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報導 
 

                                     人事動態 
 
                              4.15  漢學研究中心李今芸助理編輯辭職生效。 
                              5. 6  本館秘書鄭秀梅小姐於本日到職。 
                              5.14  秘書室耿立群編輯調漢學研究中心服務；閱 
                                    覽組王錫璋編審及漢學研究中心嚴鼎忠編輯 
                                    調參考組服務；編目組江　瑛編輯、閱覽組 
                                    王明玲助理編輯調研究組服務；採訪組王梅 
                                    玲編輯、閱覽組鄭寶梅編輯、秘書室唐申蓉 
                                    助理編輯調輔導組服務。 
                              5.25  閱覽組莊健國編輯、鍾雪珍助理編輯、李彩 
                                    燕組員及張文朝先生等4人調參考組服務。 
                              6. 1  閱覽組許振福編纂申請退休於本日生效。 
                              6.22  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兼任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悅遠來 
                              四  月 
                              4. 1  （1）東吳大學法律學系三年級學生20人至 
                                    資訊圖書館參觀。 
                                    （2）東吳大學中文系學生60人來館參觀。 
                              4. 9  「香港官立中學副校長會」教育考察團一 
                                    行9人，由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人員陪同來館 
                                    參觀。 
                              4.14  國語日報文化中心蕙質媽媽社10人來館參 
                                    觀。 
                              4.15  臺灣藝術學院學生40人來館參觀。 
                              4.18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艋舺教會松年大學學員 
                                    62人來館參觀。 
                              4.22  臺北科技大學建築設計技術系學生40人來 
                                    館參觀建築方面之空間設備。 
                              4.27  大陸北京大學等圖書館專家4人，由陽明 
                                    大學圖書館人員陪同來館參觀。 
                              4.29  臺灣省高級中學86學年度圖書館館藏維護 
                                    暨流通研習會學員120人來館參觀。 
                              五  月 
                              5. 2  （1）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系學生40人 
                                    來館參觀。 
                                    （2）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僑生30人來館參觀。 
                              5. 4  政治大學教育系一年級學生13人來館參觀。 
                              5. 7  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陳為江董事長等一 
                                    行5人來館參觀並拜會莊館長。 
                              5.12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研究生12人來館 
                                    參觀。 
                              5.13  （1）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年級學生46 
                                    人，來館參觀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及中華民 
                                    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並進行座談。 
                                    （2）莫斯科大學圖書館徐學教授Irina 



                                    Marshakova-shaikevich來訪。 
                              5.15  中興大學財稅系一年級學生50人來館參觀。 
                              5.16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艋舺教會松年大學學員 
                                    40人來館參觀。 
                              5.17  北京大學圖書館沈乃文主任來訪，參觀本 
                                    館善本古籍自動化系統、全國圖書資訊網 
                                    路及遠距圖書服務。 
                              5.18  中興大學經濟系一年B班學生50人來館參觀。 
                              5.20  （1）東吳大學中文系一年級學生65人來館 
                                    參觀。 
                                    （2）中興大學經濟系一年A班學生50人來館 
                                    參觀。 
                                    （3）香港大學圖書館譚惠康副館長來館參 
                                    觀並拜會莊館長。 
                                    （4）澳洲雪梨University of New of New 
                                    South Wales圖書文獻學系系主任Dr. Helen 
                                    Jarvis來訪。 
                              5.22  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CALA）副會長于錢 
                                    甯娜女士（Mrs. Linna Yu）來館參觀並拜 
                                    會莊館長。 
                              5.27  （1）「留美歷史學會」臺灣參訪團之大陸 
                                    旅美學人一行15人，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大同盟人員陪同來館參觀。 
                                    （2）臺北師範學院初教系師生一行24人， 
                                    由劉貞孜教授率領，參觀本館期刊影像掃 
                                    描與線上文獻傳遞服務。 
                              5.28  臺北市教師研習中心86學年度國小圖書館 
                                    推廣服務研習班學員42人，來館參觀遠距 
                                    圖書服務系統。 
                              六  月 
                              6. 4  越南工業區管理委員會訪臺團一行9人來館 
                                    參觀。 
                              6. 5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學生10餘人 
                                    ，參觀本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6. 6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系一年級學生50人來館 
                                    參觀。 
                              6. 9  中原大學會計系一年級學生70人來館參觀。 
                              6.10  美國俄亥俄Akron大學圖書館館長Dr. Delmus 
                                    Williams 由淡江大學教資系張庭國教授 
                                    陪同來館參觀。 
                              6.14  苗栗縣私立建臺高級中學辦理「圖書館利 
                                    用教育參觀研習活動」，教師60餘人來館 
                                    參觀研習，並由閱覽組期刊股吳碧娟編輯 
                                    專題演講「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認識與應用」。 
                              6.17  臺東縣各鄉鎮圖書館館員30餘人由縣立文 
                                    化中心帶領來館參觀。 
                              6.22  OCLC Asia Pacific Services王行仁先生 
                                    來館參訪。 
 
                              □大事記 



                              四  月 
                              4. 1  美國白宮科技諮議委員、波士頓Simmons 
                                    College圖書資訊研究院教授陳劉欽智博士 
                                    蒞館，於1至3日分別與採訪、編目、閱覽、 
                                    特藏及交換各組同人座談。 
                              4. 3  （1）陳劉欽智博士及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 
                                    館李華偉館長，與本館同人就本館自動化進 
                                    行綜合座談，由宋代理館長主持。 
                                    （2）閱覽組吳碧娟編輯應邀赴省立虎尾高中 
                                    ，於臺灣省中二區高中圖書館員學術網路實 
                                    務研習會中專題介紹本館遠距圖書服務及期 
                                    刊資源利用。 
                              4. 4  （1）召開本館87年第一次人事甄審委員會議 
                                    ，由閱覽組宋建成主任主持。 
                                    （2）本館接受行政院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 
                                    心委託，主辦北區「名家巡迴教育講座」。 
                                    第二場演講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由中央 
                                    大學中文系曾昭旭教授主講「喚醒心中的巨 
                                    人」。 
                              4.10  本館代理館長宋建成及新任館長莊芳榮交接 
                                    典禮於本館簡報室舉行，由教育部楊國賜次 
                                    長監交。 
                              4.13  （1）莊館長及會計室胡健華主任赴立法院列 
                                    席審查本館88年度總預算案會議。 
                                    （2）書目資訊中心於本館電腦教室舉辦「全 
                                    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GuiCat編目功能研習會 
                                    」，對臺灣大學圖書館及政治大學圖書館兩 
                                    所合作館進行編目功能之訓練。 
                              4.14  莊館長與採訪組、總務組進行業務座談。 
                              4.15  （1）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出席教育部召開之「 
                                    圖書館自動化及網路策略推動委員會」第四 
                                    次會議。 
                                    （2）莊館長與閱覽組進行業務座談。 
                              4.16  人事室林妙香主任出席「教育部人事處第四 
                                    十五次處務會議」。 
                              4.17  莊館長與編目組、電腦室進行業務座談。 
                              4.18  （1）莊館長與特藏組進行業務座談。 
                                    （2）莊館長及閱覽組宋建成主任參加由世新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辦之「21世紀資訊科學 
                                    與技術的展望學術研討會」，並分別擔任專 
                                    題演講主持人及在會中就「國家圖書館文化 
                                    資源數位化計畫」為題進行報告。 
                                    （3）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出席臺灣省文化處召 
                                    開之「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導諮詢 
                                    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4.20  （1）莊館長出席教育部召開之「圖書館法草 
                                    案研修小組第三次會議」，由王振鵠教授主 
                                    持。 
                                    （2）書目資訊中心舉行「全國圖書資訊網路 
                                    新系統啟用儀式暨發表會」。 



                              4.21  漢學研究中心及施合鄭民俗基金會合辦之「 
                                    中國家庭及其倫理研討會」，自本日至23日 
                                    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本次研討會邀請大 
                                    陸、香港及國內外學者專家約二百人與會， 
                                    發表23篇論文。中央研究院楊國樞副院長在 
                                    開幕式中發表專題演講。 
                              4.22  （1）莊館長與交換處、會計室進行業務座談。 
                                    （2）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主辦、資訊工業策進 
                                    會承辦之「NII資訊及通信國家標準應用研 
                                    討會」，於臺北國際會議中心舉行。會中編 
                                    目組鄭恆雄主任主講「書目資料著錄總則及 
                                    機讀編目格式標準之應用與發展暨全國圖書 
                                    資訊網路系統介紹」、電腦室宋玉顧問主講 
                                    「線上檢索共同指令語言標準」、閱覽組宋 
                                    建成主任主講「遠距圖書應用實例──國家 
                                    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3）書目資訊中心林淑芬編輯赴省立臺中圖 
                                    書館出席「各層級圖書館自動化網路系統軟 
                                    硬體需求書」各層級圖書館說明會。 
                              4.23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李莉茜編審、閱覽組官書 
                                    股蔡佩玲編輯、交換處黃菁華編輯出席行政 
                                    院研考會召開之「研訂政府出版品管理辦法 
                                    草案」會議。 
                              4.24  （1）莊館長與書目資訊中心進行業務座談。 
                                    （2）書目資訊中心林淑芬編輯赴教育部電算 
                                    中心出席「各層級圖書館自動化網路系統軟 
                                    體需求書廠商座談會」。 
                              4.27  （1）召開本館87年第一次館務會議。 
                                    （2）「FID/II 1998研討會」暨「臺灣史料數 
                                    位化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於本館召開，由 
                                    莊館長及資策會柯志昇副執行長共同主持。 
                              4.29  （1）莊館長出席教育部召開之「圖書館法草 
                                    案研修小組第四次會議」，由王振鵠教授主 
                                    持。 
                                    （2）莊館長與漢學研究中心進行業務座談。 
                              4.30  由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委託中國圖書館學會辦 
                                    理之「圖書館相關國家標準說明會」，假本 
                                    館簡報室舉行一天半，採訪組王梅玲編輯於 
                                    會中擔任主講人。 
 
                              五  月 
                              5. 5  召開本館87年第二次人事甄審委員會及87 
                                    年第三次考績委員會，分別由宋建成主任 
                                    及鄭恆雄主任主持。 
                              5. 6  （1）召開本館第三階段古籍整編計畫發展 
                                    方向及實施項目會議，由莊館長主持；邀 
                                    請故宮博物院昌彼得副院長、吳哲夫處長 
                                    、政治大學喬衍琯教授、臺灣大學王德毅 
                                    教授、潘美月教授及臺北市立師院劉兆祐 
                                    教授等學者專家參加。 



                                    （2）閱覽組期刊股吳碧娟編輯應邀於「臺 
                                    北市86學年度西區國小圖書館配合各科教 
                                    學研討會」中主講「期刊在國小圖書館的 
                                    利用」。 
                              5. 7  由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委託中國圖書館學會 
                                    辦理之「圖書館相關國家標準說明會」， 
                                    假高雄國軍英雄館舉行一天半，編目組鄭 
                                    恆雄主任及採訪組王梅玲編輯擔任主講人。 
                              5. 8  （1）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於 
                                    本館召開87年第一次執行小組會議，由莊 
                                    館長主持。 
                                    （2）召開本館資訊系統中長期發展計畫會 
                                    議，由莊館長主持。 
                              5.11  （1）莊館長與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出席「圖 
                                    書館自動化及網路化策略推動委員會第五 
                                    次會議」。 
                                    （2）漢學研究中心、大陸全國高校古籍整 
                                    理研究工作委員會及北京大學共同主辦之 
                                    「第二次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 
                                    ，自11日至13日於北京舉行；漢學研究中 
                                    心資料組劉顯叔組長、張璉編輯及特藏組 
                                    盧錦堂主任均出席該項會議。 
                              5.12  行政院研考會何沙崙處長等一行4人，來 
                                    館訪查本館政府出版品寄存作業情形。 
                              5.13  （1）召開本館87年第二次館務會議。 
                                    （2）閱覽組宋建成主任、資訊圖書館蔣嘉 
                                    寧編輯奉派赴本館臺灣分館出席「召開聯 
                                    合籌辦『教育部社會教育資訊網建置成果 
                                    展』第一次協調會」。 
                              5.14  （1）由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委託中國圖書館 
                                    學會辦理之「圖書館相關國家標準說明會 
                                    」，假臺中市立文化中心舉行一天半，編 
                                    目組鄭恆雄主任擔任主講人。 
                                    （2）參考組成立，由王錫璋編審兼代主任 
                                    職務；輔導組成立，由王梅玲編輯暫代組 
                                    務；研究組成立，由江　瑛編輯暫代組務。 
                              5.18  （1）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主辦， 
                                    本館暨中央大學文學院協辦之「1998海峽 
                                    兩岸檔案學術交流會」，自18至19日兩 
                                    天，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 
                                    （2）電腦室歐陽崇榮編輯奉派出席行政院 
                                    研考會舉辦之「政府再造與資訊業務整體 
                                    委外研討會」。 
                              5.19  召開「關於國內學位論文外包事宜協調會 
                                    議」，由鄭恆雄主任主持，採訪組、編目 
                                    組及電腦室相關人員參加。 
                              5.20  莊館長出席教育部召開之「圖書館法草案 
                                    研修小組第五次會議」，由王振鵠教授主 
                                    持。 
                              5.21  本館接受教育部補助，由資訊圖書館負責 



                                    策劃承辦計畫──「教育部社教、成教教 
                                    材『資訊之旅』Web-title光碟系統」完 
                                    成驗收。 
                              5.25  （1）本館與資策會合辦之「新世代網際網 
                                    路與電子圖書館發展研討會」，假本館國 
                                    際會議廳舉行，為期2天。 
                                    （2）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假本館會議 
                                    室舉辦「網路內涵建置及數位博物館典藏 
                                    座談會」，邀請陳劉欽智博士主講，莊館 
                                    長、各單位主管及業務相關同人出席。 
                              5.26  為配合推動教育部終身學習計畫，由莊館 
                                    長主持，邀請文建會、教育部社教司、洪 
                                    建全教育文化基金會等單位，共同會議商 
                                    討「結合圖書館推動讀書會」事宜。 
                              5.27  本館與臺大電腦系統技術研發重點中心、 
                                    資策會共同舉辦「臺灣史料數位化研討會 
                                    」，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 
                              5.28  漢學研究中心與淡江大學中文系、東吳大 
                                    學中文系共同主辦之「中國武俠小說國際 
                                    學術研討會」，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 
                                    為期2天。 
                              5.29  （1）轉頒行政院86年服務獎章並表揚本館 
                                    本年工作績優及服務資深人員，同時頒發 
                                    閱覽組許振福編纂榮退紀念獎牌。 
                                    （2）召開本館87年第三次館務會議。 
                                    （3）閱覽組宋建成主任出席本館臺灣分館 
                                    召開之聯合籌辦「教育部社會教育資訊網 
                                    建置成果展」第二次協調會議。 
 
                              六  月 
                              6. 1  召開本館87年第三次人事甄審委員會，由 
                                    宋建成主任主持。 
                              6. 5  召開「研商本館資訊系統中長期發展計畫 
                                    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6. 6  閱覽組宋建成主任出席臺灣省政府文化處 
                                    主辦之「商討『全省圖書巡迴展甄選作業 
                                    要點』事宜」會議。 
                              6. 9  「教育部提升服務品質訪評計畫」訪評小 
                                    組副召集人呂木琳主任秘書暨委員6人來 
                                    館訪評，由莊館長簡報本館提升服務品質 
                                    計畫執行績效，並展示「全國圖書資訊網 
                                    路新系統」及「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查詢 
                                    系統」，訪評小組並至遠距服務區等各服 
                                    務定點，實地訪評本館各項為民服務設施 
                                    及工作。 
                              6.10  （1）漢學研究中心召開《漢學研究》編輯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由沈清松委員主持。 
                                    （2）莊館長暨輔導組王梅玲代主任參加教 
                                    育部召開之「研商結合圖書館推動讀書會 
                                    活動方案相關事宜」會議，由社教司羅虞 



                                    村司長主持。 
                              6.11  （1）召開「結合圖書館推動讀書會」推動 
                                    小組第一次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2）研究組江　瑛代主任出席「教育部部 
                                    屬社會教育機構評鑑事宜說明會」。 
                              6.12  （1）閱覽組宋建成主任赴立法院參加林濁 
                                    水委員召開之「為文化社教人員量身打造 
                                    的法案：聘任人員聘任條例草案」公聽會。 
                                    （2）特藏組盧錦堂主任參加中央研究院舉 
                                    辦之「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建置的回顧與 
                                    前瞻研討會」。 
                              6.15  （1）輔導組鄭寶梅編輯出席臺灣省政府文 
                                    化處主辦之「87年臺灣省公共圖書館發展 
                                    研討會」，為期2天。 
                                    （2）召開本館87年第四次館務會議。 
                              6.16  （1）編目組鄭恆雄主任赴香港參加嶺南學 
                                    院與廣州中山大學信息管理系合辦之「區 
                                    域合作新紀元︰海峽兩岸圖書館與資訊服 
                                    務研討會」，為期2天。 
                                    （2）閱覽組宋建成主任出席教育部召開之 
                                    「研商普設終身學習場所方案會議」，由 
                                    社教司羅虞村司長主持。 
                              6.17  閱覽組宋建成主任參加內政部舉辦之「著 
                                    作權法修正案背景說明公聽會」。 
                              6.19  輔導組王梅玲代主任及電腦室林永銘管理 
                                    師參加「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導 
                                    諮詢委員會87年度工作檢討會」，為期2天。 
                              6.22  召開本館「第二梯次古籍整編計畫諮詢會 
                                    議」，由莊館長主持。 
                              6.23  （1）87年度教育部社會教育資訊網建置成 
                                    果展假國立臺北科技大學中正紀念館舉辦 
                                    ，本館資訊圖書館應邀參與「終身學習社 
                                    會教育網路及光碟教材」之規劃展示。 
                                    （2）莊館長暨編目組鄭恆雄主任參加教育 
                                    部電子計算機中心主辦「圖書館自動化及 
                                    網路策略推動委員會第六次會議」。 
                                    （3）召開「本館籌辦關於公元二千年華文 
                                    資料庫國際研討會事宜」會議，由採訪組 
                                    辜瑞蘭主任主持。 
                              6.24  （1）閱覽組湯秀貞編輯及國際標準書號中 
                                    心錢月蓮助理編輯啟程前往美國，參加美 
                                    國圖書館學會第117屆年會（6月25日至7月 
                                    2日）及該學會舉辦之國際書展（6月27日 
                                    至30日）。 
                                    （2）漢學研究中心與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 
                                    金會合作推動「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 
                                    學計畫」簽約儀式。 
                                    （3）召開「88會計年度書刊經費分配暨選 
                                    書諮詢小組會議」，由採訪組辜瑞蘭主任 
                                    主持。 



                                    （4）召開本館89年度因公派員出國計畫協 
                                    調會，由人事室林妙香主任主持。 
                              6.25  莊館長赴高雄出席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主 
                                    辦之「教育部第十次部屬機構首長會議」 
                                    ，為期2天。 
                              6.29  （1）莊館長參加教育部林部長清江主持之 
                                    「推動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行動方案簡報」 
                                    會議。 
                                    （2）召開本館87年第五次館務會議。 
                                                         （輔導組唐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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