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簡訊 

 
          □館務簡訊 
 
                國家圖書館公布施行 
            顧問暨諮詢委員遴聘辦法 
 
                國家圖書館組織條例奉  總統令以中華民國85年 
            1月31日華總字第8500023530號函修正公布。依據組 
            織條例第十二條規定：「本館得視需要，遴聘學者專 
            家為顧問或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其遴聘辦法由本 
            館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備。」據此，本館為期能聘請 
            優秀學者專家提供本館發展政策及經營方針之建言暨 
            各項技術服務專業諮詢，爰訂定「國家圖書館顧問暨 
            諮詢委員遴聘辦法」乙種，經奉教育部87年7月20日 
            臺87人一字第87070798號函核定，本館於87年7月23 
            日以臺87圖人字第871315號令發布施行。條文規定如 
            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組織 
                  條例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館視業務需要，得聘顧問九人至十三人， 
                  就具有下列條件人員遴聘之︰ 
                    一、對圖書館資訊發展政策及方針有深刻瞭 
                        解者。 
                    二、對圖書館事業之經營與評鑑有豐富經驗 
                        者。 
                    三、對全國圖書資訊服務系統與技術規範學 
                        有專精者。 
                    四、熟諳圖書館及資訊管理領域之知名人士。 
                    五、在教育、學術、文化界具有相當聲望者。 
                    六、曾任本館館長，績效卓著者。 
            第三條  本館視業務需要，得分設專業諮詢委員會； 
                  各委員會得聘諮詢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就具有 
                  下列條件人員遴聘之︰ 
                    一、曾任副教授或相當於副教授之學術研究 
                        工作，對圖書館、資訊管理及相關學科 
                        ，學有專精，績效卓著者。 
                    二、曾任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所長，對圖 
                        書館專業人員養成教育，有豐富經驗， 
                        績效卓著者。 
                    三、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職務或各類圖書 
                        館館長，對圖書館行政及管理，有豐富 
                        經驗，績效卓著者。 
                    四、對圖書文獻及圖書館經營，有相當研究 
                        或經驗，成績卓著者。 
                    五、曾任本館編纂、組主任，績效卓著者。 
            第四條  本館館長應館務需要，得請顧問或諮詢委員 
                  出席或列席館務會議；有關館務之重要事項或 



                  問題，館長得商請顧問或諮詢委員研究審議或 
                  諮詢之。 
                    必要時並得召開顧問或諮詢委員會會議，顧 
                  問會議由館長召集之；諮詢委員會會議由館長 
                  或各組組主任召集之。 
            第五條  顧問、諮詢委員之聘期為二年，期滿得續聘 
                  之。 
            第六條  顧問、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出席會議或審 
                  查案件時得依規定酌支出席費、交通費或審查 
                  費。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林妙香） 
 
 
            訂購OCLC第一檢索服務 
            開放讀者查檢利用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為世界最大的圖書館和資訊中心，提供多種網路連線 
            資訊檢索服務系統，包含WorldCat、OCLC FirstSearch、 
            OCLC ArticleFirst、OCLC NetFirst、OCLC PaperFirst 
            等。OCLC總部在美國，目前向全世界64個國家的2萬7 
            千多個圖書館提供資訊服務。 
 
                OCLC第一檢索服務（FirstSearch Services）的 
            資料庫內容收錄藝術、人文、商業、經濟、教育、工 
            程技術、科學、社會科學、公共空間、法律等60多種 
            資料庫。除提供線上查詢外，也提供多種文獻取得方 
            式，包含傳真文獻、電子郵件、航空郵遞及列印ASCII 
            全文。本系統使用介面統一，操作容易，深受各界喜 
            愛。本館參考組為服務讀者特別訂購該資料庫，自10 
            月起於本館二樓參考室開放查詢服務。本項服務收費 
            辦法如下：1.檢索免費，電腦連線費用及檢索費用由 
            圖書館支付；2.線上列印一篇ASCII全文，需美金5元 
            （約新臺幣165元）；3.線上訂購期刊全文，須使用 
            讀者個人信用卡簽帳支付；4.E-mail書目免費。 
 
                為確保網路連線速度及品質，備有接連Hinet專 
            線的最新型電腦及專業館員為讀者服務。讀者於使用 
            前必須先登記，先到先服務，使用時間以不超過30分 
            鐘為原則。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 
            時，歡迎各界人士前來使用。（鍾雪珍） 
 
 
            中文醫藥衛生期刊電子化合作計畫 
            本館與國衛院、學會醫委會攜手進行 
 
                為擴大我國醫學文獻的蒐藏與保存，提供全國民 
            眾中文醫藥衛生參考資源，並在國際網路上展現我國 
            醫學研究成果，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國圖書館學會醫 
            學圖書館委員會與本館將攜手進行「中文醫藥衛生期 



            刊電子化合作計畫」。 
                本項合作案，首由國衛院綜合業務處蕭廣仁處長 
            及臺北榮民總醫院卓玉聰館長向本館提議，於今（87） 
            年7月10日三方會面進行可行性座談，咸認國內醫學 
            圖書館甚為發達，而本館亦有其角色與功能，醫學文 
            獻需求也因研究性、通俗性讀者群不同而異，若能在 
            各自的基礎與資源上合作，將可兼收分工與加速擴大 
            服務成效之利。8月26日國衛院蕭處長、熊昭主任率 
            業務相關同人與中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張 
            慧銖主任委員來館拜會莊館長，三方會談相當愉快， 
            莊館長當面應允支持本項合作計畫，並指示由宋建成 
            副館長擔任本計畫召集人。 
                第一次「中文醫藥衛生期刊電子化合作計畫」會 
            議業於9月9日召開，由宋副館長主持，出席人員包括 
            ：國衛院綜合業務處江博煌主任暨同人、臺北榮民總 
            醫院卓玉聰館長、中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張慧銖主任委員、王淑君副主任委員及本館資訊組、 
            期刊股同人。會中除明定本合作案之名稱外，亦獲致 
            三項初步共識：1.本合作計畫之基礎，需先建立全國 
            出版醫學期刊目錄。其進行方式首先將就本館館藏醫 
            學類期刊的完整性進行合作。目前本館典藏我國所出 
            版醫學類期刊約5百餘種，均已收錄於「中華民國出 
            版期刊指南系統」，並於網際網路提供使用者查詢。 
            本館將提供館藏醫學期刊清冊，請張主任委員協助籲 
            請參加該委員會之各圖書館，提供本館所缺之醫學期 
            刊目錄清冊。並建請各館提供其機構所出版之醫學期 
            刊三份，由本館妥予保存。另國衛院亦將協助國內醫 
            學期刊之取得。2.有關中文醫學期刊文獻的分析整理 
            ，因本館已建置「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 
            與「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收錄醫學文獻索引、 
            目次約5萬餘筆，鑒於醫學文獻出版量頗大，且使用 
            者需求有別，有關醫學類期刊文獻的選擇與資料處理 
            ，將針對其學術性與利用性考量，分三種層次之處理 
            方式：（1）收錄索引目次即可；（2）增鍵摘要； 
            （3）進行電子全文或影像掃描保存。各期刊要做到 
            那種層次，將請國衛院提供建議進行電子全文醫學期 
            刊清單；學會醫委會提供建議收錄索引或目次之清單 
            後，連同「全國出版醫學期刊目錄」清冊，提交本計 
            畫相關人員參考後再共同討論加以審訂。3.為處理利 
            用網路傳送醫學期刊電子全文或內文影像的著作權問 
            題，將由國衛院出面與各醫學期刊出版社及作者進行 
            著作權授權洽談，協助本館取得資料上網之著作權授 
            權。（吳碧娟） 
 
 
            館藏博碩士論文委外採編 
            縮短作業時程供眾利用 
 
                依據新修訂的大學法，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博碩士 
            論文之寄存圖書館，本館以民國75年以後進藏的博碩 



            士論文資料收錄較為完整。由於博碩士論文乃學術研 
            究之一手資料，極具參考價值，加上資料取得不易， 
            故而國內外之學者專家及莘莘學子對此需求很高，因 
            此本館在教育部的經費支持下於86年9月完成「全國 
            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測試版」，提供Web版之查 
            詢。自開放資訊網路檢索之後，累計至87年9月已超 
            過50萬使用人次，單月使用量達3萬人次以上。 
 
                由於國內高等教育質量提高，博碩士論文數量激 
            增，本館在有限之人力下，無法在短時間處理大量書 
            目資訊，為了使讀者在網路查詢之後，也能儘速利用 
            到紙本資料，需從整合現有之資料庫及人力著手。經 
            各相關單位之協調及規劃，決定採行外包方式，並於 
            87年8月完成招標程序；運用資訊組建置之「全國博 
            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與本館採訪、編目作業系統 
            結合，經由系統程式轉換為機讀編目格式（MARC）， 
            配合採編人員監督及查核，縮短作業流程、避免重複 
            建檔、提高作業效率，增進本館此項服務之品質。 
 
                目前「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資料庫截 
            至87年8月底止共收錄44,000多筆資料，資料並不完 
            整，本館已於87年6月完成「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線 
            上建檔系統」，教育部將於87學年度正式推廣至全國 
            各大學院校，應屆畢業生可利用此系統線上建檔，並 
            可回溯建檔個人之學位論文資訊，預期未來在與採編 
            作業整合之下，讀者將可從全文檢索、論文名稱、研 
            究生、指導教授、關鍵字、論文摘要、參考文獻等檢 
            索點查詢所需之資料，若索書號已呈現在Web上，表 
            示此筆資料之紙本論文已入藏本館，讀者即可前來利 
            用。另外，編目完成之書目亦計畫定期轉入書目資訊 
            中心之「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不但本館之國家 
            書目資料庫更為完整，而且各圖書館可以轉錄利用， 
            真正達成一館編目、多館享用之目的。（廖秀滿） 
 
 
            透過編目模組Z39.50 Client介面 
            下載他館書目資料加速編目流程 
 
                編目組為加速編目作業，已於上一（87）會計年 
            度完成本館URICA系統編目模組用戶端Z39.50介面第 
            一期功能之建置，使本組同人可透過開放系統互連資 
            訊檢索應用協定（Z39.50）之用戶端（Client）功能 
            ，來檢索其他Z39.50伺服端(Server)之書目資料，並 
            可下載資料，供編目參考，以縮短編目流程。 
 
                第一期功能，除了支援Z39.50 Client功能、可 
            處理C-MARC及US-MARC、可顯示CCCII碼、查詢結果在 
            用戶端顯示前已轉成C-MARC、支援Bib-1屬性組、支 
            援Type-1 Query檢索方式、可下載所查得之書目資料 
            、下載至用戶端採用C-MARC、提供全螢幕編輯模式、 



            提供系統管理及介面維護、支援系統安全管制、提供 
            Z39.50資料庫連結設定、支援定義檔（Configuration） 
            與預設參數、提供各項統計等全面性功能外，還包括： 
              1.選項式直接檢索全國圖書資訊網路或國立臺灣大 
            學圖書館等Z39.50伺服端之書目資料庫； 
              2.在查詢方式上，提供一般查詢，即直接提供題名 
            、個人著者、團體著者、標題、叢書名等檢索，並支 
            援可查檢更多檢索點及較為複雜之限定檢索（Limited 
            Search）的指令式查詢； 
              3.在查詢語法中，提供布林邏輯（Boolean Logic） 
            與串截（Truncated Search）查詢； 
              4.隨時可中斷查詢； 
              5.所查得之書目資料，每次最多可條列顯示1,000 
            筆，並可逐筆顯示詳目與機讀格式； 
              6.書目資料下載時，只下載書目部分，而不下載館 
            藏，且系統會自動在書目資料上標明書目資料來源、 
            下載日期； 
              7.選定所需之書目資料後，將書目資料轉入本館 
            URICA系統之書目主檔內，便可進行全螢幕編輯，並 
            查核與本館書目資料是否重複； 
              8.書目資料一經決定存檔，系統會在書目資料正式 
            存檔前，立即針對該筆書目資料進行書目檢核及查核 
            與本館書目資料是否重複，若查核到與本館書目資料 
            重複，系統會主動顯示提示訊息； 
              9.書目資料存檔時，如選擇覆蓋本館書目主檔內現 
            有書目記錄，則仍會保留本館原有館藏資料； 
              10.可在書目資料存檔前或存檔後進行全螢幕編輯； 
              11.系統管理者可設定各個使用者使用Z39.50伺服 
            端介面之權限； 
              12.統計功能主要分為資料查詢統計及資料轉入統 
            計，並分別針對個別使用者及個別資料庫進行統計， 
            以方便評估各資料庫之使用率與查獲率，供日後選擇 
            建置直接資料庫查詢之依據。 
                 Z39.50 Client介面，目前已為編目作業帶來許 
            多實質上的便利，且一方面使本館的全國圖書資訊網 
            路系統上龐大的書目資源得以回饋並充實本館書目主 
            檔，另方面尚可加速本館編目作業與流程，讓本館提 
            供更多的書目資源給圖書館界及社會大眾。預期編目 
            模組第二期的Z39.50 Client介面計畫，除了加強現 
            有Z39.50 Client介面之各項功能外，將朝向一次可 
            同時檢索多個Z39.50伺服端之書目資料庫的目標邁進 
            ，並將檢索觸角由目前的國內延伸到國外、而至全世 
            界。（牛惠曼） 
 
 
            因應資訊時代新修訂 
            國家圖書館參考服務準則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電腦科技的發展，參考館員的 
            服務方式及運用工具已經逐漸改變。除了以口頭、電 



            話、書信等方式來答覆讀者的諮詢及利用傳統印刷資 
            料查找資料之外，讀者與參考館員可透過網際網路， 
            傳送彼此的問題與回答；光碟資料庫、線上資料庫， 
            進而擁有豐富資訊的網際網路，儼然成為參考館員在 
            資料查詢上的利器。 
 
                為因應參考服務方式與工具的改變，參考組依據 
            民國81年第二版參考服務準則（初版於76年訂定）略 
            作修改，以符合新的需求。新的「國家圖書館參考服 
            務準則」87年第三版共分為：總論、服務對象、服務 
            項目、特殊需求服務、值勤時間及值勤其他工作、參 
            考服務準備工作、與各分科閱覽室之參考服務等七個 
            章節，茲就重要的修改部分說明之： 
              1.對於無法到館查詢資料的國內外機關、團體及一 
            般民眾，除了以公文、書信、電話要求查檢資料之外 
            ，另增加以電子郵件方式服務讀者。 
              2.於館員須知之中，特別加註參考館員應協助殘障 
            者或行動不便之老人取書或代查資料，而不僅是代查 
            卡片。 
              3.因應資訊時代來臨，新增電子郵件服務與網路資 
            料庫檢索服務等項目。本館接受以電子郵件查詢之參 
            考問題，並指定適當館員答覆電子郵件諮詢，並且於 
            一週內回覆；除了原有的光碟資料庫之外，亦將網路 
            資料庫納入服務項目之內，並把早已過時的國際百科 
            檢索服務項目刪除。 
                新修訂的參考服務準則在既定的參考服務目標與 
            理念下，將使本館參考館員在資訊時代中，更能夠趨 
            向一致的服務方式。新的「國家圖書館參考服務準則 
            」第三版全文，將放置在參考組未來設置的「參考服 
            務園地」網頁中，供讀者及圖書館界參考。（吳穎萍） 
 
 
            本館中文期刊館藏記錄上網 
            便利各界連線查詢 
 
                期刊資料向來為圖書館資料利用率最高之一種， 
            因此提供每一種期刊的館藏收錄卷期情形，使讀者清 
            楚方便的查得圖書館是否有其需要的期刊卷期，就成 
            為圖書館的重要任務之一。 
                本館於民國86年3月正式推出「中華民國出版期 
            刊指南系統」，該系統除了具有「期刊指南」的功能 
            ，提供期刊的基本資料（例如：刊名、出版資訊、訂 
            購資訊、內容簡介、電子期刊及雜誌社網頁串連等） 
            ，同時亦包含敘述性館藏記錄顯示功能，館藏記錄項 
            目包括館名、典藏室別、索書號、典藏卷期及年月等。 
                本館閱覽組期刊股自86年暑期開始進行系列館藏 
            期刊的重新清點，並且立即將清點後之詳細館藏記錄 
            鍵入「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總計至87年暑 
            期為止，已鍵入系統之期刊清點記錄共計約6千餘種， 
            計分為︰1.使用率最高的期刊，也就是收錄在「中華 



            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及「新到期刊目次服務 
            系統」的期刊學報，約3,000種；2.仍在出版的一般 
            性期刊雜誌約1,900種；3.其他可能已停刊或確定停 
            刊的期刊約1,100種；4.報紙341種；5.由官書股提供 
            的公報、統計記錄約200種；6.由日韓文室提供的國 
            內出版日文期刊7種。歡迎各地讀者及圖書館同業在 
            前來本館或進行館際複印申請前先上WWW查詢「中華 
            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http://192.83.186.3/ 
            cgi/m_ncl9?c,1,），在每一筆刊名或報名的詳目顯 
            示畫面中先詳閱本館確切的期刊館藏記錄，則可以 
            避免舟車勞頓，徒勞無功之憾。（吳雅慧） 
 
 
            製作「期刊風華」網路教材 
            獲教育部補助積極進行 
 
                教育部為鼓勵與輔導該部附屬機構將所擁有的館 
            藏資源，開發製作成學習教材，以網路化及光碟方式 
            發行推廣，擴大社會教育功能；並整合社教機構資源 
            ，豐富網際網路學習內涵，建構終身學習環境，本（ 
            88）會計年度賡續去年，繼續執行「終身學習網路教 
            材（Web-Title）製作」計畫，鼓勵部屬館所提出申 
            請案。本館閱覽組期刊股於今（87）年8月奉示編擬 
            「期刊風華──期刊資源的認識與利用」網路教材製 
            作計畫書，經部裡邀請學者專家會同相關業務同人召 
            開評選會共同評審，獲得通過補助。 
                「期刊風華──期刊資源的認識與利用」Web- 
            Title的開發動機係基於：期刊是20世紀以來傳達新 
            知、啟發思想、記錄史實、教育民眾最基本且重要之 
            媒體，也是一國文化國力的指標。我國期刊自清末發 
            軔，民國以來陸續蓬勃發展，成為民眾「終身學習， 
            自我教育」相當重要的倚藉。尤其21世紀網路世代即 
            將到臨，期刊，以其引領風潮，傲立時代發展的先鋒 
            ，已有嶄新的變革。「期刊風華」Web-Title的開發 
            目的，即希望利用親和活潑的網路技術與光碟介面， 
            配合影像、圖片、旁白、文字、配樂等，以深入淺出 
            且互動學習的設計，引領民眾深入期刊資源寶庫，習 
            得掌握新知、便利終身學習的利器。故其學習目標設 
            定為：1.揭開期刊誕生的奧秘，讓一般民眾瞭解期刊 
            編製發行的歷程；2.知悉我國期刊產生的背景與歷史 
            沿革發展；3.進行各類期刊概覽，領受豐富而多元的 
            期刊資源全貌；4.促使民眾體會期刊與生活的重要密 
            切關係；5.透過本教材之詳細圖例解說與互動式學習 
            ，能讓社會大眾迅速而有效的掌握與利用各類期刊檢 
            索工具，提升自我學習能力；6.帶領民眾跨入21世紀 
            網路世代電子期刊出版的新紀元，並能將自己的研究 
            成果利用網路傳播出去，來回饋社會，促進期刊資訊 
            交流與共享。 
                「期刊風華」Web-Title之設計將以一般社會大 
            眾、學生、對期刊利用及網路電子期刊資源查詢有興 



            趣的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此外，並希望能提供各級 
            學校教師與圖書館作為「圖書館利用教育」課程的輔 
            助教材。本案在期刊股全力動員、資訊組協助下，已 
            積極展開相關作業，相信能如期於明年元月參加教育 
            部舉辦之雛形系統（Prototype）聯合展示會，並於 
            88年5月完成全案製作。（吳碧娟） 
 
 
            第64屆IFLA年會 
            於荷蘭阿姆斯特丹舉行 
 
                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 
            第64屆IFLA大會於今（87）年8月16至21日在荷蘭阿 
            姆斯特丹RAI國際展覽與會議中心舉行。由於一年多 
            來亞洲金融風暴與東歐各國經濟困難，不少受經濟環 
            境因素影響的會員無法負擔會費而退會，也因付不起 
            旅費不能來參加會議，所以IFLA原來有141個國家的 
            團體，今年出席的會員只有100個國家，共約1,200多 
            人。 
                我國出席的代表有︰中國圖書館學會汪雁秋秘書 
            長、國家圖書館採訪組辜瑞蘭主任、臺北市立圖書館 
            曾淑賢館長和國立故宮博物院林美燕小姐四人。 
                本屆大會主題為「站在資訊與文化的十字路口」 
            （On Crossroads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傳統文化的遺產和圖書館工作，在資訊時代面臨強大 
            的衝擊，圖書館將如何履行其對社會、經濟與教育的 
            任務；面對新的多元化的文化、語文社會及媒體的挑 
            戰；以及如何去降低種種障礙等等，與會者在不同的 
            會議場次中熱烈探討。會中宣讀論文191篇，分別以 
            研討會或公開討論的方式，共分54場次進行，另有特 
            別會議或附帶會議。本屆會議特別重視共同討論群， 
            使參加者可以交換意見及經驗以相互瞭解，討論與解 
            決共同的難題，進而進行合作。 
                會議期間，大會安排盛大的展覽會場，有191個 
            單位展示有關圖書館的產品及服務。包括大型出版商 
            、電腦網路資訊、軟體服務、書目索引或全文資料庫 
            供應者、書刊採購代理商、圖書館用具產品商等，另 
            有英、美、法、西班牙、丹麥的國家圖書館、ALA、 
            ISSN中心、ISBN中心、大陸清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等亦設有攤位，展覽會場規模不小，產品也很新穎。 
                利用會前的機會，汪雁秋秘書長和筆者特別安排 
            會見IFLA會長Christine Deschamps和秘書長Leo Voogt 
            二人，當面代表邀請他們兩位於明（88）年3月來臺 
            訪問一週，介紹我國圖書館界的發展，並加強國際文 
            化交流。（辜瑞蘭） 
 
 
            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本館 
            舉辦三種圖書館專題研習班 



 
                本館受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於民國87年7月20 
            日至8月15日，分梯舉辦圖書館管理科學、館藏發展 
            、主題分析與機讀格式專題研習班三種課程，各為期 
            一週，共計有176位來自全省各圖書館從業人員參與 
            研習課程。 
                各班課程安排及講師名單如下︰ 
            圖書館管理科學專題研習班︰圖書館工作簡化流程 
            （韓竹平）、圖書館衝突與談判（高強）、圖書館管 
            理科學總論（卓玉聰）、生涯規劃與情緒管理（洪有 
            義）、圖書館組織重建（謝寶煖）、圖書館決策理論 
            與應用（廖又生）、圖書館領導與激勵（林文睿）、 
            圖書館人力資源管理（史久莉）、圖書館館舍與布置 
            （陳格理）、圖書館網路規劃與管理（王金龍）、圖 
            書館經營個案分析（楊美華）、綜合座談（莊芳榮、 
            廖又生）。 
            圖書館館藏發展專題研習班︰專題演講（莊芳榮）、 
            社區調查與館藏發展政策制訂實務（楊美華）、館藏 
            資源選擇與書評賞析（王梅玲）、館藏資源採訪與經 
            費管理（馬少娟）、核心期刊與期刊評鑑（張慧銖） 
            、臺灣出版業與華文出版市場現況與趨勢（陳信元） 
            、視聽媒體之採訪與管理（朱則剛）、大陸資料與政 
            府出版品徵集（劉春銀）、網路出版資源與網路採訪 
            作業（陳亞寧）、期刊管理與文獻傳遞（宋美珍）、 
            數位化館藏發展（薛理桂）。 
            主題分析與機讀格式專題研習班︰專題演講（盧秀菊 
            ）、服務經驗交流、專題演講（吳政叡）、機讀編目 
            格式研討（曾仁泰）、書目網路與編目資源研討（陳 
            亞寧）、電子資料編目（陳國瓊）、視聽資料編目（ 
            林淑芬）、美國國會圖書館分類法研討（許令華）、 
            權威控制研討（劉春銀）、中國圖書分類法研討（陳 
            友民）、中文主題法研討（鄭美珠）、美國國會圖書 
            館標題表研討（陳昭珍）、杜威十進分類法研討（陳 
            和琴）。（王玉琴） 
 
 
            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 
            88年度工作研討會假本館舉行 
 
                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於87 
            年8月19至20日假國家圖書館舉行88年度工作研討會。 
            該委員會係依據教育部圖書館自動化及網路系統整合 
            小組第六次會議決議成立，其主要任務為：1.整合臺 
            灣省縣市立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連結架構；2.建立 
            臺灣省各級公共圖書館自動化資訊網路系統及需求規 
            範，充分共享資源；3.加強臺灣省各級公共圖書館人 
            員自動化及網路相關訓練，使圖書館自動化作業更具 
            效益；4.輔導讀者使用圖書館資源，使圖書館成為民 
            眾終身的學習資源中心及教育中心。 
                本次會議旨在研討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 



            導諮詢委員會88年度工作項目與計畫，編印工作手冊 
            ，溝通推動委員會工作觀念與作法，建立委員會成員 
            及相關單位之共識，與確保輔導工作之成效。會議參 
            加人員共120名，包括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 
            導諮詢委員會、臺灣省政府文化處、教育部、文建會 
            、省立臺中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國立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臺北市立圖書館、高雄市立圖書館、縣市文 
            化中心圖書館與鄉鎮圖書館等代表。 
                本次會議成果豐富，共提出88年度工作總計畫、 
            我國公共圖書館發展目標、訪視輔導計畫、系統管理 
            者聯合會議計畫、資訊教育訓練計畫、建立人才暨資 
            源資料庫計畫、城鄉合作研究計畫、使用者需求研究 
            計畫、地方文獻研究計畫、與88年度工作檢討會計畫 
            等。會中並邀請學者專家進行三場精彩演講：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吳美美教授講演「圖書館與終身學習的實 
            踐」、國立政治大學胡歐蘭教授講演「公共圖書館進 
            入地球村」及國家圖書館莊芳榮館長講演「我國公共 
            圖書館發展之契機與展望」。（王梅玲） 
 
 
            漢學研究中心文化參觀活動 
            舉辦苗栗木雕陶藝之旅 
 
                漢學研究中心每年皆為來華研究漢學之外籍學人 
            舉辦文化參觀活動，以期促進他們實地瞭解臺灣民俗 
            文化。今（87）年特別選定苗栗縣的木雕工藝及陶藝 
            之美做為參觀活動主題。除邀請本中心指導委員、外 
            籍學人外，並邀請提供贊助基金的喜瑪拉雅研究發展 
            基金會同人代表參加。 
 
                9月18日上午8時整，參觀活動一行約30人，便迎 
            著秋陽出發，首先抵達臺灣木雕工藝品的薈萃之都三 
            義。它位於苗栗縣南端，因盛產樟木，日據時期，日 
            人曾在此從事木刻工藝品業，風行一時。光復之後， 
            由客家人接手經營，為木雕業扎下基礎，更以精妙的 
            技術提昇臺灣木刻工藝品的國際知名度，三義遂成為 
            木雕工藝品的集散中心。而「三義木雕博物館」即以 
            展示當地木雕精品為主，對於木雕的藝術、歷史、風 
            格兼有詳細的描述，參觀團員對於琳瑯滿目的精美木 
            雕藝品，無不駐足仔細品賞，稱讚不已。 
 
                中午，驅車來到座落於苑裡鎮火炎山旁、大安溪 
            畔的華陶窯，這裡地形崎嶇，但風景瑰麗，以種植臺 
            灣本土的花草、臺灣傳統園林建築景觀，加上國內少 
            見的柴燒窯所生產之陶藝作品，合而構築成一處令人 
            嚮往的現代桃花源。在這裡，大家享用了一頓別具鄉 
            情的臺灣早期田莊生活式的午餐；隨後，經由解說人 
            員的介紹，我們瞭解臺灣傳統庭園設計的人文精神； 
            另有老師傅做手拉坯及手擠陶的示範，在在皆讓參觀 
            的團員細細地感受臺灣傳統文化生活所蘊含的藝術質 



            感，令人頗有「陶然忘機」之感！ 
 
                回程並順道參訪全臺最小、最高、綠化最深、年 
            代最老的勝興火車站；晚間則至苗栗銅鑼品嚐純客家 
            風味的晚餐後賦歸。此次的文化參觀活動，我們從學 
            人煥發光彩的臉龐，確定這是一趟豐富之旅。（孫秀 
            玲） 
 
 
            □新近出版品 
 
            國家圖書館簡介 
                國家圖書館秘書室編。臺北市︰國家圖書館，民 
            國87年9月初版。32面，ISBN 957-678-242-2（平裝） 
            。（編輯部） 
 
 
            □同人書訊 
 
            臺灣族群研究目錄 
                黃淵泉編。臺北市︰歷史月刊印行，民國87年10 
            月出版。130面（平裝）。 
 
                臺灣省政府文化處、省文獻委員會主辦、歷史月 
            刊承辦的「族群臺灣︰臺灣族群社會變遷研討會」， 
            於87年10月23至25日假國家圖書館舉行。本館編目組 
            黃淵泉編纂素對臺灣研究長期投注心力，相關資料蒐 
            集頗豐，主辦單位特邀其編輯《臺灣族群研究目錄》 
            ，於會場贈送與會學者專家參閱。 
 
                本書收錄自二次大戰以後至民國87年8月20日止 
            ，所出版有關研究臺灣族群之資料約2,500筆條目， 
            分為圖書專著、期刊論文及報紙論文三部分。每部分 
            酌分為︰1.族群總論；2.族群比較；3.原住民族群； 
            4.福佬族群；5.客家族群；6.外省族群六項，每項再 
            依各條目之發表時間排序。其中期刊論文有部分檢索 
            自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及 
            「影像系統」；報紙論文有部分檢索自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資料中心報紙索引系統。 
 
                各條目著錄依序為︰書名（篇名）、著者、出版 
            者（報紙名稱）、出版日期、頁（版）次；另書後附 
            有作者索引以供查檢。 
 
                據黃編纂表示因編輯時間只有一個月，難免有所 
            疏漏，仍待以後加以補正。（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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