本館與莊館長洽談
該中心與本館合作事宜。 
 
十一月 
 
11. 1 （一）召開修訂「國立中央圖書館圖書資料淘汰要點」暨淘汰作
業協調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假本館188會議室召開第五屆第四次
理監事會議，由莊理事長芳榮主持。 
 
（三）本館網路撥接線路23線自本日起開放讀者使用。 
 
11. 3 （一）資訊組彭慰主任出席國家文官培訓所召開研商該所圖書資
訊業務發展會議。 
 
（二）莊館長、特藏組盧錦堂主任及研究組林淑芬編輯本日啟程，出
席於香港舉辦之「二十一世紀中文圖書館學術會議」，會後並赴澳門
觀摩圖書館相關業務，為期7天。 
 
（三）宋副館長應邀擔任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舉辦之「臺灣地區
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研討會」講座，閱覽組簡家幸組員出席該會議3
天。 
 
11. 5 宋副館長、資訊組彭慰主任及研究組黃淵泉主任出席國科會科學
技術資料中心舉辦之「科技資訊服務體系發展座談會」。 
 
11. 6 召開本館「第七次專業人員評審會議」。 
 
11. 8 閱覽組蔣嘉寧編輯參加由臺灣大學及暨南國際大學共同主辦之
「第二屆亞洲數位圖書館會議」，為期2天。 
 



11.11 （一）特藏藏組盧錦堂主任及顧力仁編輯出席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研究所舉辦之「國家數位典藏計畫預算編列相關會議」。 
 
（二）資訊組彭慰主任及特藏組林偉洲先生出席中央研究院及臺灣省
文獻委員會聯合舉辦之「臺灣總督府檔案數位化初步成果展示會」。 
 
11.14 研究組黃淵泉主任本日啟程赴大陸，出席北京大學召開之「劉國
鈞教授百年誕辰學術研討會」，並洽商「中國圖書分類法」授權本館
修訂出版事宜。 
 
11.15 召開「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2000年年會籌備會」，由莊館
長主持。 
 
11.16 （一）召開「討論博士論文全文影像化合作事宜會議」，由政治
大學胡歐蘭館長及本館宋副館長共同主持。 
 
（二）教育部朱督學振昌、曾督學德錦、江督學美珠、曾督學坤地等
來館視導。 
 
11.17 （一）召開「《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圖書館年鑑》籌備會議」，由
莊館長主持。 
 
（二）臺北雜誌公會主辦「二十一世紀雜誌編輯趨勢研討會—日本製
作公司制度探討」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2天，宋副館長出席會議並代
表本館接受贈書。 
 
11.18 （一）閱覽組蔣嘉寧編輯、陳麗玲助理編輯及許惠娟組員出席中
國圖書館學會召開「第四十五屆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第八次會議」。 
 
（二）閱覽組莊健國編輯出席立法院法制委員會舉行之「聘任人員聘
任條例草案」及「聘任人員人事條例草案」公聽會。 
 
11.22 召開本館88年第十七次館務會議。 
 
11.23 （一）召開「本館設置雕像事宜審核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二）宋副館長出席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舉辦之「慶祝第三十
九屆出版節第一次籌備會議」。 
 
（三）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辜瑞蘭主任出席由大英圖書館於英國倫敦所
舉辦之「中國中世紀失散古籍系列演講」活動，於14日啟程，本日返
國。 
 
11.26 召開「遠距圖書服務委託營運續約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
持。 
 
11.29 莊館長代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應邀出席由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召開之「兩岸科技交流諮詢座談會」。 
 
十二月 
 
12. 3 拉脫維亞「里加之音報」記者Mr. Dace Judina 來館拜會，由宋副館
長接見。 
 
12. 4 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四十六屆會員大會上午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
行，莊館長應邀頒發圖書館週標語獎；下午由本館協助該學會辦理



「網際網路與圖書館發展研討會」。 
 
12.6 （一）召開本館88年第十八次館務會議。 
 
（二）邀請美國俄亥俄州州立大學圖書館館長李華偉博士來館專題演
講，講題為「三個有效的圖書館管理方法」。 
 
12.8 （一）召開「漢學研究中心第九屆第三次指導委員會」，由莊館長
主持。 
 
（二）召開本館擬購舊籍審查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2.10 （一）中國文化大學主辦、本館協辦之「第一屆簡帛學術討論
會」本日起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3天，莊館長應邀擔任該會第六場主
持人。 
 
（二）召開「CCCII 7500+ 字發表暨圖書館自動化應用研討會」，由宋
玉顧問主持。 
 
（三）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學術討論會，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杜博妮教
授（Professor Bonnies McDougall）主講「私生活：魯迅與許廣平出版與
未出版的通信」，並由國立暨南大學周昌龍教授主持。 
 
12.13 召開本館「第八次專業人員評審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2.14 特藏組盧錦堂主任、顧力仁編輯出席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召開之「協調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書填寫及相關事宜會議」。 
 
12.15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會議於本
館188會議室召開，由莊理事長主持。 
 
（二）召開「遠距圖書服務委託營運續約事宜第二次會議」，由宋副
館長主持。 
 
12.17 （一）宋副館長暨採訪組王錫璋主任、陳德漢助理編輯參加於故
宮博物院舉行之「澳門史料特展聯合記者會」，並由宋副館長代表本
館接受外交部致贈前清「中葡北京條約」複製本。 
 
（二）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學術討論會，由大陸儺戲學研究會長曲六乙
教授主講「儺與面具文化—窺視民族宗教、審美心態的一個窗口」，
並邀請國立清華大學王秋桂教授主持。 
 
12.18 （一）召開「研討《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計畫相關事宜會
議」，由莊館長主持。 
 
（二）資訊組彭慰主任出席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召開之「公共圖書館資
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2.20 召開本館88年度第十八次館務會議。 
 
12.22 （一）莊館長與採訪組進行業務座談。 
 
（二）莊館長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進行業務座談。 
 
12.23 （一）宋副館長暨研究組黃淵泉主任出席國立臺東師範學院辦理
之「88學年度師範校院圖書館工作人員業務研討會」，並應邀擔任講



座。 
 
（二）本館於二樓閱覽大廳舉辦「一九九九開卷好書獎展覽」，展期
至89年1月31日止。 
 
12.24 （一）召開本館88年第七次考績委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二）召開「研商本館任用人員88年考績評定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
館長主持。 
 
（三）召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委員會88年度第三次會議」，
由莊館長主持。 
 
12.27 （一）召開「讀者反映本館服務問題（11月份）討論會」，由宋
副館長主持。 
 
（二）邀請行政院第七組組長陸炳文先生來館專題演講，講題為「你
一定可以如意—溝通藝術與面談技巧」。 
 
（三）莊館長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召開該會第四十五屆第四次理監事
會議，並當選第四十六屆常務理事。 
 
（四）本館配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理著作權諮詢座談會，邀請元智
大學葉茂林教授主講「著作權基本認識」。 
 
12.28 召開「《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圖書館年鑑》編輯／撰稿會議」，由
莊館長主持。 
 
12.29 莊館長與特藏組進行業務座談。 
 
12.30 資訊組林安琪編輯、閱覽組吳碧娟編輯、採訪組蔡佩玲編輯出席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召開「IEL Online 使用單位會議」。 
 
12.31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會同行政院秘書處、主計處、研考會及教育部
等代表組成人力評鑑小組來館訪查。  

（輔導組唐申蓉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