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主管會議紀錄
時間：99 年 11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地點：圖書館 1 樓會議室
主持人：林館長惠芬
出席人員：張組長世其、張組長淑玲、張編審麗鄉、張組長慧娟

記錄：張慧娟

壹、主席報告：
本人於日前（本月 5 日）出席本年度「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圖書館館際合作
會議」
，由部分聯盟館館長所提出之報告中得知，各聯盟館近年來為吸引 E 世代讀
者到館、發揮圖書館功能所進行之各項創新服務與空間改造計畫。例如：虎尾科
技大學圖書館針對特定節慶（聖誕節、新年、畢業季等）
，透過圖書館首頁傳達祝
福之意，並建置多樣化的教材與題庫，以因應該校學生對於數位學習及各類「認
證」考試之需求；中正大學圖書館為推動「閱讀」
，積極規劃各項主題書展並邀請
李昂等該主題知名作家到校辦理簽書會；此外，明道大學圖書館「讓圖書館走出
去」的理念，以及所設計的志工制服跳脫傳統樣式，更具美感。此些主動出擊、
重視本業、服務讀者、重視行銷與創意的種種思維，相當值得未來本館業務推展
之參考。
貳、各組業務報告
一、採編組：
（一）採編業務：
1、本年度系所薦購圖書執行狀況：陸續到書，相關進度皆密切掌握中。
2、購書經費運用狀況：為保障圖書採購作業之品質，已於 8 月間簽請同意
保留本（99）年度圖書設備費至 12 月 15 日。
3、修正讀者薦購書處理流程：
考量薦購讀者對於所薦購圖書採購狀況之高度關心，而本館主管會議每
月召開日期不一，故即日起，原「讀者薦購書單每月彙提本館主管會議
討論，以做為採購與否之依據」之處理流程將比照寒暑假期間之模式，
一律「以書面方式將讀者薦購書單傳閱各主管表達意見，或陳請 館長召
開會議討論」。
4、配合歡慶 39 週年校慶，特舉辦「愛閱白沙：我最愛的一本書」徵文活動，
共計 39 人投稿，投稿篇數總計 90 篇，547 位師生同仁熱情參與投票。網
路票選結果及獲獎讀者名單已公告於本館首頁及「愛閱白沙」部落格。
5、本學期電子書教育訓練（3 場次）共計 133 位師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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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月份分編完成並移交新書 953 冊（中文 637 冊、西文 316 冊）。
（二）視資小組業務：
1、DAISY 專案：依既定進度積極進行中。
2、有聲書錄製專案：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有聲教材已全數配發完成，目前進
行第 2 期請款作業中。
二、諮詢組：
（一）電子資料庫服務：
1、電子資料庫加入 CONCERT 部分，已完成資料庫確認清單，待 CONCERT
完成共同供應契約上網後，即可進行採購程序。
2、本學期電子資料庫教育訓練已圓滿完成，計有 21 場共 1,203 人參加。
3、39 週年校慶系列活動～Cool!研究好麻吉—熱門資料庫巡禮活動已於 99
年 10 月 31 日結束。
4、11 月將開始進行 100 年度電子資料庫採購業務。
（二）機構典藏（IR）：
1、為加強本校師生對機構典藏的認識，與研發處合作，特邀請臺灣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陳光華教授，於 99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五）蒞臨本校講演「機
構典藏與世界大學網路排名」議題。
2、完成圖書館委員著作授權清單並將資料上傳至系統，同時執行各系授權
清單之建立。統計如下：
類別

數量

期刊論文

133 筆

國科會計畫

12 筆

博碩士論文

856 筆

專書

28 筆

會議論文

83 筆

其他

22 筆

資料類型及數量
書目資料
122 筆
超連結
7筆
全文
4筆
書目資料
12 筆
超連結
0筆
全文
0筆
書目資料
1筆
超連結
855 筆
全文
0筆
書目資料
28 筆
超連結
0筆
全文
0筆
書目資料
83 筆
超連結
0筆
全文
0筆
書目資料
22 筆
超連結
0筆
全文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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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校博碩士論文移架：
於 99 年 10 月 30 日已處理 500 類約 1,300 餘冊，並移交流通組上架，目
前剩餘約 400 本待處理，預計 11 月底前可完成。
三、流通組：
（一）圖書館 4 樓中文書庫新增 7 座書架，共計 616 層，現正積極進行移架，
預估可多容納近 25,000 冊圖書，以擴增中文書之典藏空間，預計本月底
前完成。
（二）完成圖書館 3-4 樓角窗等防滲與油漆粉刷工程，以提供全校師生更舒適、
安全的閱覽暨使用空間。
（三）配合學校 39 週年校慶活動，圖書館自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31 日止，舉辦
「性別平等教育」館藏資料展覽。
（四）各層樓垃圾桶統一放置東西兩側廁所旁，並張貼標示分類，以利資源回
收再利用。
（五）本館各樓層天花板更新工程，經廠商估價 90 多萬元，已簽准，將移請總
務處辦理招標事宜。
四、期刊組：
（一）2011 年全校之中、日、大陸、西文期刊皆已申購，西文期刊案預訂於 11
月 11 日上網，11 月 23 日開標。
（二）10 月中旬起，將本館西文紙本期刊亦有電子期刊現刊全文者，在各刊現
刊架上標示有電子期刊及其查詢方法路徑，總計 203 筆。方便讀者可選
擇紙本或電子文獻參閱，或遇過刊送出裝訂期間有替代查閱管道。
（三）在各研究小間加裝緊急求救鈴乙案已申請核可，近日施作，未來在 1、2、
4 樓皆有訊號面板。
（四）館務會議提將視聽媒體之預約保留更改為 3 日，試辦 1 個月已屆滿，目
前並無爭議意見出現，故確定視聽媒體預約保留天數為 3 日。
（五）為顧及安全，已申請將討論室甲的正門修改為加開視窗，可由外看出有
無讀者仍在室內否，以利管理。
（六）視聽室已完成將限制級影片加註警語，故在辦理影片借出時會先跳出警
語視窗畫面，請同仁於協助流通時稍加留意。
（七）配合師培中心薦購視聽媒體，已購入數批，日前再申購乙批約 24 萬，採
標案方式辦理。
（八）視聽室配合存放教材中心之附件光碟片，每年皆有新片成長，目前放置
於櫃台內防潮櫃中，配合教材亦不外借，讀者需參閱，請押證館內閱覽，
惟年年成長及教材更新，代管存放空間亦是有限，若淘汰撤架亦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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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室同步處理。
參、意見交換
一、工學院將於 11 月 29 日辦理之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審查與實地訪評作業，訪評委員預計於當天 13:00 至 14:00 到館參訪，停留
時間約半小時。請轉知同仁注意館內環境清潔，各組並請推派一名同仁陪
同導覽。相關事宜請流通組淑玲組長負責統籌。
二、師長反映資料庫連線狀況不穩定情形已有多時，請諮詢組同仁積極與電算
中心連繫，共商解決之道。
肆、散會：上午 11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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