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 93 學年度第 2次館務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93 年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多功能會議室 

主持人：葉館長凱莉              記錄：陳美桂 

出席人員：詳如出席名單 

宣讀上次館務會議記錄 

壹、 主持人報告 

    一、會議紀錄報請公鑒後對於各項決議，應將處理過程做成完整資料檔案，以利業務交代，並

落實知識管理。會議中並應善用設備，幫助會議進行。 

    二、11 月份網頁更新，各單位反映很好，但資料仍需同步更新，歡迎同仁提供修正意見。  

    三、近來各單位因評鑑的需要，對於各項統計資料的需求頻繁，應做到格式標準化，可隨時提

供資料並定期更新。 

    四、多功能會議室使用相當頻繁，請多宣導使用，期使各項資源充分利用。 

    五、寶山分館週六開館已經半年，我們協調警衛室每隔 2-3 小時定點巡邏，值班同仁若有任何

狀況可隨時反映。 

    六、本年度圖書館週活動已完美演出圓滿閉幕，依議程，稍後將作檢討。明年將由採編組陳組

長接捧，精采可期，我們拭目以待。 

    七、本館同仁在運動會的表現優異，拿回兩個冠軍獎座，表現可圈可點，下次運動會可加入大

隊接力比賽項目。 

    八、明年的自強活動，已請流通組開始規劃。 

圖書館 94 年度重點工作項目： 

一、 蒐集、充實、更新教材中心館藏資料，並持續更新與維護「教材中心資料庫查詢系統」。 

二、 圖書館「圖書採購、薦購資料庫查詢系統」之維護、更新。 

三、 建置中文電子書，並持續電子書之推廣、利用教育。 

四、 建置進德總館無線網路環境。 

五、 加強網際網路資源探勘，廣泛蒐集學術性免費使用資源，以充實各領域研究資源。 

六、 持續館藏學位論文數位化作業，鼓勵畢業同學踴躍授權，並回溯徵集歷屆校友授權書，以

保存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強化論文使用效益。 

七、 賡續 93 年度志工招募工作，本年度重點除持續校內招募外並擴大向社區民眾招募。 

八、 強化各種統計資料功能，以做為提升服務品質之參考。 

九、 建置圖書館數位影音典藏系統。 

十、 規劃建置線上有聲書系統，結合已數位化之有聲書，提供網路線上收聽。 

貳、各組業務報告暨 94 年重點工作報告 

採編組及盲圖組陳組長弘能： 



  採編組業務部分： 

   一、93 年採購案已在 12 月 10 日告一段落，部分因合約或海運等關係尚未結案，可望在 12 月

18 日完成。截至 12 月 10 日今年增加館藏 10,126 冊，94 年各系所薦購清單已陸續送到，

本組並已完成分工作業，正積極處理中。 

   二、感謝學校同意將圖書設備費保留、先行動支預算之方式彈性運用，對預算運用、師生服務、

讀者權益保障及採編作業都有幫助。 

三、94 年重點工作補充 

(一)以索贈為主訂購為輔之方式充實教材中心之各學程教科書之館藏，並持續更新、維護

「教材中心資料庫查詢系統」，提供更方便多元的查詢方式服務讀者。 

(二)資管系專題生建立的「圖書館採購、薦購資料庫查詢系統」已完成，目前測試中，若

評估可行後即可上網開放，唯日後維護請支援人力。 

（三）參加電子書聯盟計劃，今年預定採購中文電子書，同時繼續辦理電子書推廣利用教育。 

  盲圖組業務部份： 

一、今年錄製有聲書 651 冊 3,921 捲，有聲書數位化 8,248 捲，目前有聲書數位化已完成近二

分之一，36,193 捲。 

二、有聲書流通冊數 9,255 冊、流通捲數 89,467，出版有聲書訊兩期。  

三、開放 MP3 光碟有聲書借閱流通服務，減輕郵包負擔。 

四、參加教育部 94 學年度「有聲教材製作與管理」專案之投標作業，將於 12 月 15 日在教育

部開標。 

    五、94 年重點工作補充 

(一)開放有聲書線上隨選系統（MP3），提供讀者網路線上收聽。 

(二)持續有聲書數位化，目前已完成 36,193 捲。(總數 77,126 捲) 

(三)94 學年度「有聲教材製作與管理」專案之錄製及管理作業。 

  諮詢組張組長慧娟業務報告： 

現階段工作 

一、圖書館自評工作，預估 1月中旬可完成。 

二、明年度所需各種資料庫之訂購及新訂資料庫系統之館員教育訓練。 

三、教材中心資源重整，並重新排架，以方便讀者查閱。 

四、秘書室轉贈原存放於校史室之抽印本資料，已陸續分編，預估本月底可上架。 

五、INNOPAC 系統各模組功能使用評估，以做為 Millennium 改版範圍之考量。 

六、建置館員知識論壇，目前已進入除錯階段。 

七、圖書館首頁英文版改版作業仍持續進行中。 

八、INNOPAC 同時使用人數限制之解決方案，預計本月底可測試完成。 

九、資管系專題生專案至本月底將告一段落，模組是否可上線再行評估。 

十、圖書館 LOGO 設計即將於本月底完成。 

十一、94 年度重點工作補充 

(一)圖書館導覽系統規劃建置。 



(二)網頁內容持續充實：建置網站地圖。 

(三)蒐集免費電子資源，並評估強化既有資源之代替方案。 

(四)強化參考諮詢服務效能，在關鍵時刻提供使用者即時服務。 

流通組謝組長碧紅： 

一、感謝各組同仁這幾個月來的配合，使圖書館週完美演出圓滿落幕。 

二、明年定期維護合約之自助借書機在已 12 月 7 日議價完成，但總館門禁安全系統部分，因

該型號停產已久，3M 已不再簽訂期維護合約，為期設備正常運作，已協調普傑接手，但

為長遠之計，仍應考慮新設備或新系統。 

三、地下室倉庫已整修完成，將規劃儲放原則。 

四、加強讀者 e-mail 宣導，讀者即時了解借還書圖書狀況。 

五、書法社、美術社即將在休閒閱讀區舉辦合展，展期為 93 年 12 月 16 日至 94 年 1 月 7 日。 

六、94 年重點工作補充 

(一)西文圖書整架作業 

(二)加強志工招募及培訓 

期刊組張組長淑玲： 

    一、2005 年中文、西文、大陸、日文期刊經費預算 1,200 多萬元，訂購 855 種，都已訂購完

成，接著陸續開設新年度期刊點收箱。 

二、彙整各學院跨系所之共通性專業期刊，請廠商估價後，提供各學院作為下年度提撥經費之

依據。 

三、最近辦理圖書館週活動攝影比賽、好刊相送及佳片欣賞。 

四、多功能會議室從今年 8 月下旬開放使用，截至目前借用場次已達 62 次，顯然已發揮空間

使用效能，不過也增加盲圖組清潔維護工作。 

五、教學研究影印卡截至目前為止使用 233 人次，影印 7,397 張，最近幾個月呈現成長趨勢。 

六、九十四年重點工作補充 

(一)建置圖書館數位影音典藏系統，將借閱率較高之 VCD、DVD 轉換成數位內容資料庫後，

提供多人同時上網點選，方便管理及保存。 

(二)為紓解地下室合訂本區使用空間不足，預計將 5,000 冊移置二樓原存放甲骨文區。 

參、93 年度經費執行及 94 年經費預估 

張組長慧娟代理張編審麗鄉報告： 

一、93 年經費核銷請於 12 月 20 日以前完成（含差旅費、維護費等），如未能如期核銷但可在 12

月 31 日前核銷者，請於 17 日中午前依 mail 至各組長之表單填列，麗鄉再彙送會計室備案。 

二、94 年各組預估經費需求，請於 12 月 17 日前繳交麗鄉彙整。 

三、各項申購金額因實際核銷經會計系統變更金額者及各系所圖書設備費之分配異動、保留簽案

等，皆請知會麗鄉。 

肆、93 年圖書館週總檢討報告： 

一、流通組謝組長碧紅 

(一)圖書館週原本預計 15 個活動項目，最後實際活動有 10 個項目，金頭腦部分將移交下一屆

活動辦理，此次活動唯一美中不足是紀念品未按照我們的想法在活動前完成。 



(二)神筷手的活動適逢台北體育學院參觀，將活動帶到最高點。 

二、採編組陳慧芬報告 

主題書展 

書的來源：中文—由麗卿向五楠採購 142 種相關圖書及 11 月份新書。 

西文—由寶棗向知訊及文景尋求贊助。 

(一)書展之圖書型態可再多樣化，不侷限在紙本圖書。 

(二)書展主題可多元化，讓書展內容更豐富。 

(三)書展活動較為靜態，可配合閱讀分享或其他活動，使其更加活潑。 

(四)書影拼圖比賽前未將網頁移除，致使有些讀者直接連接至網頁，失去檢索原意。 

(五)書影拼圖比賽可改為單人組比賽，以增加報名意願。 

三、諮詢組鍾錦雲報告 

神乎奇技之神筷手活動參賽熱烈，現場報名十分踴躍，導致場面稍有脫序。應觀眾要求特別加

開一場，讓讀者皆大歡喜。 

(一)應加強活動宣傳（含網路、海報傳送各系所單位）。 

(二)工作分配及場地布置及早規劃。 

四、流通組李素杏報告 

(一)黃金屋尋寶參加者人數太少，宣傳需加強。 

(二)考慮將靜態活動改為動態，讓活動更加活潑。 

五、期刊組邱秦儀報告 

(一)今年攝影作品參賽者 319 件，原先預計錄取前三名佳作十名，因參賽者踴躍增額錄取，將

佳作錄取十三名。 

(二)下次如有類似上網票選活動應考慮勿將姓名放上，以示公平。 

(三)好刊相送考慮明年每人限制冊數。 

六、盲圖組梁嘉琪報告 

(一)今年舉辦一場口述影像，邀請郭月媚小姐主講，參加者有啟明學校、建國科技大學到館觀

賞，今年人數 60 人，比去年成長 30%。 

(二)除了利用校園各種宣傳管道外，還商請教育電台於廣播節目中宣傳，此外並邀請相關視障

單位、錄音志工、讀者參加。 

(三)舉辦心得分享徵文活動。 

七、謝組長碧紅補充說明： 

流通組除了黃金屋尋寶活動外還有大學圖書館巡禮及甲骨文書畫展，原訂配合展示板展出，但

因展示板另有用途故甲骨文書畫作品無法全部展出。 

八、賴建行補充說明： 

視聽室在圖書館週活動中播放佳片欣賞兩部─（一）明天過後，（二）蒙娜莉莎的微笑，約有

20 人來觀賞。兩片內容分別與環保（全球暖化）和教學（教育理念與現實）有關，頗有可看

性與發人省思。雖觀賞人次不盡理想，然一粒春榖百收穫，相信其影響是深遠的，也是辦圖書

館週的功能之一。 



館長總結 

一、期待明年圖書館週活動有新的創意，尤其是開幕式，不要再流於制式。 

二、金頭腦─圖書館大構想，請即早規劃，並從明年初開始執行，待圖書館週活動時即可對提出大

構想且有實質貢獻者表揚。 

三、日後活動設計以考量圖書館整體環境及安全，並將各項活動時間錯開。 

四、各項活動之籌辦，應掌控時程落實目標管理。  

五、應彙整相關資料於活動結束後知識分享。 

六、為使宣傳達到最佳效果，應注意如紅布條的位置，活動海報張貼的方式等。 

伍、討論事項： 

一、修訂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視障有聲圖書借閱管理準則。(附件一) 
決議：修訂後通過。 

二、修訂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社區民眾借閱管理規範（附件二）。 

決議：修訂後通過。 

三、修訂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特約實習合作學校借閱管理規範（附件三）。 

決議：修訂後通過。 

四、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視聽媒體館藏採購要點。（附件四）。 

決議：通過 

五、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附屬單位借閱管理規範（附件五）。 

決議：通過。 

陸、臨時動議： 

謝組長碧紅報告： 

明年自強活動規劃二天一夜行程，地點宜蘭童玩節、龜山島，行程大概安排在暑假期間，選

擇進修部上課前後。 

散會：下午五時三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