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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5 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11月17日（星期四）中午12時10分 

地點：圖書館地下室多功能會議室 

主持人：蕭圖資長如淵 

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徐淑秋、廖瑩繡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今天會議有二個提案，包含教材中心與教學用書的部分，所以

請業務單位報告盡量精簡，例行性的報告就省略，請委員參閱會議資料。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104 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暨重要決議（定）

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附件：104 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暨重要決議（定）

辦理情形彙整表（P.1-P2）。 

決定：紀錄確定並准予備查。 

104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2次會議決議（定）辦理情形彙整表 

項目序號 案由/決定（議） 列管情形 其他辦理情形 

報
告
事
項 

(一) 

104 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2 次
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決定：紀錄確定並准予備查。 

解除列管 
紀錄已刊登於本館網
頁。 

(二) 
圖書館業務報告。 

決定：備查。 
解除列管 備查。 

討
論
事
項 

(一) 

圖書與資訊處提 106 年度電子資料庫預估經
費，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解除列管  

臨
時
討
論
事
項 

(一) 

會計系陳委員提關於哈佛商業評論，目前僅能
單一頁面列印，是否可開放一次全文列印？ 

決議：因出版社授權與合約相關規定，目前僅
開放單頁列印。 

解除列管  

(二) 

兒英所蔡委員提關於紙本期刊之統計資料是
否可提供電子檔以利轉達系所師生？ 

決議：通過。 

解除列管 

已於 4月 28日會後，
以電子郵件寄給各位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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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案由：105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1次會議圖書館業務報告。 

說明：請各組依序進行業務報告。 

一、 採錄編目組 

二、 綜合業務組 

三、 讀者服務組 

附件：圖書館業務報告（附件 2，P.2-32）。 

決定：備查。 

圖書館業務報告（105年 4月~ 105 年 9月） 

◆ 採錄編目組業務報告 

一、 圖書視聽資源 

(一) 為配合教育部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提供弱勢學生學習資源，並達到充實學術專業館

藏，協助師長擁有更完整教學資源之目的，針對學期課程所需授課用教科書，辦理提

前採購作業，本學期共計 10位師長推薦 17種中西文授課用教科書，均已編目上架供

師生利用。 

(二) 105 年度圖書採購，配合主計室採購時程，各項圖書資源採購於 10 月底完成請購程

序，並在 12月中旬辦理核銷。 

(三) 電子書業務 

1、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TEBSCO)聯盟 

參與 2016華藝中文電子書聯盟共享方案，11校聯合採購，購入 iRead eBook 華藝

電子書 894種/冊。 

2、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持續加入 105 年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共購共享 Springer、Wiley、HyRead

等中西文電子書 7,415種，預計於 11 月 30日前完成相關驗收核銷程序。 

二、 期刊資源 

(一) 106 年系所期刊薦購調查於 5 月 10 日發出，已於近日彙整完成各院系所回傳的期刊

採購優先順序調查表。 

(二) 完成 103 年 11 月-104 年 12 月的系所薦購紙本期刊使用統計，並提供各系所作為續

訂參考。 

(三) 106年度期刊訂購調整: 

每年期刊出版社對於紙本或電子期刊皆有一定的國際售價，漲幅約 3%-10%。為因應

本校期刊經費有限，除調整訂購模式，以電子版為優先外，並將重複資源擇一訂購。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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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撙節經費並將有限經費發揮最大利用價值，評估中文、大陸紙本期刊同質性或重

複性質，擇一訂購，並觀察後續使用狀況(附件 3，P.6-10)。 

2、 調查目前訂購中 95種西文紙本期刊在各大專院校院的典藏狀況，及可藉由館際合

作方式提供教師教學研究需求(附件 4，P.11-19)。 

(四) 本(105)年 6- 8月陸續辦理 104年度中、西、日及大陸紙本期刊契約結束驗收與罰款、

退款事宜。 

(五) 西文期刊合訂本：103 年度西文期刊合訂本已全數移交讀者服務組上架，共計 928冊。 

(六) 電子期刊:105 年系所薦購電子期刊合計 257 種，華陽公司於 3 月 7 日完成交貨(交貨

期應為 104 年 12 月 31 日)，相關遲延履約已依合約相關規定辦理，並由事務組辦理

違約扣款等事宜，於 4月 21日完成驗收。 

三、 電子資源 

(一)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英文化:目前已完成英文介面，於輸入個人的讀者證號與密碼畫面

後，可選擇中文或英文介面，或進入檢索畫面時再行選擇。 

(二) 進行 106年度電子資料庫詢價事宜，漲幅約 3%~7%，考量年底匯率變化(年底美國總

統大選可能影響匯率變化)及經費，將依據去(104)年各系所訂定的優先順序進行採購。 

(三) 有關 ACS 電子期刊資料庫採購事宜，106 年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仍提供補助美金

6,812元。 

(四) 進行評估 SDOL資料庫(含本校被綁約期刊)瘦身計畫，將等 CONCERT 彙整寄送相關

採購方案，儘量在不影響師生權益與撙節經費下選擇最優方案。 

(五) 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購買 Reaxys 化學資料庫，免費

提供給全國大專院校設有化學、醫藥等相關領域系所之學術單位使用，因經費困難，

106年起停止提供各校使用。 

四、 其他相關業務 

(一) 執行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分別購置

圖書、視聽媒體資源與電子資源等，目前各項購案陸續結案中，並著手撰寫成果報告

中。 

(二) 為慶祝本校 10月校慶，與學務處共同舉辦 「彰師憶影」攝影展暨書展，以植物、生

物、建築相關類別為主題，展出約 300冊圖書及視聽資料，以提升圖書借閱率與使用，

展期自 10月 11日至 10月 28日，校慶期間並辦理二手書刊贈送活動。 

(三) 精選圖書展示 

1、 為加速新書流通及節省作業流程，互動學習展示區展示新書形式改為書影及內容

簡介紙板展示，另於展示板上加上館藏網址之 QR Code，方便讀者掃描及預約。 

2、 本（105）年 4 月 1日至 5月 1日，假本處 1樓大廳舉辦「2015 年時報開卷好書獎

暨 2016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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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手書/贈書相關業務 

本(105)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5 日，舉辦「校園二手教科書大方送～老大，說好的教

科書呢？」活動，本次活動共提供 189冊，總計送出 159冊中西文教科書，索取非常

踴躍。 

(五) 教師升等著作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升等資料共計 54 筆，皆已編目並列入館藏供參。 

(六) 進行新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轉換準備工作，本組負責編目模組、期刊模組、圖書薦購

模組、電子書管理、新書展示及二手書平台等 6個項目。 

五、 各項相關業務統計(105/4/1-105/9/30)： 

(一) 新增中西文各類圖書 

(二) 專案計畫購書 

計畫別 項目 種數 冊數 金額 

科技部 

中文圖書 162 175 70,496 

西文圖書 50 50 101,085 

視聽媒體 3 3 1,875 

教育部 

中文圖書 114 114 29,917 

西文圖書 3 3 3,318 

視聽媒體 21 25 77,325 

總計 353 370 284,016 

(三) 贈書統計 

屬性 合計（冊） 

他單位贈送(含政府單位及民間贈書) 1,821 

             新增圖書館藏類別統計表             單位：冊 

類 別 中、日文 類 別 西文 

0 總類 69 0 總類 19 

1 哲學類 183 1 哲學類 24 

2 宗教類 31 2 宗教類 2 

3 自然科學 307 3 社會科學 123 

4 應用科學 320 4 語文類 36 

5 社會科學 1,414 5 自然科學 60 

6 史地類 33 6 應用科學 49 

7 世界史地 189 7 藝術類 23 

8 文學類 569 8 文學類 84 

9 藝術類 220 9 史地類 3 

 其他 381  其他 0 

 總計 3,716  總計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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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增期刊／合訂本 

合 

訂 

本 

語文別 原館藏量（冊） 本期新增 送裝訂 

中、日、大陸 15,964 2 469 

西文 30,559 0 8 

現

刊 

語文別 點收量（卷期） 移交  

中、日、大陸 2,219 2,219 

西文 561 561 

註：移交數為經由系統點收之統計；未經系統點收者，如贈刊、簡訊等，則整批轉交

讀者服務組上架，不計入統計。 

(五) 新增視聽媒體 

類型 本期新增（件） 總館藏量 

數位影音光碟（DVD） 311 7,553 

光碟（CD） 130 2,786 

多媒體光碟 0 641 

影音光碟（VCD） 0 1,626 

註：新增數量含購置及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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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擬刪訂中、日、大陸期刊清單 

序號 期刊名稱 系所 資料類型 
系所優
先順序 

備註 

1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2 Smart 智富月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3 天下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4 天下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5 PC HOME  電腦家庭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6 今周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7 商業周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8 商業周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9 遠見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40 遠見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10 實用空中美語（含 CD）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39 實用空中美語（含 CD）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11 親子天下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12 康健雜誌(中文版)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13 動腦 圖書館 中文紙本  Hyread 中文電子期刊 

14 半導體科技 
電子&電
信工程 

中文紙本  2016.04 起停刊 

15 短篇小說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起停刊 

16 電信研究 
電子&電
信工程 

中文紙本  2017 起停刊 

17 CANS 藝術新聞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18 dpi 出版設計家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19 PC DIY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0 世界電影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1 幼獅少年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2 未來少年月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3 地球村生活美語（含 CD）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4 尖端科技軍事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5 典藏古美術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6 空中英語教室(Basic 版)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7 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版)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8 大家說英語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29 室內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0 盆栽世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1 音響論壇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2 財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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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現代保險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4 現代營建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5 稅務旬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6 媽媽寶寶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7 新視聽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38 經理人月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1 廣告 Adm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2 摩托車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3 數位時代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4 大自然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5 大家健康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6 女學學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7 中國物理學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8 宇宙光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49 身心障礙研究季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0 社區發展季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2 思想/聯經出版社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3 英語語言與文學學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4 時兆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5 能力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6 財務金融學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7 問題與研究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8 新史學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59 經典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0 經濟前瞻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1 臺灣山岳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2 臺灣光華雜誌（中英文版）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3 臺灣法學雜誌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4 臺灣花藝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5 臺灣建築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6 臺灣風物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7 臺灣語言學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8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69 Architectural Digest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0 Discover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1 Fortune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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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Health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Business Management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5 
Reader's digest 

(讀者文摘英文版）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6 Tamkang Journal of Mathematics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7 The Economist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8 The Economist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79 Time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80 Ｍuzik 謬斯客古典樂刊 圖書館 中文紙本  2017 擬刪訂 

81 孔子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2 中國文學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3 周易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4 明清小說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5 敦煌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6 當代作家評論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7 魯迅研究月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8 
齊魯學刊 [原:曲阜師範大學學

報] 
國文系 大陸紙本 2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89 新文學史料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0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1 東南文化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2 江漢大學學報 [社科]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3 台灣研究集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4 台灣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7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5 古漢語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6 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3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7 文藝理論與批評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8 文藝理論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99 文學評論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0 文史哲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1 文史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2 文史知識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3 中國道教 國文系 大陸紙本 4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4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5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5 中國典籍與文化 國文系 大陸紙本 5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6 中國比較文學 國文系 大陸紙本 5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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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中國文化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5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8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5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09 小說評論 國文系 大陸紙本 6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0 山西師大學報 [社] 國文系 大陸紙本 6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1 中學語文教學 國文系 大陸紙本 67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2 文博 國文系 大陸紙本 6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3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6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4 文獻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5 江海學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6 江漢論壇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7 考古与文物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8 杜甫研究學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19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科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0 南方文物 國文系 大陸紙本 7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1 南昌大學學報 [人社]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2 語文月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3 語文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4 語文教學与研究[教研天地]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5 語言教學與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6 學術月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7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 [哲社] 國文系 大陸紙本 87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8 鄭州大學學報 [社]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29 蒲松齡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0 貴州大學學報 [社]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1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2 復旦學報（社科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3 教學与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4 
浙江大學學報[人社]（原杭州大

學學報[哲社]）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5 殷都學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7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6 紅樓夢學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7 故宮博物院院刊 國文系 大陸紙本 9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8 思維与智慧 [上半月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39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0 江漢考古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1 名作欣賞[上半月鑒賞版]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2 收藏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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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世界漢語教學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7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4 北方文物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5 古典文學知識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09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6 文學遺產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7 文物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8 文物春秋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49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原刊名：
中國歷史文物)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0 中國錢幣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1 中國史研究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2 中國史研究動態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6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3 中原文物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7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4 中國大學教學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18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5 
社會科學（原上海社會科學院
學術季刊 2003併）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21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6 社會科學戰線 國文系 大陸紙本 122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7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歷史所 大陸紙本 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8 歷史地理 歷史所 大陸紙本 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59 現代電信科技 
電子&電
信工程 

大陸紙本 1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60 無線通信技術 
電子&電
信工程 

大陸紙本 14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61 移動通信 
電子&電
信工程 

大陸紙本 15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62 上海翻譯 圖書館 大陸紙本  2017 擬刪訂 

163 中國科技翻譯 圖書館 大陸紙本  2017 擬刪訂 

164 中國翻譯 圖書館 大陸紙本  2017 擬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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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訂購西文紙本期刊館際合作清單 

序號 期刊名稱 ISSN 系所 
館際

合作 
學校 

1 IEEE multimedia 1070-986x 工教系 Y 

中原大學,中國科大, 中華大學, 中興

大學, 文藻大學, 和春學院, 屏東科

大, 陸軍官校, 實踐大學, 實踐高雄, 

嶺東科大 

2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0018-9391 工教系 Y 

中興大學,台南大學,交通大學,德明科

大 

3 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1045-1064 工教系 Y 南台科大,屏東科大,雲林科大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0949-149x 工教系 Y 屏東科大 

5 Industrial Technology 0967-5787 工教系 N   

6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 

microengineering 
0960-1317 工教系 Y 

元智大學, 台灣師大, 交通大學, 海

洋大學, 高雄第一科大, 淡江大學, 

勤益科大, 儀科中心 

7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 
1055-8896 工教系 Y 

元智大學, 文藻大學, 世新大學, 台

灣科大, 育達大學, 南台科大, 國北

教大, 淡江大學, 開南大學 

8 Nature 0028-0836 生技所 Y 

大仁科大, 大葉大學, 中山科研, 中

山醫大, 中山醫大醫院, 中央氣象, 

中油煉研, 中研化學, 中研生圖,中研

地球, 中研統計, 中研聯圖, 中原大

學, 中興大學, 交通大學,和信醫院, 

奇美醫院, 宜蘭大學, 林口長庚, 長

庚科大, 南台科大, 南市醫院, 屏東

醫院, 海洋大學, 疾病管制署, 高應

科大, 高醫大學, 國家圖書館, 國泰

醫院, 國衛院, 淡江大學, 慈濟科大, 

嘉基醫院, 管制藥品局, 澄清醫院 

9 Science 1095-9203 生技所 Y 

小港醫院, 中山科研, 中油煉研, 中

研化學, 中研生圖, 中研地球, 中研

聯圖, 中華醫大, 元智大學, 文化大

學, 台北慈濟醫院, 台北榮總, 台灣

大學, 台灣科大, 正修科大, 地質所, 

成大醫圖, 阮醫院, 亞東醫院, 亞洲

大學,奇美醫院, 宜蘭大學, 東方學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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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東吳大學, 林口長庚, 長庚科大, 

南台科大, 屏東大學, 屏東科大, 政

治大學, 美和科大, 食品研所, 振興

醫學, 核研所, 海洋大學, 疾病管制

署, 馬偕醫學院, 高雄大學, 高雄第

一科大, 高醫大學, 國泰醫院, 國衛

院, 基隆長庚, 淡江大學, 逢甲大學, 

陸軍官校, 勤益科大, 慈濟科大, 新

光醫院, 嘉義長庚, 實踐大學, 管制

藥品局, 輔英科大, 遠東科大, 靜宜

大學, 

10 Auk,The 0004-8038 生物系 Y 中研生圖, 中興大學, 國家圖書館 

11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0033-5770 生物系 Y 台灣師大 

12 Audubon Magazine 0097-7136 生物系 Y 台灣大學, 國家圖書館 

13 Management Science 0025-1909 企管系 Y 

中原大學, 中興大學, 北商大學, 台

南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科大, 和春

學院, 東方學院, 東吳大學, 南台科

大, 政治大學, 海洋大學, 高海科大, 

康寧護專, 淡江大學, 景文科大, 開

南大學, 萬能科大, 聯合大學 

14 Marketing Science 0732-2399  企管系 Y 

大仁科大, 元智大學, 台灣師大, 台

灣大學, 東海大學, 政治大學, 高雄

第一科大, 淡江大學, 景文科大, 實

踐大學, 實踐高雄, 彰化師大, 

1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IBS) 
0047-2506 企管系 Y 

中信金融學院, 中研歐美,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宜蘭大學, 南

台科大, 政治大學, 美和科大, 高苑

科大, 高雄第一科大, 健行科大, 國

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景文科大, 萬

能科大, 實踐高雄, 龍華科大 

1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0002-8282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中國科大, 中興大學, 元智大學, 台

經院, 立法院, 宜蘭大學, 東吳大學, 

金融研訓院, 長庚大學, 南台科大, 

致理科大, 高苑科大, 高應科大, 健

行科大, 景文科大, 開南大學, 萬能

科大, 嘉大新民, 銘傳大學, 龍華科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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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0895-3309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中興大學, 元智大學, 世

新大學, 北商大學, 台大社科圖, 台

經院, 台灣科大, 立法院, 成功大學, 

宜蘭大學, 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南

台科大, 屏東科大, 高苑科大, 高應

科大, 國家圖書館, 國發會, 淡江大

學, 慈濟科大, 運輸研所, 嘉大新民, 

實踐高雄, 龍華科大 

18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0022-0515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中華大學, 中興大學, 元

智大學, 世新大學, 台經院, 立法院, 

東吳大學, 東海大學, 金融研訓院, 

南台科大, 高苑科大, 高應科大, 健

行科大, 國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實

踐高雄, 銘傳大學, 龍華科大 

19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945-7782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台

大社科圖, 台灣科大, 成功大學, 東

吳大學, 東海大學, 長庚大學, 高海

科大, 高應科大, 龍華科大 

20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945-7731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中正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台

大社科圖, 台灣科大, 成功大學, 東

吳大學, 東海大學, 長庚大學, 高海

科大, 高應科大, 龍華科大, 慈濟科

大 

21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945-7707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台大社科圖, 

台灣科大, 立法院, 成功大學, 東海

大學, 長庚大學, 政治大學, 高海科

大, 高應科大, 慈濟科大, 龍華科大 

22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1945-7669 企管系 Y 

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 中研人社中心, 

中原大學, 東吳大學, 世新大學, 台

大社科圖, 台灣科大, 立法院, 成功

大學, 東海大學, 長庚大學, 政治大

學, 高海科大, 高應科大, 慈濟科大, 

龍華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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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ournal of Serv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1940-9893 企管系 N  

24 Teaching Geography 0305-8018 地理系 Y 台灣大學, 台灣師大, 國北教大 

2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349-4198 車輛所 Y 

元智大學, 台灣科大, 美和科大, 淡

江大學 

26 
JASA(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0001-4966 車輛所 Y 

中山科研, 中山醫大醫院, 中央大學, 

中研資訊, 中研聯圖, 中鋼公司, 北

護分館, 台北科大, 海洋大學, 海軍

官校, 高雄第一科大, 崑山科大, 

27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 
1048-9002 車輛所 Y 

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中華大學, 中

興大學, 中鋼公司, 元智大學, 金屬

中心, 南台科大, 海軍官校, 高雄第

一科大, 淡江大學, 逢甲大學, 遠東

科大 

28 

JOURNAL OF DYNAMIC 

SYSTEM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0022-0434 車輛所 Y 

中研資訊, 中原大學, 中興大學, 中

鋼公司, 元智大學, 台南大學, 宜蘭

大學, 金屬中心, 高苑科大, 高雄第

一科大, 健行科大, 華梵大學, 雲林

科大, 

29 
JOURNAL OF SOLAR ENERGY 

ENGINEERING 
0199-6231 車輛所 Y 南台科大, 宜蘭大學 

30 
JOURNAL OF ENERGY 

RESOURCES TECHNOLOGY 
0195-0738 車輛所 Y 工研院, 中油煉研, 金屬中心 

31 Journal of Children Literature 1521-7779 兒英所 Y 北市圖 

32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0885-0429 兒英所 Y 國北教大, 嘉南藥大, 靜宜大學 

33 Young children 0044-0728 兒英所 Y 

中華醫大, 元智大學, 文藻大學, 育

達大學, 東海大學, 長庚科大, 南台

科大, 屏東科大, 美和科大, 康寧護

專, 朝陽科大, 慈濟大學, 經國學院, 

嘉南藥大, 實踐大學, 稻江學院  

34 Physics Education 0031-9120 物理系 Y 台灣師大, 交通大學 

35 Applied Optics  0003-6935 物理系 Y 
中原大學, 成功大學, 東海大學, 海

洋大學,  

36 Optics Letters 0146-9592 物理系 Y 
中原大學, 海洋大學, 高雄師大, 淡

江大學, 逢甲大學 

37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0002-9505 物理系 Y 
中原大學, 海洋大學, 淡江大學, 逢

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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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0021-8251 科教所 Y 中原大學, 台中教大, 國北教大 

39 School Science Review  0036-6811 科教所 N  

40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0228-0671 科教所 Y 台中教大, 國北教大 

41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ing  
0731-9258 科教所 Y 大同大學, 南台科大, 政治大學 

42 Physics Teacher 0031-921x 科教所 Y 宜蘭大學 

43 Visual Arts Research  0736-0770 美術系 Y 

大仁科大, 文藻大學, 世新大學, 台

灣科大, 南台科大, 屏東大學, 國北

教大, 國美館 

44 Artforum International  1086-7058 美術系 Y 

中央大學, 中研歐美, 元智大學, 北

藝大, 台灣師大, 成功大學, 東方學

院, 東海大學, 南華大學, 高雄師大, 

國家圖書館, 龍華科大 

45 Art News  0004-3273 美術系 Y 

中央大學, 元智大學, 北藝大, 成功

大學, 南亞學院, 國北教大, 國家圖

書館, 景文科大, 雲林科大, 實踐高

雄, 稻江學院 

46 Communication Arts Magazine 0010-3519 美術系 Y 

大仁科大,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文

藻大學, 北藝大, 台灣科大, 台灣師

大, 東方學院, 東海大學, 林口長庚, 

南亞學院, 南華大學, 美和科大, 高

苑科大, 國美館, 崑山科大, 景文科

大, 朝陽科大, 雲林科大, 萬能科大, 

銘傳大學, 龍華科大 

47 Lurzer's international ARCHIVE 2079-7354 美術系 Y 
文化大學, 世新大學, 台灣師大, 東

方學院, 景文科大 

48 Museums Journal 0027-416x 美術系 Y 

中研史語, 元智大學, 北藝大, 台博

館 , 台灣師大 , 東海大學 , 科博館 , 

國美館 , 政治大學, 國家圖書館  

49 The Art Newspaper 0960-6556 美術系 Y 
中研歐美, 北藝大, 南華大學, 國北

教大, 國美館, 國家圖書館 

50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0002-9823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文化大學, 台灣大學, 台

灣師大, 靜宜大學 

51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0003-5483 英語系 Y 
中研民族, 研聯圖, 台灣師大, 交通

大學, 淡江大學  

52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010-7484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台灣師大, 南台科大, 南

華大學, 高雄第一科大,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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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陸軍官校, 實踐大學, 靜

宜大學 

53 Critical Inquiry  0093-1896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中興大學, 世新大學, 台

灣大學, 國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54 E L H-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0013-8304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台灣大學, 台灣師大, 國

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嘉南藥大, 輔

英科大, 靜宜大學  

55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0013-2586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中興大學, 台灣師大, 淡

江大學, 華梵大學,  

5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0020-7071 英語系 Y 

中研聯圖, 元智大學, 世新大學, 國

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銘傳大學, 靜

宜大學 

57 Modern Fiction Studies  0026-7724 英語系 Y 

中央大學, 北醫大學, 台灣大學, 台

灣師大, 宜蘭大學, 東吳大學, 南台

科大, 南華大學, 真理大學, 馬偕護

專, 高雄師大, 國家圖書館, 淡江大

學, 華梵大學  

58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0891-9356 英語系 Y 

中興大學, 北藝大, 台灣師大, 東吳

大學, 南華大學, 國家圖書館, 淡江

大學, 靜宜大學 

59 Shakespeare Quarterly  0037-3222 英語系 Y 

中信金融學院, 中研歐美, 台灣師大, 

宜蘭大學, 東方學院, 東吳大學, 政

治大學, 高雄師大, 國家圖書館, 淡

江大學, 清華大學, 華梵大學 

60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0097-9740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中興大學,文化大學, 世新

大學, 東吳大學, 政治大學, 高雄師

大, 國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61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

1900    
0039-3657 英語系 Y 

台灣大學, 東吳大學, 國家圖書館, 

嘉南藥大, 靜宜大學 

62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0040-4691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 中興大學, 台灣大學, 台

灣師大, 國家圖書館 

63 Feminist Review  0141-7789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文化大學,世新大學, 東吳

大學, 淡江大學 

64 
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East Lansing  
0360-2370 英語系 N  

65 Feminist Studies  0046-3663 英語系 Y 
中研歐美, 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 國

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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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aper 

0030-8129 英語系 Y 

中央大學, 中研聯圖 , 中興大學, 文

化大學, 北藝大, 東海大學, 南華大

學, 淡江大學, 清華大學, 嘉南藥大 

67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0091-3723 英語系 Y 

大葉大學, 中研聯圖, 中華大學, 元

智大學, 文藻大學, 世新大學, 北護

分館, 台灣大學 , 台灣科大, 台灣師

大, 成功大學, 東海大學, 政治大學, 

高雄師大, 國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 

聯合大學 

68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0008-4506 英語系 Y 

大仁科大, 文化大學, 台南大學, 台

灣大學 , 台灣科大, 台灣師大, 和春

學院, 東海大學, 南台科大, 南亞學

院 , 南華大學, 高雄餐旅大學 , 國

北教大, 景文科大, 朝陽科大, 實踐

大學, 德明科大 

69 Atlantis: A Women's Studies Journal  0702-7818 英語系 N  

70 South Atlantic Review  0277-335x 英語系 Y 台灣師大 

71 Tulsa Studies in Women Literature  0732-7730 英語系 Y 
台灣大學, 台灣師大, 宜蘭大學, 東

吳大學, 政治大學 

72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0010-194x 英語系 Y 政治大學, 國家圖書館 

73 JALT Journal  0287-2420 英語系 Y 世新大學, 台灣科大, 真理大學  

74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1547-0350 特教系 Y 高雄師大 

75 Business Education Forum  0007-6678 財金系 Y 實踐大學  

76 
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ssociation Yearbook 
1049-0256 財金系 N  

77 

Business Teacher Educastion 

Journal fly: NABTE Review-

National for Business Teacher 

Education  

0148-5784 財金系 N  

78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 1050-5164 統資所 Y 

中央大學, 元智大學, 台灣科大, 成

功大學, 宜蘭大學, 政治大學, 清華

大學 

79 Annals of Probability 0091-1798 統資所 Y 
中原大學, 台灣師大, 成功大學 , 美

和科大  

80 Annals of Statistic 0090-5364 統資所 Y 

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台中教大, 台

灣科大, 東海大學, 美和科大, 高雄

第一科大, 淡江大學 

81 Bernoulli 1350-7265 統資所 Y 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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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Statistical Science 0883-4237 統資所 Y 中央大學, 中研統計, 淡江大學 

83 
Journal of applie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0047-2220 復諮所 Y 台灣師大, 國泰醫院 

84 
Journal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1063-8652 運動系 Y 

中原大學, 台體大, 台灣師大, 成功

大學, 育達大學, 屏東科大, 馬偕護

專, 高雄師大, 崇仁專校 

85 Journal of Applied Biomechanics  1065-8483 運動系 Y 

中興大學, 文藻大學, 台體大, 台灣

師大, 國北教大, 淡江大學, 實踐大

學 

86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0273-5024 

運動健

康研究

所 

Y 

中原大學, 文化大學, 北護大學, 台

南大學, 台體大, 台灣師大, 成功大

學, 屏東大學, 真理大學, 高雄師大, 

國北教大, 淡江大學, 嘉南藥大, 體

育大學 

87 Motor Control 1087-1640 

運動健

康研究

所 

Y 
中原大學,台灣師大, 屏東科大, 淡江

大學  

88 Pediatric Exercise Science 0899-8493 

運動健

康研究

所 

Y 中山醫大醫院, 台灣師大, 屏東科大 

89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0021-4922 

電子&

電信工

程 

Y 

大葉大學, 中山科研, 中原大學, 元

智大學, 台灣科大, 台灣師大, 和春

學院, 宜蘭大學, 南台科大, 淡江大

學, 逢甲大學  

90 

Applied physics express (formerly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Part 2) 

1882-0778 

電子&

電信工

程 

Y 

中山科研,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台

北科大, 台灣科大, 台灣師大, 宜蘭

大學, 逢甲大學 

91 Optical engineering 0091-3286 電機系 Y 

中山科研, 中研資訊, 中原大學, 文

化大學, 海洋大學, 高雄第一科大, 

勤益科大, 儀科中心 

9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0020-7284 輔諮系 Y 

世新大學, 北市聯合醫院, 台灣師大,

苗栗醫院, 高醫大學, 國家圖書館 

93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0002-9890 數學系 Y 
中央大學,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淡

江大學, 陸軍官校 

94 
Topological Methods in Nonlinear 

Analysis  
1230-3429 數學系 N  

95 Fibonacci Quarterly  0015-0517 數學系 N  

96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Equations  0893-4983 數學系 Y 台灣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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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館合(Y) 91種 

無法館合(N) 11種 

 

  

97 T'oung Pao 0082-5433 歷史所 Y 
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 南華大學, 政

治大學, 國家圖書館, 雲林科大 

98 The ATA Chronicle  1078-6457 翻譯所 Y 
文藻大學, 台灣科大, 台灣師大, 高

雄第一科大 

99 
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  
0377-3515 翻譯所 Y 台灣科大, 東吳大學  

100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1092-5872 翻譯所 Y 真理大學 

101 
Translation : A Transdisciplinary 

Journal 
2240-0451 翻譯所 N  

102 Translation & Literature 0968-1361 翻譯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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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業務組業務報告 

一、 綜合暨修繕業務： 

（一）五樓電腦主機房箱型冷氣排水管阻塞，於 4月 11日修復。 

（二）演講廳前白色鋁門無法正常開合，於 4 月 12日修復。 

（三）二樓(東)男廁牆面磁磚掉落，於 4月 14 日修復。 

（四）B1(東)女廁無障礙扶手脫落，於 4月 14 日修復。 

（五）4月 15日上午九點由本校環安中心會同彰化縣環保局於本處各樓層進行「室內空氣

品質檢驗」，檢測內容包括 CO2及甲醛濃度…等，檢測結果皆合乎標準值。 

（六）六樓樓頂漏水滲至一至四樓空調室內，於 4月 18日修復。 

（七）一樓大門空氣門控制器故障，於 4月 18 日修復。 

（八）二樓合訂本區上方電燈開關位置設置不當，阻擋電箱門之開啟，於 4月 20日更改完

成。 

（九）B1空調主機房冷媒外漏及壓縮機容量控制閥損壞三顆，於 4月 28日修復。 

（十）B1至五樓男廁小便斗排水管阻塞，於 4月 27日修復。 

（十一）一樓(東)大樓外側化糞池區雜草，於 4月 27日清除。 

（十二）B1(西)樓梯前天花板破損檢修，於 5 月 2日修復。 

（十三）四樓櫃檯前天花板漏水，於 5月 2日修復。 

（十四）五樓電一教室天花板漏水，於 5月 6 日修復。 

（十五）B1 至五樓小便斗感應器、排水管阻塞及水龍頭等設備損壞，於 5月 6日修復。 

（十六）B1 二手書區樓梯漏水處灌注防漏 PU填縫劑(聚氨酯) ，於 5 月 12日進行填充。 

（十七）B1 空調面板壓克力保護盒破裂，於 5月 13日修復。 

（十八）B1 演講廳電燈損壞共計 23盞，於 5 月 18日修復。 

（十九）五樓無障礙女廁(東)沖水量不夠，於 5月 18日更換沖水器。 

（二十）電梯著床裝置開關故障，於 5月18日更換。 

（二十一）一至三樓窗簾共損壞三窗，於 6月 1日修復。 

（二十二）「空調系統設備改善工程」於 6月 15 日進行工程驗收。工程完工後，與去年(104

年 5-6月)同期相比共節電 49,300度，約省下 162,690元電費。 

（二十三）一樓(東)化糞池清理及六樓頂排水管疏通，於 6月 20日完工。 

（二十四）二樓男廁小便斗及一樓女廁沖水止水閥故障，於 6月 21日修復。 

（二十五）一樓(西)女廁沖水止水閥故障、二樓至三樓(東/西)男廁小便斗阻塞及沖水器水壓

問題處理，於 6月 21日修復。 

（二十六）B1二手書區入口鐵門故障，於 6月 21日修復。 

（二十七）B1自主閱讀暨二手書區入口大門故障，於 6月 21日修復。 

（二十八）B1至四樓防燄捲簾共計 8窗，於 6 月 23日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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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五樓櫃台上方冷氣及電二冷氣故障，於 6月 23日修復。 

（三十）五樓影印機故障，於 6月 23日修復。 

（三十一）一樓(東)大樓外側無障礙坡道扶把斷裂，於 6月 24日修復。 

（三十二）環保署於 7 月 11 至 13 日等三天至本處進行空氣品質例行檢查，檢驗結果，空

氣中真菌與細菌數等相關數據均符合法令之規定。 

（三十三）三至四樓(東)外走道燈陰天照度設定調整及四樓櫃檯前自動照明設定調整與故

障排除等，於 7月 28日完成。 

（三十四）一樓空調 100 噸、200噸主機故障，於 8月 5日修復。 

（三十五）為響應節能減碳落實開源節流，盤點全處 T8燈管總數計 320 支，並請總務處營

繕組將其列入全校統籌規劃中，以逐一更新為 T5節能燈具。 

（三十六）B1-4F地毯清洗維護及防霉消毒工程，於 9月 3-4日完成。 

（三十七）二至四樓窗簾線斷共修復三窗，於 9月 1日修復。 

（三十八）三至四樓中庭木條座椅修復工程，於 9月 6日修復。 

（三十九）三樓東邊女廁水箱水管漏水，於 9月 8日修復。 

（四十）一樓通往採編辦公室走道積水進行水管疏通處理，於 9月 8日修復。 

（四十一）B1多功能會議室空調管路漏水處理，於 9月 8日修復。 

（四十二）B1多功能會議室天花板輕鋼架修復，於 9月 9日修復。 

（四十三）B1多功能會議室污水泵故障換修，於 9月 12日修復。 

（四十四）一樓主機房 100噸與 B1演講廳冷氣故障維修，已於 9月 20日修復。 

（四十五）南邊空調冷卻水塔浮球，於 9月 20日修復。 

（四十六）一樓東邊大門之自動門雜音修護，於 9月 23日修復。 

（四十七）於 9月 23日新增本處大樓外牆「圖資大樓」四個大字。 

（四十八）9月 27日梅姬颱風來襲，造成本處 B1二手書區採光玻璃產生裂縫、2-4樓西側男

女廁所輕鋼架掉落、2 樓視聽室及西面逃生梯等四面玻璃破損及 3 樓中庭鋁門損

壞…等，於 10月 6日修復。 

（四十九）原訂 9月 27 日進行「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演習」，因颱風來襲改期至 10月 5 日

預演、10月 12日正式演練。 

（五十）三至四樓東面外走道燈陰天照度設定調整及四樓櫃檯前自動照明設定調整與故障

排除等，於9月29日重新設定。 

二、配合本校各項宣導，彙整如下資料： 

（一）105年 3月 14日彙整「分層負責明細表」。 

（二）105年 3月 31日彙整「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 

（三）105年 3月 21日彙整「政府機關資訊安全調查」。 

（四）105年 4月 8日彙整 104年「品德教育」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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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5年 4月 12日彙整「105年度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六）105年 4月 18日彙整「新生領航網」。 

（七）105年 4月 28日彙整「圖資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2次會議」。 

（八）105年 5月 2日彙整「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統」。 

（九）105年 4月 21日彙整 104年圖資處維護案分期付款之經費項目。 

（十）105年 4月 19日彙整無障礙坡道損壞統計。 

（十一）105年 5月 3 日彙整 103-105年圖資處維護案相關資料。 

（十二）105年 6月 22 日彙整「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執行

調查表。 

（十三）105年 7月 4 日彙整「104年內部控制重點工作項目填報」。 

（十四）105年 7月 12 日彙整「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_表冊定義熟悉度問卷調查」。 

（十五）105年 7月 12 日彙整「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十六）105年 7月 29 日彙整「圖資處行事曆」。 

（十七）105年 8月 10 日彙整「新生始業式」簡報。 

（十八）105年 8月 15 日彙整「進修學院新生始業式」簡報。 

（十九）105年 8月 25 日彙整「105年圖資處維護費」資料。 

（二十）105年 8月 29 日彙整「導師會議」資料。 

（二十一）105年 9月 5日提供給保管組「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料庫-校舍 

面積」。 

三、導覽服務： 

（一）105年 5月 30日輔諮系馬來西亞境外專班等約 20位同學蒞臨參訪。 

（二）105年 8月 2日彰泰國中二年級師生等約 30人蒞臨參訪。 

（三）105年 8月 22-23 日彰化學思補習班師生等約 32人蒞臨參訪。 

四、各項綜合業務統計（105.4.1-105.9.30）： 

項目 數量 單位 內容 

零用金管理 
 60 件 105.4.1-105.9.30 

1 件 105.6.21 繳交圖資處零用金利息 

全處修繕 
155 件 線上修繕系統登錄 

42 件 聯絡廠商維修 

各項通報  

資料彙整 
29 件 

颱風及地震等通知、災損報告及

全校性相關資料彙整及回傳等。 

本處財產報告 6 件 105.4-9月財產報告 

場地借用 480 次 多功能會議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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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單位 內容 

483 次 多功能會議室設備使用指導 

457 次 演講廳申請 

459 次 演講廳設備使用指導 

影印機管理 
135 件 故障排除等相關問題 

21 件 款項申報 

大型海報機 9 件 含電子海報刊登及故障排除等 

PPT簡報製作 

1 件 105.8.10 新生始業式 

1 件 105. 8.15 進修學院新生始業式 

1 件 
105.9.5 向校長報告簡報並製作會

議紀錄。 

各項代領業務 

20 件 105.4.25 員生社股息 

40 份 105.6.1 全校行事曆 

5 件 105.3-8月生日禮券 

8 份 105.7.4 發放公務人員監試手冊 

全處公文收發 5,787 件 

本處各紙本與電子公文分發與辦

理；書籍、包裹等郵件簽收遞

送；掛號包裹領取。 

圖資處各項會議辦理 

1 件 於 105.3.31辦理 104(2)處務會議 

1 件 
於 105.4.28辦理 104(2)圖書館委

員會 

其它 

 23 件 
圖資處大樓各項重製及錯誤之標

示拆除 

2 件 105.3 及 5月本處通訊錄更新 

1 件 
105.9.19 統計第 45屆員生社社員

代表選票 

1 件 105.6.15 空氣品質改善工程驗收 

3 件 綜合業務組讀者意見回覆 

1 件 
發送邀請函予上海師範大學圖書

館於 105.9.28蒞臨指導 

5 箱 採購 A4 影印紙 

五、視障資料業務報告： 

（一）持續執行教育部委辦之「視障有聲教科書製作」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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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障學生 104 學年度高中職、國中、國小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製作與管理

計畫」及「104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人文社會學科教科用書之有聲書製作與

管理計畫」。兩專案已順利完成結案作業。 

2、 持續進行「視障學生 105 學年度高中職、國中、國小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製

作與管理計畫」及「105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人文社會學科上課必要用書

之有聲書製作與管理計畫」。 

（二）學障有聲教科書製作服務：104學年度第 2學期共計製作 5,223 冊學障有聲教科書供

各縣市政府轉發轄區內各級學校之需求學生，總計收入工本費新臺幣 522,300元，均

全數納入本校校務基金專戶。 

（三）其餘重要記事： 

1、 教科書配發： 

8 月 30日，完成「105學年度視障用高中職、國中、國小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

書製作與管理計畫」第 1學期視障及學障有聲教科書配發作業。 

2、 其他： 

（1）5月 21日，辦理「視障有聲圖書錄音人員培訓營」，參加學員計 42人。 

（2）6 月 14 日，辦理 104 教育部大專專案第 4 期經費請款發文，7 月 5 日撥款來

文。 

（3）6月 23日，辦理 104國教署高國中小專案第 2期經費請款發文，6月 27日撥

款來文。 

（4）7 月 11-16 日依據特教法規定：承辦特教業務者需修習特教學分 3 學分以上，

本次由 3 位專案助理赴臺中教育大學進修學院修習，目前本小組專案助理已

全數完成特教學分修習。 

（5）7 月 19 日，發文苗栗市福星國小及縣政府教育處催繳 104 學年度學障有聲書

書款 11萬 7,300元。 

（6）7 月 27 日，函送國教署 104 學年度有聲教科書滿意度報告，合計回收 541 份

有效問卷。 

（7）8月 2日，辦理 104國教署高國中小專案第 3期經費請款發文，9月 2日撥款

來文。 

（8）8月 9日，辦理 105教育部大專專案第 1-2期經費借支通過。 

（9）9 月 1-2 日，派員參加國家臺灣圖書館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舉辦 105 年度

「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中區)。 

（10）9月 8日，發文向空大出版社索贈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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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月 12日，辦理 105國教署專案第 1期經費借支通過。因應空間規畫，開始

進行有聲書錄音帶淘汰作業。 

（12）9月 13日，發文請教育部轉知所屬大專校院，調查 10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學習所需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教材，逕向本單位提出申請。 

（13）9月 14日，發文請國教署轉知所屬高中職、國中、國小各級學校，有關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所需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教材未及於

特教通報網申請者，逕向本單位提出申請。 

（四）相關業務統計：(105.4.1~105.9.30) 

項   目 本期增加數量 

讀者人數 24 

上架流通冊數（母版） 277 

上架流通時數（母版） 2,040 

數位化完成冊數（MP3 格式） 277 

數位化完成時數（MP3 格式） 2,040 

流通人次╱線上收聽人次 2,558╱212 

流通冊數╱線上收聽冊數 5,218╱1,199 

試音人數／試音通過人數 350／167 

錄音人員人數 126 

錄音室使用人次 312 

數位錄音教育訓練人次 45 

完成 DAISY 格式轉檔冊數 8 

有聲書打包作業(冊數／時數) 536／3,303 

電腦維護次數 8 

◆ 讀者服務組暨寶山分館業務報告 

一、 流通及閱覽服務業務宣導 

(一) 105年4月至105年9月期間，總館及分館開館時數計約3,343.5小時，共計服務進館14

萬0,517人次、借閱讀者1萬3,858人次；處理借還書冊數計約9萬2,442冊。校外人士辦

證年費收入12萬元。相關數據詳見本組相關業務統計表。 

(二) 總務處盤點本組個人負責財產盤點於4月28日完成。 

(三) 105年5月31日主計室同仁會同總務處同仁查核本處104-105年收據。 

(四) 105年6月17日簡化國際交換生團體辦理離校，改由本處提供尚有借書及逾期罰款名

單交由國際事務處同仁催還，有效精簡個人辦理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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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5年6月3日應屆畢業生班級統一辦理離校手續陸續完成。 

(六) 105年7月7日完成進修學院暑期班76人新生資料建檔，開啟進館及借書功能。 

(七) 105年9月12日配合門禁系統更換，臨時來賓到訪更便利，全面換發臨時來賓證，統

一使用感應式卡片進館。 

(八) 新門禁系統實施一年，發現系統設定證件結束日期與離職日期兩種，本組受理閱覽

證需要展延，需要更新讀者資料不便，9月20日已委託廠商修改系統完成。 

(九) 經評估進德圖書館因夜間讀者人數較少，於105年5月起縮短晚間櫃台加班值勤時數，

由每日4小時(17時至21時)調整為2小時(17時至19時)。 

(十) 為進行平日深夜在館讀者身分統計，於圖書館出口安全閘門加裝門禁系統，並於9月

19日開學日起正式實施夜間10時候需刷證出館之措施。 

(十一) 105年9月7日完成新生入學讀者資料建檔：大學部1,261人、碩士班595人、博士班

79人、交換生192人、進修學院383人，合計2,510人。開啟進館及借書功能。 

(十二) 105年9月7日本校應屆畢業生至各校實習學生資料建檔，本學期計有470人。 

二、 館際合作服務： 

積極參與各聯盟合作館會議，加強館際之間的觀摩與經驗交流，以達資源共享目的。 

(一) 依據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提案五

之決議辦理（會議紀錄請參見本會網站 http://www.ilca.org.tw/），建置全國性圖書

館災害回報系統(http://www.ilca.org.tw/report/)，請相關同仁填報，以達館際間之互

助互惠！ 

(二) 本處與臺灣大學、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等18所大學校院圖書館簽訂協議書，方便教

職員生持他校借書證入館及借書；彰雲嘉地區大學校院也有17所，歡迎師生多多使

用及宣導。 

(三) 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台中科技大學自本學期(105)起由丙組升為乙組，本校可

申請該聯盟館借書名額由50人變更為100人。 

(四) 業務統計(105/04/01~105/09/30) 

項    目 向外申請件 外來申請件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複印件 圖書件 複印件 圖書件 

87件 202件 65件 66件 

289件 131 件 

中部大學聯盟 
向外借書人次 冊數 外來借書人次 冊數 

53 153 37 94 

彰雲嘉聯盟 
本校辦理聯盟館/人次 聯盟館辦理本校/人次 

21人 0人 0冊 

互換借書證 向外申請人次：72 - 

三、 總館書庫暨期刊管理 ： 

http://www.ilca.org.tw/
http://www.ilca.org.tw/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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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致力於有效運用總館現有中、西文書庫及期刊合訂本區之有限空間，不斷移架、調

架，並儘可能進行書架加層，以期創造更多的使用空間，發揮最大效益。 

(一) 105年5月將數套讀者罕用的套書（789.2/0824v.1-789.208/8715v.5c.2），合計12套91冊，

移置罕用套書區，以便騰出更多空間容納其它該類的圖書，並一一更改系統中館藏

相關資料及增列現場紙本清單，以利讀者查詢使用。 

(二) 列印並護貝研究小間之使用規則、網路設定方法及清潔注意事項等，一一加以汰舊

更新及張貼，合計27間81張。 

(三) 充分利用暑假期間： 

1、 全力進行且完成書庫之移架相關流程與作業（圖書移架、書架高度調整、書架清

潔、讀架、打印貼更新後書架標示、更新罕用套書區圖書清單、圖書自動化系統

更新相關資料等），包含1F教師升等作品資料區；4F：日韓文圖書區、罕用套書

區、東區全面圖書分類號528.2-790.8、北區圖書分類號805.1894-889、及其他各類

局部書架等，合計2,719層。 

2、 因應暑期教學碩士班對論文的需求，在課程開始前，全面讀架及整理本校碩博士

論文（可外借及限館內閱覽）。 

3、 全面清查核對中、西文現刊架位與刊名等資料，逐一查核圖書自動化系統及電子

期刊相關資料，並與採編組確認，且進行撤架相關事宜，以符合現狀。 

4、 完成地下一樓期刊合訂本全面讀架、整理；並針對圖書自動化系統顯示找尋中者，

進行協尋查找。 

5、 全面清潔四樓中文書庫各書架頂層與中、西文書庫書架兩旁之木書車，以減少灰

塵污染。 

6、 設立「總館四樓大本中文圖書專區」(四樓公告欄下方木櫃；系統中館藏地代碼為

mbb4)，以集中典藏因於該書所屬書架位置無法正常放置，只能橫躺而佔據該書

架剩餘典藏空間的大本中文圖書。 

7、 重新美工布置，汰舊換新二樓公告欄。 

(四) 不斷循環地持續進行四樓中文書架及圖書清潔事宜，以減少灰塵掉落；並針對地下

一樓期刊合訂本區中西文期刊合訂本進行除霉與清潔相關事宜，以期隨時提供全校

師生一個整潔的使用空間。 

(五) 不定期進行3-4樓書庫空書車及木書車之車輪潤滑與全面清潔，以利使用。 

(六) 除了中西文還書、木書車歸架及新書上架外，持續針對讀者使用率較高之類號圖書

進行整架及讀架事宜；且不定期至三樓西文書架查找中文圖書並整架。 

(七) 為免影響全校師生之期刊使用，利用暑假期間、開學之前，進行並完成中文（含大

陸及日文）現刊（105年以前）下架、排序、綑綁、清點及製作清單等相關事宜，欲

裝訂者計79冊、不裝訂者計313冊，已移交採編組，以便進行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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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完成現刊上架處理，中文（含大陸及日文）1,609冊；西文355冊，合計1,964冊。 

(九) 處理可外借中文現刊（現刊加蓋「可外借」章及系統更改處理狀態為「可流通」），

總館合計104筆。 

(十) 配合圖資處空間調整計畫，進行且完成評估地下一樓期刊合訂本區移置二手書區之

相關事宜。 

(十一) 105年9月29日檢查3-4樓中庭因梅姬颱風造成之災情，並立即著手整理復原。 

(十二) 自11月起，為提升讀者使用可外借期刊之新穎性與參閱性，本處圖書館可外借期刊

於封面之架位貼紙上皆有標示「本刊過期3期後可外借」，亦即過期3期者即開放外

借。 

四、 志工業務： 

(一) 每月初進行本處圖書館志工（常態性、通識及師培等）服務人次及時數登記、統計

與上傳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常態性志工）。 

(二) 105年 5月 12日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錄本處圖書館志工鄧文

霞等 4 人之基本資料、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結業證書與志願紀錄冊等之相關資料並

分別交予 4位簽收。 

(三) 105 年 6 月 2 日舉辦 105 年度第 1 次志工會議，於會議中完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志工值勤管理辦法」修正。 

(四) 推薦並代本處圖書館志工郭素珍等 5 人，報名彰化縣文化局之特殊教育訓練，以利

日後取得紀錄冊及申請志工榮譽卡。 

(五) 本處依實際需求進行圖書館之常態性志工招募，並配合校內通識中心、師培中心等

單位之服務學習課程規劃，統籌及負責本處圖書館之各類志工相關業務。常態性志

工，目前全館共計 20位服務中。 

(六) 自 105年 9月 19 日-10月 14日積極進行本處圖書館常態志工招募相關事宜。 

五、 視聽室業務： 

(一) 討論室場地自105年4月至105年9月共1,372人次提出借用申請，總計借用5,084小時。 

(二) 視聽資料自105年4月至105年9月共2,087人次借用4,951片。 

(三) 微縮單片及捲片自105年4月至105年9月共8人次使用，列印收入424元。 

(四) 影片協尋服務共處理16件，其中12件已尋獲並通知讀者到館借取。 

(五) 精選佳片展示服務：為便利者快速獲知最新上架或優良經典之影片，將最近進館或

值得推薦的 7 部影片之展示品，置於一樓互動學習展示區，提供讀者即時瀏覽影片

封面介紹，並定期更換展示片。 

(六) 利用7、8月暑假期間完成視聽室所有光碟資料之整架及重新製作架標作業，使現有

之視聽室架位能達到更有效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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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博碩士論文業務： 

(一) 博碩士論文系統：105年4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研究生上傳初審及複審轉檔資料計

約738件；向廠商反映系統問題或修正完成計25件，包括隱藏摘要論文轉出xml檔、

國圖授權書輸出畫面、暫存檔轉檔、本校授權書系統及審核通過畫面文字、全文檔

案編號、刪除檔案功能無法正常運作、修改通知郵件內容、更新上傳檔案注意事

項、列印授權書提醒文字異動等問題處理。 

(二) 105年4月、9月分別彙整轉出104學年度上下學期研究生論文資料送交本處採編組，

共計1,778冊。 

(三) 整理本校104學年度年度上下學期博碩士論文系統資料傳送國家圖書館，共計861位

學生論文全文轉檔資料，及228份同意授權書。 

(四) 為使研究生了解論文上傳流程，於105年5-6月間辦理兩場研究生論文上傳說明會四

場，計125人參加。 

(五) 本學期簽准本校畢業研究生(含博碩士)繳交圖書館典藏之紙本論文，統一由兩冊改

為一冊(平裝本)。 

七、電子資源服務業務： 

(一) 105年度獲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及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補助本校辦理電

子資源教育訓練，補助金額共計新台幣15,500元。 

(二) 為節能省紙並加速教育訓練回饋單分析運用，自行利用Google表單設計電子版線上

問卷放置於本處首頁，除可便於學員及時填寫提供意見，後續並可運用於摸彩活動

及資料統計，有效提高處理效率。 

(三) 辦理104學年度第二學期電子資料源教育訓練課程，共計10場，約460人參加。相關

場次內容如下表： 

場次 日   期 課  程  名  稱 

1 
105.3.14(一) 

14:00-16:00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含電子書) 

2 
105.03.18(五) 

14:00-16:00 Springer電子書 

3 
105.3.21(一) 

14:00-16:00 
Jumper資源探索暨巨量資料分析服務平台 

4 
105.03.23(三) 

14:00-16:00 

1.CEPS(思博網) 

2.華藝電子書 

3.世界美術資料庫 

5 
105.3.24(四) 

10:00-12:00 
SAGE 人文社會學科綜合型即期全文資料庫 

6 
105.03.25(五) 

10:00-12:00 

1.JCR 期刊引用評鑑報告 

2.CNKI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及中國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http://vip.flysheet.com.tw/csm/view.php?id=22592
http://dlib.hyweb.com.tw/demo/jumper/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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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   期 課  程  名  稱 

7 
105.03.25(五) 

14:00-16:00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8 
105.03.28(一) 

14:00-16:00 IEEE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9 
105.03.29(二) 

10:00-12:00 

1.ProQuest 系列 (含 ABI/Inform Computete、Education 

Journals) 2.Udn電子書 

10 
105.03.31(四) 

10:00-12:00 
EBSCO資料庫 

(四) 客製化教育訓練：配合各系所師長課程需求，104下學期間共辦理2場，參加人數約

35人；105上學期已受理6場，學生人數約為180人。 

(五) 105年8月開始籌辦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電子資料庫利用說明課程，共計14場： 

場次 日   期 課  程  名  稱 

1 
105.10.03(一) 

10:00-12:00 
本校電子資源探索平台(Jumper)功能及使用方式介紹 

2 
105.10.04(二) 

14:00-16:00 
Wiley Online Library資料庫 

3 
105.10.05(三) 

14:00-16:00 

1.ProQuest 系列 

2.Udn電子書 

4 
105.10.07(五) 

10:00-12:00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含電子書) 

5 
105.10.11(二) 

14:00-16:00 
SAGE 人文社會學科綜合型即期全文資料庫 

6 
105.10.14(五) 

10:00-12:00 

1.CEPS(思博網)資料庫 

2.華藝電子書 iRead ebook 

3.世界美術資料庫 

7 
105.10.17(一) 

10:00-12:00 

1.Science Direct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 

2.Scopus 查詢引用文獻資料庫 

8 
105.10.19(三) 

14:00-16:00 
本校電子資源探索平台(Jumper)功能及使用方式介紹 

9 
105.10.21(五) 

10:00-12:00 
EBSCO資料庫 

10 
105.10.24(一) 

10:00-12:00 
IEL(IEEE/IET Electronics Library)電子電機工程資料庫 

11 
105.10.24(一) 

14:00-16:00 

1.McGraw-Hill 中、西文電子書 

2.L&B數位圖書館 

12 
105.10.25(二) 

10:00-12:00 

1.JCR 期刊引用評鑑報告 

2.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及中國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13 
105.10.25(二) 

14:00-16:00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14 
105.11.7(一) 

14:00-16:00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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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寶山分館業務： 

(一) 自從將新書、新片介紹改放位置在明顯處，發現借閱率有提升，也感謝採編組提供

資料，及視聽媒體管理者的大力幫忙。 

(二) 因去年將原電算中心的生活學習生合併至分館幫忙，造成因工作性質不同而有不適

應的問題。今年首次舉辦寶山生活學生工作說明會，利用開學前的週日時間，簡介

服務內容、注意事項及實際操作，確實大幅提升工作品質。 

(三) 原暑假期間寶山分館配合進修學院暑期班開課期間於週一至週五開館之服務，考量

近年來暑期班課程皆集中於週一至週四，基於節能減碳及減輕同仁值班壓力之考

量，自 105年度開始，改為於暑期班上課期間週一至週四開館服務師生，但週五至

週日有服務需求之師生仍可以電話向進德圖書館值班人員尋求線上服務。 

九、 相關業務統計資料： 

(一) 流通統計表（105.04.01 - 105.09.30）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備註 

1 借書人數 次 13,585 
 

2 借書冊數 
中文 

冊 
40,883 

合計：45,113冊 
西文 4,230 

3 還書冊數 冊 47,329 
 

4 逾期罰款 
件 844 

 
元 108,258 

5 館際合作互借及複印費用 
件 141 

 
元 21,694 

6 進館人數 
總館 

人次 
134,182 合計：140,517人

次 分館 6,335 

7 網路服務通知 

到期前通知 封 11,149 

合計：17,854封 逾期通知 封 4,261 

預約到館通知 封 2,444 

8 閱覽證申辦 
辦證人數 人 1,229  
年費收入 元 120,000  

9 讀者意見回覆 件 46  

10 教授指定參考書 冊 16  

11 開館服務 

開館日數 
總館 

日 
161 

 

寶山 124 

開館時數 
總館 

時 
2,015.5 

寶山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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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書庫管理統計表（105.04.01 - 105.09.30） 

項次 工作項目 類別 單位 數量 備註 

1 新書點收 
中文 

冊 
3,085 

合計：3,508 冊 
西文 423 

2 新刊點收 
中文 

冊 
1,964 

合計：2,376 冊 

西文 412 

3 現刊下架 
中文 

冊 
0 

 
西文 0 

4 圖書協尋 
中文 

冊 
108 協尋當月尋獲加總： 

中文 75冊,西文 14冊 西文 24 

5 
兩校區 

圖書代借 

進德 
冊 

10 
合計：31 冊 

西文 21 

6 問題圖書 
中文 

冊 
6 圖書重號、索書號有誤、 

重蓋館藏地章 西文 0 

7 書籍維護 冊 
108 破損圖書及條碼修補 

88 重新打(貼)模糊或破損書標 

8 圖書上架、整架 冊 57,910 
歸還圖書、到館新書及讀者

自書架取下之圖書 

9 書架及圖書清潔、擦拭 層 10,865 中西文書庫及期刊合訂本區 

(三) 視聽服務統計（105.04.01 - 105.09.30） 

 工作項目 數量 單位 說明 

視
聽
業
務 

視聽資料讀者諮詢及意見回覆 110 件  

影片協尋受理 16 件 (已尋獲 12件) 

視聽媒體借閱 
2,087 人  

4,951 片  

視聽設備維護 0 案 故障排除、設備請修。 

微縮資料

複印服務 

查詢指導 2 件 

微縮資料複印服務 

閱讀機使用指導 8 件 

管理與維護 2 次 

全磁卡販售 0 張 

列印收入 424 元 

隨選音樂欣賞使用指導及耳機、掛

勾維護 
2 件  

教學用影片 48 片  

教材光碟典藏借閱 3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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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小間暨場地服務統計（105.04.01 – 105.09.30） 

 工作項目 數量 單位 說明 

研
究
小
間
借
用
服
務 

研究小間使

用現況 

當日使用 1,111 人次 研究小間 201-206 

當日研究小間平

均使用率 
6.86 人次/日 總使用人次/總開館日數 

一個

月期 

申請 112 
人次 21間研究小間 

使用 87 

總計 1,310 人次  

研究小間信件數 198 件 

含申請回覆、個人特殊需求回覆、

使用通知、取消通知、使用期限即

將到期、使用期限已到、逾期未歸

還鑰匙、累計六日未到警告通知、

累計七日未到停權通知、飲食停權

通知、重要訊息通知。 

場
地
借
用
服
務 

Wii 設備借用 4 次 
 

設備借用 137 次 

討論室甲 
333 次 

共計 1,372 次 5,084時 

 

1,263 時 

討論室乙 
309 次 

1,122 時 

討論室丙 
279 次 

1,029 時 

寶山分館討論室 
38 次 

160 時 

視聽研討室甲 
165 次 

508 時 

視聽研討室乙 
248 次 

1,00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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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案由：圖書與資訊處提停止徵集採購國中小、高中職教科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處圖書館自民 84年起設置教材中心徵集典藏國中小、高中職教科書，

以提供師生研究參考，教科書不外借，僅供館內閱覽。 

二、 教材中心之教科書主要提供學生作為試教備課，但近年教材多元化，實

質效益減少，各校也逐漸不再收藏國、高中教科書。 

三、 教科書徵集以向各大教科書出版社索贈為主，目前國中小教科書僅有翰

林出版社有贈送意願，其餘康軒等版本皆須辦理採購，每年約需新臺幣

30萬。 

四、 考量利用率與經費效益，擬由 106年起停止徵集採購國中小、高中職教

科書，本處將蒐集教材資源相關網站供師生查詢，以降低對部分師生的

影響與不便。 

附件︰教材資源網站表（附件 5，P.35-37）。 

決議︰針對本校六百多位師培生，圖資處希望能精準地採購學生需求的教科書

版本，符合其備課試教之需求。若是全部購買，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教科書

都沒有人使用，造成資源浪費。在圖資處尚未完成調查之前，還是比照往

年繼續徵集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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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資源網站表 

教育雲教育大市集  

網址：https://market.cloud.edu.tw/ 

 

 

台北市多媒體資源教學中心 

網址：http://tmrc.tp.edu.tw/comm/default.aspx 

 

  

附件 5 

附件 5 

https://market.cloud.edu.tw/
http://tmrc.tp.edu.tw/com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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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資源網 

網址：http://sportsbox.sa.gov.tw/ 

 

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 

網址：http://siro.moe.edu.tw/teach/index.php?n=0&m=0&cmd=&sb=3 

 

  

http://sportsbox.sa.gov.tw/
http://siro.moe.edu.tw/teach/index.php?n=0&m=0&cmd=&s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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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網 

網址：http://hsmaterial.moe.edu.tw/ 

 

全國中小學題庫網 

網址：http://exam.naer.edu.tw/ 

 

http://hsmaterial.moe.edu.tw/
http://exam.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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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二） 

案由：A老師提教學用書不宜接受預約，及教師可自行於線上設定教學用書案，

提請 討論。 

說明︰A老師合法借書，未到期被催還，而莫名其妙地變成逾期繳罰款。 

以下為 A老師口述內容： 

我於 10/3 至圖書館借書，其中有兩本是我託本系圖書委員向圖書館薦購的書。 

這兩本書是本學期本人所開設課程的教學用書，當天因無館員可設定教學用書，所以就

先用一般借書，借期為 12/1。然後兩個禮拜後我接到了圖書到期通知我沒去注意它，因為我

正忙於備課以及一位學生提論文口試計畫，然後我就收到逾期通知。 

於是 10/24 我打電話去圖書館問個究竟，得到的答案是：因為有人預約，所以我就必須兩

個禮拜內還書。我說，這是甚麼道理? 我的借期本來是到 12/1，因為有人預約，我就必須提

早歸還? 當然，我知道這不是圖書館員的責任。 

因此，我就在當天晚上去還書，然後有趣的事情來了。當天值夜的人員說，這本書逾期，

有罰款 20 元。我說：好，如果明天負責的人敢跟我收錢，我就繳罰款。進了圖書館之後，我

因為還了那本教學用書，需要找其他本來取代一下，所以又借了其他書。然後值夜的工讀生

說：我聽到你們剛剛的說話，但是老師需要先繳罰款才能借書。所以我繳了罰款，然後借了

書。 

這是非常荒唐的辦法，個人借閱的權利凌駕於修課同學的受教權之上。每個人當然都有

借閱權，但是將授課老師所推薦需要當作主要教學用書的書，假平等的借予隨機預約的其他

人，等於犧牲了其他選修此門課程學生的權益。 

建議： 

一、 教學用書不宜接受預約。 

二、 教師可自行於網路上設定教學用書，以免受限於相關館員的上班時間，也

避免在借閱過程中被其他人預約，而影響修課同學的受教權利。 

圖資處回應： 

一、說明： 

1. 關於 A 老師反映之情事，經多方聯繫確認原委並說明如下，A 老師以電

話聯繫本處採編組時，表明請本處幫老師預約該書，並未提及需將該書設

為教學用書，故本處同仁即以一般圖書方式進行預約，負責執行預約動作

的同仁當下並不知老師欲作為教學用書。10月 6日中午老師至櫃台借書，

因適逢中午用餐時間，櫃台值班助學金學生向老師說明如欲申請為教學

用書，須於上班時間向館員提出，而老師仍表示將圖書借出，此時值班助

學金學生有向老師告知所借兩書一本 12月 1日到期，另一本 10月 20日

到期(此書因外借前又有其他讀者預約，故系統依本校現行流通規範運作，

該書借期縮短為 2 週，系統亦於到期前 3 天及逾期第 1 天自動寄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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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逾期 3天內還書將不會產生罰款)。 

2. 依據本校現行之流通規範，一般用書被借出期間如有其他讀者預約，借期

不變，但不得續借；但借閱人借閱預約書(含一般用書及教學用書)時，若

該書另有讀者預約，則借期縮短為二週。此機制是為讓本校的圖書服務，

除著重支援教學研究外，同時也保障每一位讀者公平、適時使用館藏之權

益；確保每一位讀者在某一時間需要某一館藏圖書時，能有管道於合理的

等待時間內借得該館藏，因為這樣的讀者可能會是較無力負擔高價書費

又急需借閱的學生或者是急需用書的另一位教師，多數大學校均採此作

法。 

3. 本校教師可借閱圖書上限為 40 冊，其中可選擇 10 冊設定為教學用書，

教學用書之借期統一為每學期之學期末 1 月 31 日或 7 月 31 日，不得續

借；因教學用書借出期間可長達一學期，因此被借出期間如有其他讀者預

約，借期將縮減為被預約日後 2週。因購書預算有限無法每書購置複本，

在讀者平等借用館藏以及教師教學需求應達到適當的平衡。 

二、建議方案： 

針對 A 老師反映教學用書借期縮短會影響教師教學使用之問題，本處擬

定四項方案提請各位委員討論，並選擇兼顧教師及學生需求之最佳方案，

以作為後續流通規範修訂之依據。本處蒐集其他大學教師圖書借用情形

一覽表提供給委員做為決策參考(附件 6)。 

方案一：教學用書借出後不縮短借期 

取消教學用書借出後被預約借期會縮短之規範，將教學用書比照其他一

般圖書，除外借前已被預約外，外借期間被預約皆不影響借期。 

方案二：教學用書保障至少兩個月之借期 

凡是設定為教學用書之資料，皆保障兩個月之借期，借出兩個月內之資

料被預約，則到期日統一為借出日後之兩個月；借用超過兩個月之資料

被預約，則到期日提前至被預約日後 2週。若教師仍有使用需求，則可

於歸還後另行預約，則非教師身分之預約者只能使用該資料 2週；如有

多位非教師身分之預約者則於人數加乘之週數歸還後，即可再由教師借

用，惟借出前應請館員再設為教學用書。 

方案三：取消教學用書類型，改以教師之一般圖書借出 

本校借閱管理準則經數次提案修正，目前教師對於一般圖書之借用，除

外借前已被預約外，借期皆可至少保障 8週，不因被預約而縮短借期，

且若圖書無人預約，可以續借 5次，每次 4週，且每次續借期間皆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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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預約而縮短借期，整體而言已較現行教學用書借用規範更寬鬆，故

擬直接取消教學用書類型，教師借用圖書資料一律以一般圖書處理。 

方案四：維持現有規範不變更 

維持現有規範不變更，教師借用之教學用書，若未被其他讀者預約，則

可借用至每學期之學期末，但期間若有其他讀者（可能為學生或其他教

師）預約需使用該資料，則借期自動縮減為被預約日後 2週；若教師仍

有使用需求，則可於歸還後另行預約，則非教師身分之預約者只能使用

該資料 2週，如有多位非教師身分之預約者則於人數加乘之週數歸還

後，即可再由教師借用。保障每一位讀者公平、適時使用館藏之權益，

確保每一位讀者在某一時間需要某一館藏圖書時，能有管道於合理的等

待時間內借得該館藏。 

配套措施： 

請老師們特別留意，圖書館內館藏預設狀態為一般圖書，因此，圖書如

欲改以教學用書借出，必須先由館員執行教學用書借出之設定程序，才

能正確運作，請勿以一般圖書方式借出，以免系統將該圖書列入一般圖

書借用規則運作。 

另外，因教師作為教學使用之圖書資料，修課學生應也有使用需求，敬請

委員轉知所屬系所教師：如有授課用教科書或教學參考用書之需求，可多

加運用本處每學期授課用教科書採購調查的管道提供書單，以利本處於

課程時效內採購複本供其他師生使用。 

三、擬辦： 

1. 經本委員會討論並決議之方案，需與圖書自動化系統廠商討論新系統功

能可否達成，如若無法達成則將於下次委員會再提案討論；如若系統功能

可達成決議之方案，又如需修正相關法規時，將於系統設定功能完成以及

法規修正程序完成後，開始施行。 

2. 有關提供教師自行於網路上申請設定教學用書之功能，需與圖書自動化

系統廠商討論新系統功能可否達成。而且為保障目前借出中或被預約之

資料其讀者權益，可供教師自行於網路上設定之教學用書只能是在架上

或編目中之資料；對於借出中或被預約之資料，請以郵件或電話方式聯繫

館員。經本組與系統廠商討論分析後，如若系統功能可能達成，將於新系

統正式上線穩定運作後及相關功能修改完成後，擇期開始施行；如若系統

功無法達成則維持現有方式。 

附件︰其他大學教師圖書借用情形一覽表（附件 6，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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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維持現有規範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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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教學用書辦理情形 

學校 一般圖書借期 
借出後被預約 

借期是否縮短 

外借時已被預約 

借期是否縮短 
續借次數及借期 教學用書 

研究計畫用書(專案用書)

借期 

教師指定 

參考資料 

彰師 8 週 否 一律縮短為 2 週 5 次/每次 4 週 

教師借用至學期末固定

還書日(1/31 或 7 月 31)，

借期內有人預約則借期

縮短 2 週 

借期至計畫結束後 6 個

月，可續借 3 次，每次 6

個月 

限館內閱覽 2 小時 

成大 30 天 否 一律縮短為 2 週 11 次/同原借期 
教師借用至學期末固定

還書日(1/31 或 7 月 31) 
借期至計畫結束 可外借 5 小時 

高師 8 週 否 一律縮短為 2 週 2 次/同原借期 

為配合各單位教學研究

需要，得將各單位編列

預算購置之專業性館

藏，由各單位指定負責

人(須經其主管簽署)代

表至本館辦理借閱，借

期一學年，期滿得辦理

續借。 

借期至計畫結束 
可外借 3 天， 

不可續借 

中興 30 天 否 縮短為 2 週 
一年內不限續借 

次數，每次 30 天 

可開列課程教科書 

供學生借用， 

借期 30 天，不可續借 

借期至研究計畫結束，續

借次數及時限不限 
限館內閱覽 2 小時 

台大 60 天 否 一律縮短為 2 週 3 次/同原借期 無 998 日/可續借一次 限館內閱覽 

政大 12 週 否 縮短為 4 週 2 次/同原借期 無 

借期一年，可續借兩次，

每次半年，續借期滿需改

以一般圖書借用 

限館內閱覽 2 小時 

清大 
固定還書日 

1/31 或 6/30 
縮短為 2 週 1 次/一學期 無 

教師及研究生皆可另外申

請專案借書證，借閱冊數

上限 200 冊，借期同一般

圖書 

可外借 4 小時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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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一般圖書借期 
借出後被預約 

借期是否縮短 

外借時已被預約 

借期是否縮短 
續借次數及借期 教學用書 

研究計畫用書(專案用書)

借期 

教師指定 

參考資料 

交大 120 天 
14 天內/縮短為 3 週 

14 天後/縮短為 1 週 
2 次/同原借期 無 無 限館內閱覽 2 小時 

台師 6 個月 縮短為 2 週 1 次/同原借期 無 

借期 3 年，可續借一次，

續借期滿需以一般圖書借

用 

限館內閱覽 

中山 180 天 

借滿 1 個月後圖

書被預約，則借

期縮短為 2 週 

縮短為一個月 

1 次/同原借期，但

期間有人預約則縮

短為 2 週 

無 
借期每次一年，可續借至

教師不再使用 

分限館內閱覽 4 小

時或可外借 2 天由

授課教師決定 

中央 60 天 否 否 

3 次/同原借期，但

期間有人預約則縮

短為一週 

無 

國科會及一般建教計畫可

借至離職或退休；「發展

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

中心計畫」借期一年，可

續借兩次，每次半年，續

借期滿需改以一般圖書借

用 

限館內閱覽 2 小時 

中教大 8 週 否 否 1 次/同原借期 無 借期至計畫結束 限館內閱覽 

輔仁 120 天 否 否 1 次/同原借期 無 借期至計畫結束 限館內閱覽 

淡江 60 天 否 否 3 次/同原借期 無 

教師研究計畫案購置之圖

書，可辦理長期借用，借

期至每年六月卅日止，擬

繼續參閱，可辦理續借手

續。借用期間有他人預約

時，須先行歸還，待預約

者用畢歸還再行借閱。 

限館內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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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討論事項： 

臨時討論事項(一) 

案由：美術系魯委員提關於圖書到期通知是否可於到期前 3天、2天、1天分別

寄發通知？ 

決議：於到期前 5天、3天、1天分別寄出。 

臨時討論事項(二) 

案由：美術系魯委員過期之期刊否可以優先讓相關科系之學生領取？ 

決議：未來圖書館自動化新系統會架設一個二手書的公開平台，讓有需要的師生

可以索贈。 

伍、散會。(下午 14 點 0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