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事動態 

 
            □人事動態 
            7. 1  資訊組彭慰主任到職。 
            7. 2  閱覽組宋建成主任兼代本館副館長乙職本日 
                  起生效。 
            7.14  會計室組員任竹瑩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期滿復 
                  職。 
            7.16 （1）總務組技工龔德海先生及資訊圖書館技 
                  工鍾阿宏先生退休。 
                 （2）編目組助理編輯阮靜玲到職。 
            7.17  漢學研究中心林如編輯申請留職停薪二年。 
 
            □近悅遠來 
            七  月 
            7.14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音樂教育系學生一行22人 
                  來館參觀。 
            7.17  福建出版界一行14人由臺北市出版商業同業 
                  公會安排來館參觀。 
            7.21  87年圖書館管理科學專題研習班學員20人參 
                  觀本館。 
            7.22  教育部「87年高中圖書館人員專業學分進修 
                  班」45人，由陽明大學圖書館廖又生館長帶 
                  領來館參觀。 
            7.24  中華民國青芯志工服務協會帶領「2001臺北 
                  社區青少年青春快樂EQ夏令營」50人來館參 
                  觀。 
            7.28  塞內加爾共和國國家檔案局Saliou MBAYE局 
                  長由外交部人員陪同來館參觀，由宋建成副 
                  館長接待，MBAYE 局長並致贈本館「法屬西 
                  非檔案手冊」乙冊。 
            7.31  87年圖書館館藏發展專題研習班學員40人參 
                  觀本館。 
            八  月 
            8. 5  巴西「聖保羅華僑天主堂」華僑團一行13人 
                  來館參觀。 
            8. 6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派員來館參觀研究小間之 
                  規劃設計與管理。 
            8.12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幼教系暑期班一年級學生 
                  44人來館參觀。 
            8.13  元智大學經營管理技術系學生60人來館參觀。 
            九  月 
            9. 2  政治作戰學校研究所學生35人來館參觀。 
            9. 8  天母國小志工媽媽一行28人來館參觀。 
            9.16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資訊組一行11人來館觀 
                  摩「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9.21  北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黃潤華主任來館參觀 
                  ，並拜會館長。 



            9.22 （1）澳門圖書館暨資訊學會訪問團一行8人， 
                  由中國圖書館學會人員陪同來館參觀。 
                 （2）新埔工商專校工程管理科學生129人， 
                  於本日、24及30日分三梯次來館參觀。 
            9.25  「1998海峽兩岸資訊微縮學術交流會」大陸 
                  代表團一行10餘人，由北京圖書館孫承鑒副 
                  館長率隊蒞館拜會，並參觀善本書室及微縮 
                  作業等。 
            9.30  新埔工商專校工程與管理科學生38人來館參 
                  觀。 
 
            □大事記 
            七  月 
            7. 1  教育部宋新民、聶廣裕、彭火炎及吳椿榮等 
                  四位督學，來館進行86學年度第二學期督學 
                  定期視導，由莊芳榮館長簡報本館工作概況 
                  並陪同至各服務定點實地參觀。 
            7. 2 （1）召開本館「88年度新舊稽核小組成員交 
                  接會議」暨「88會計年度稽核小組第一次會 
                  議」，由鄭恆雄主任及盧錦堂主任主持。 
                 （2）召開「出版法修正案座談會」，由採訪 
                  組辜瑞蘭主任主持。 
                 （3）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劉錦龍主任等 
                  一行5人來訪，研商與本館合作引進UMI博碩 
                  士論文資料庫事宜。 
            7. 3  資訊組王宏德助理編輯出席「88年度教育部 
                  社教Web-Title 教材光碟開發事宜協商會議」。 
            7. 8 （1）召開本館「87、88年度財物採購會驗小 
                  組業務檢討座談會」，由總務組劉興儀主任 
                  主持。 
                 （2）東吳大學中文系王國良主任暨法國國家 
                  科學院陳慶浩教授來訪，與本館洽商合作進 
                  行編輯域外漢籍聯合目錄事宜。 
            7. 9 （1）召開「《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 
                  編輯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2）辦理本館88年度人事甄審委員及考績委 
                  員票選作業，人事甄審委員當選者為編目組 
                  黃淵泉編纂，考績委員當選者為書目資訊中 
                  心林淑芬編輯、閱覽組吳碧娟編輯。 
            7.13 （1）召開本館87年第六次館務會議。 
                 （2）莊館長至科資中心出席「國科會科學技 
                  術資料中心指導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7.20  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本館辦理「87年圖書館 
                  管理科學專題研習班」，今起研習至7月25 
                  日，計有學員59人參加。 
            7.22  召開本館88年度第一次考績委員會議，由宋 
                  副館長主持。 
            7.24  特藏組盧錦堂主任至臺灣大學工學院國際會 
                  議廳，參加由臺灣省政府文化處所召開省屬 
                  社教文化機構古文書數位化座談會。 



            7.27 （1）召開本館87年第七次館務會議。 
                 （2）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本館辦理「87年圖 
                  書館館藏發展專題研習班」，今起研習至8 
                  月1日，計有學員57人參加。 
            7.28 （1）莊館長赴行政院新聞局出席中華圖書出 
                  版事業發展基金會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 
                 （2）召開本館88年度第一次人事甄審委員會 
                  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7.29  研究組王明玲助理編輯、總務組易明克組員 
                  及會計室任竹瑩組員赴臺中師範學院，參加 
                  「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87年度資本支出計畫 
                  執行考核獎懲作業說明會」。 
            八  月 
            8. 4 （1）召開本館88年度第二次人事甄審委員會 
                  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2）資訊圖書館蔣嘉寧編輯應美國在臺協會 
                  邀請，參加「文化交流計畫」赴美考察，為 
                  期一個月。 
            8. 5  宋副館長接受光華電臺「寶島風情」節目訪 
                  問錄影，介紹本館概況。 
            8. 7  中國圖書館學會假本館188會議室召開「圖 
                  書館服務白皮書第一次編輯委員會」，本館 
                  莊館長、宋副館長及各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出 
                  席。 
            8.10  中國圖書館學會委託本館辦理「87年主題分 
                  析與機讀格式專題研習班」，今起研習至15 
                  日，計有學員60人參加。 
            8.11  由行政院新聞局主辦、本館協辦之「『圖書 
                  分級制』實施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舉行。 
            8.12  參考組王錫璋主任出席行政院新聞局《中華 
                  民國88年出版年鑑》諮詢委員會議。 
            8.13  教育部法規委員會第802次會議審查本館所 
                  提「國家圖書館辦理全國出版品國際標準書 
                  號與預行編目辦法草案」暨「國家圖書館辦 
                  理書目網路合作辦法草案」二案，莊館長暨 
                  辜瑞蘭主任、林淑芬編輯、錢月蓮助理編輯 
                  列席說明。 
            8.14  莊館長出席「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指導 
                  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 
            8.16  採訪組辜瑞蘭主任啟程赴荷蘭阿姆斯特丹， 
                  出席8月16至21日舉行之國際圖書館協會聯 
                  盟（IFLA）第64屆年會。 
            8.17  召開本館87年第八次館務會議。 
            8.18  召開「《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編輯 
                  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8.19  臺灣省立臺中圖書館主辦「臺灣省公共圖書 
                  館資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88年度工作研討 
                  會」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行二天，本館莊 
                  館長應邀進行專題演講，編目組鄭恆雄主任 



                  、輔導組王梅玲代主任、鄭寶梅編輯及資訊 
                  組彭慰主任、王宏德助理編輯出席參加，與 
                  會人員共約60名，由資訊組安排參觀本館資 
                  訊等相關設施與服務。 
            8.21  人事室林妙香主任參加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舉辦「組織法規研修種子人員策勵營」。 
            8.25  召開本館88年度第二次考績委員會議，由宋 
                  副館長主持。 
            8.26 （1）召開「《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 
                  撰稿者第一次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2）莊館長出席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數位博物館專案』諮議顧問小組第一次委員 
                  會議」。 
                 （3）閱覽組期刊股完成「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光碟系統」DOS 3.4版、Win95 1.2版及 
                  WWW 1.1版軟體驗收。 
            8.27 （1）資訊組彭慰主任參加教育部「87年資訊 
                  月主題館『網路教育區』展示活動協調會議」。 
                 （2）資訊組林永銘管理師及王宏德助理編輯 
                  參加教育部主辦、政治大學協辦之「網路連 
                  線技術相關問題研討會」，為期二天。 
            九  月 
            9. 2 （1）宋副館長出席本館臺灣分館召開之「研 
                  商『加強公共圖書館建設五年計畫』88會計 
                  年度執行要項及辦理單位事宜」會議。 
                 （2）教育部部務會議審查並通過本館所提「 
                  全國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與預行編目辦法草 
                  案」暨「書目網路合作辦法草案」二案，宋 
                  副館長、李莉茜編審、林淑芬編輯列席會議。 
            9. 3 （1）莊館長至政大公企中心，出席由行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召開「文化白皮書（草案） 
                  北區說明會」。 
                 （2）召開「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工作小組第 
                  一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9. 4  莊館長、資訊組彭慰主任及參考組莊健國編 
                  輯參加「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 
                  四次研討會」。 
            9. 5  莊館長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第45屆常務理事 
                  第七次會議。 
            9. 7  召開本館87年第九次館務會議。 
            9. 8  中國圖書館學會假本館188會議室召開「圖 
                  書館服務白皮書第二次編輯委員會」，本館 
                  莊館長、宋副館長及各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出 
                  席。 
            9. 9  召開「中文醫藥衛生期刊電子化合作計畫會 
                  議」，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國圖書館學會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共同研商合作事宜，由宋 
                  副館長主持。 
            9.10  資訊組彭慰主任出席「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 
                  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執行小組88年度第二 



                  次會議」。 
            9.11 （1）召開「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第一次諮詢 
                  會議」，由王振鵠教授暨莊館長共同主持。 
                 （2）召開「書刊資料送繳制度工作小組第一 
                  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9.15  教育部部屬社會教育機構評鑑小組王振鵠教 
                  授、盧荷生教授、胡歐蘭館長及教育部社教 
                  司等單位共七位評鑑委員，來館進行為期二 
                  天訪視評鑑，由莊館長主持簡報及系統展示 
                  ，並安排實地參觀、個別訪談及綜合座談等。 
            9.16 （1）宋副館長參加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 
                  會「第四屆第七次理監事暨會務人員聯席會 
                  議」。 
                 （2）召開漢學研究中心第九屆指導委員第一 
                  次會議。 
            9.17 （1）莊館長出席教育部電算中心主辦之「『 
                  圖書館自動化及網路化策略推動委員會』第 
                  七次會議」。 
                 （2）漢學研究中心召開「研商『臺灣公藏明 
                  人文集聯合目錄與篇目索引資料庫』合作計 
                  畫」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9.18 （1）漢學研究中心辦理來華學人文化參觀活 
                  動，安排苗栗木雕及陶藝之旅，參加人員除 
                  來華學人外，並邀請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 
                  、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及本館各單位主 
                  管約30人參加。 
                 （2）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87 
                  年第二次執行小組會議」假本館188會議室 
                  舉行，由莊館長主持。 
                 （3）行政院新聞局主辦、本館協辦之「出版 
                  業現代化的契機與藍圖系列研討會」，假本 
                  館國際會議廳舉行。 
                 （4）莊館長出席國科會「『數位博物館專案 
                   』諮議顧問小組第二次委員會議」。 
            9.19  編目組召開「研商『臺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 
                  目錄』建檔計畫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9.21  召開本館87年第十次館務會議。 
            9.24 （1）行政院87年度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率查 
                  核小組萬鎮歐主任等一行7人來館查核，由 
                  莊館長主持業務及資訊計畫簡報，並進行實 
                  地參觀、文件審核及綜合座談。 
                 （2）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假國家圖 
                  書館文教區421教室舉辦「1998海峽兩岸資 
                  訊微縮學術交流會」，莊館長並應邀擔任主 
                  持人。 
            9.25  召開「編印《國家圖書館工作手冊》討論會 
                  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9.29  閱覽組陳麗玲助理編輯、參考組嚴鼎忠編輯 
                  及輔導組鄭寶梅編輯，出席由教育部委託行 
                  天宮文教基金會主辦之「非營利社教機構終 



                  身學習研討會」，為期二天。 
            9.30 （1）為配合新館館舍啟用12周年，邀請陳柏 
                  森建築師及本館各有關單位召開「設計者與 
                  使用者座談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2）資訊組林永銘管理師至教育部電算中心 
                  ，出席「教育部連線單位座談會第五次會議 
                  」。 
                                      （輔導組唐申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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