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圖書館館訊八十八年彙目 

（總號第79期—第82期） 

特  載 

王振鵠 全國圖書館館際互借規則之研訂─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
八十七年會員大會專題演講 79：1-2 

王振鵠 海峽兩岸圖書館界交流之回顧與展望─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
會專題演講 82：1-6 

王梅玲 《圖書館與資訊素養叢書》出版後記 81：3-5 

江恿瑛 《國家圖書館工作手冊》出版紀要 81：6 

李莉茜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臺灣地區實施國際標準書號制
度概況 81：7-11 

李寶珠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快樂中學習 81：16 

林玉凡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難忘的工讀生涯 81：16 

書號中心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 81：7-16 

莊芳榮 終身學習與研究的工具─八十七年度《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彙編》
序 81：1-2 

莊芳榮 創造三贏：圖書館、出版界與讀者 80：1-2 

張 靜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期許下一個十年 81：15 

萬 琳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正字標記 完美演出 81：15 

廖玉燕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ISBN/CIP作業系統十年有感 
81：12-13 

劉在善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工作令我成長 81：15 

盧荷生 落實館際合作可提升圖書館事業經營之境界 80：3-4 

盧錦堂 辛勤半世故紙堆，不教青史盡成灰──感念呂起森先生 79：3-4 

錢月蓮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十年有成：從實踐中做好圖書
預行編目工作 81：13-15 

簡秀娟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制度十年專輯：十年春秋 書訊綿亙 81：11-
12 

業務概況 

王梅玲 邁向學習社會──結合圖書館推動讀書會系列活動 79：16-17 

江恿瑛 國家圖書館團隊標語徵稿活動紀實 80：7-9 



吳碧娟 十二年來的期刊服務──邁向「全國期刊文獻中心」 79：12-15 

吳碧娟 迎向新世紀的館際合作與線上文獻傳遞──遠距圖書服務系統館合人
員文獻傳遞服務 80：13-14 

林淑芬 「書目網路合作辦法」暨其要點之訂定 80：15-16 

胡曼華 國家圖書館附設資訊圖書館十年有成 80：10-12 

胡曼華 資訊圖書館館藏資料庫簡介 80：17-18 

黃淵泉 《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編纂紀略 82：10-12 

辜瑞蘭 「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會」會議紀要 82：7-9 

趙亞平 國家圖書館八十八年度消防安全講習 80：19 

盧錦堂 記國防部典藏古籍文獻捐贈儀式 80：5-6 

鄭恆雄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光碟系統建置的回顧與前瞻──中文書目光碟
系統SinoCat邁入第二個五年計畫 79：5-11 

鄭寶梅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之回顧與展望 82：13-16 

編輯部 國家圖書館首次顧問暨諮詢委員會會議紀要 79：18-21 

編輯部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則 81：23-24 

專 論 

李筱眉 談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品國際交換（下） 79：22-24 

同人專訪 

陳友民 鄭恆雄主任的風采與志業 82：17-18 

汪雁秋 走過艱辛的歲月 迎接光輝的明天──賀鄭恆雄主任榮退 82：19 

系統應用 

林淑芬 GUICat軟體在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線上合作編 目作業的應用 
79：25-27 

林淑芬 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新增功能介紹 81：20-22 

莊健國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查詢系統之沿革 81：17-19 

專題選介 

鍾雪珍 電子資源之引用──以MLA書目格式為例 

海外資源 

王宏德 北京地區數位圖書館工程──全球華文資訊建設系列之三 82：22-
25 

王宏德 華文門戶網站（Portal Site）簡介──全球華文資訊建設系列之二 



79：31-34 

辜瑞蘭 法國國家圖書館新館掠影 80：20-21 

圖書與出版 

王錫璋 20世紀百大英文小說全覽 79：28-30 

王錫璋 20世紀百大英文非小說全覽 81：25-28 

王錫璋 圖書與出版 80：22-23 82：26-27 

期刊選介 

曾涇賢 館藏中文新創期刊選介 79：35-37 80：24-27 81：29-30 82：28-
30 

臺灣分館 

何輝國 臺灣分館玲79：38-39 80：28-29 81：31-32 82：31 

館務簡訊 

王宏德 本館遠距暨博碩士論文系統，參加87年度資訊月展示 79：42-43 

王宏德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擴充功能全新登場 82：34 

王宏德 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 舉辦全省巡迴線上建檔說明會 79：
43 

王明玲 1999年IFLA年會於泰國曼谷舉行 82：37 

王明玲 提升本館服務品質召開為民服務工作檢討會議 79：45 

王梅玲 與美國資訊科學學會臺北分會合辦1998造訪圖書資訊學工作坊研討會
79：48 

王蓮慶 提升西文圖書編目效率，訂購美國ITS MARC查詢系統 79：46 

王蓮慶 新購OCLC書目光碟六種，提升西文圖書編目品質 81：35-36 

牛惠曼 URiCA自動化系統編目模組功能擴充 79：45-46 

牛惠曼 URiCA系統編目模組完成CMARC4第一階段功能開發 82：38 

江銹瑛、王明玲 完成中文字集字碼研究報告 提供各界參考利用 81：34-
35 

宋美珍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更新V3.5版出版了！ 79：44 

李素娟 漢學研究中心舉辦金庸小說國際學術研討會 79：49-50 

李素娟 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 81：36 

李瑞音 本館編目組暨書目資訊中心展開編目建檔暨權威記錄彙整作業 82：
37-38 



林永銘 行政院派員蒞臨本館，查核電腦作業績效 79：44-45 

林淑芬 本館與臺大圖書館共同合作建立中文權威參考資料庫 79：42 

林淑芬 委託中正大學進行研發中文期刊聯合目錄暨館際互借系統 79：41 

吳碧娟 新推出期刊熱門資訊服務，便利社會大眾掌握即時議題資訊 80：30

吳穎萍 擴大遠距圖書服務區，開放網路資源檢索服務 80：34 

唐申蓉 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本館舉辦三種圖書館專題研習班 82：35 

唐申蓉 終身學習之旅博覽會，推展終身教育、建立學習社會 82：33 

唐申蓉 結合圖書館推動讀書會活動承辦人員研習班北部課程開辦 79：43-
44 

唐申蓉 榮獲全國優良讀書會團體於終身學習之旅博覽會接受頒獎 82：33-
34 

孫秀玲 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學計畫，八十九年度訪問學人獲選名單 
80：35-37 

許靜芬 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建置計畫逐步展開 79：41-42 

許靜芬 召開全國圖書資訊網路合作館館長會議 80：30 

許靜芬 舉辦全國圖書資訊網路合作編目研習會 81：35 

陳友民、許令華 中國圖書分類法暨標題表，網路版建置完成提供檢索 81：
33-34 

彭玲慰 提升本館資訊服務品質，增加網路頻寬，加租T1數據專線 80：34 

彭玲慰 國家圖書館榮獲教育部資訊教育績優團體獎勵 81：33 

彭玲慰 國家圖書館舉辦第11屆新興資訊科技國際會議 82：32-33 

黃菁華、宋美珍、孫秀玲 參加美國亞洲學會1999年年會暨書展 80：34-35 

鄭玉玲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光碟系統多功能視窗版發行 80：32 

鄭靜宜 「編目園地」全球資訊網，更新網頁內容提供服務 80：32-33 

鄭靜宜 國際國家書目會議於丹麥哥本哈根舉行 79：48-49 

鄭寶梅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召開第十七屆年會暨專題研討會 
79：47-48 

鄭寶梅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第十八屆年會於中國文化大學召開
82：34-35 

鄭寶梅 獲教育部經費補助，積極展開86年度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作業 79：
40 

歐陽芬 內蒙自治區版權協會暨出版界來訪，本館協辦「內蒙古新書展覽會」
81：35 



蔡佩玲 加強政府公報網路服務，電子全文垂手可得 80：31 

蔡佩玲 數字會說話，政府統計調查系統改版上線 80：31-32 

盧錦堂 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等一行，參訪大陸重要圖書館暨相關機構 
82：32 

簡家幸、宋美珍 配合中國圖書館學會年會，本館舉辦研討會暨網站展覽 
79：46-47 

簡家幸 配合「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會」舉辦國家圖書館資訊系統展
82：35-36 

簡家幸 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於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展出 80：33-34 

繆國璋 國家圖書館展開徵募志願服務工作人員 79：40-41 

嚴鼎忠、鄭寶梅 1999年ALA年會、書展暨海報展於美國路易士安那州紐奧良
舉行 82：36-37 

新近出版品 

江恿瑛 中文字集字碼研究計畫報告 82：39 

李莉茜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79：50-51 

吳雅慧 圖書館學期刊指南 79：51 

孫秀玲 中國家庭及倫理研討會論文集 81：37 

蔣嘉寧 臺灣地區各圖書館暨資料單位館藏光碟／資料庫聯合目錄（第四版）
82：38-39 

編輯部 快樂書香行︰圖書館及資訊利用教育錄影帶 81：37 

編輯部 書緣一線牽：如何利用國家圖書館錄影帶（修訂版） 80：37 

顧力仁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 81：37 

同人書訊 

編輯部 圖書館資源的利用（王錫璋著） 79：51 

其 他 

唐申蓉 人事動態 79：51 80：37 81：37 82：39 

唐申蓉 近悅遠來 79：51-52 80：37 81：37-38 82：39 

唐申蓉 大事記 79：52-57 80：37-41 81：38-41 82：40-41 

編輯部 國家圖書館館訊八十八年彙目（總號第79期-第82期） 82：4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