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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主管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9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地點：圖書館 1 樓會議室 

主持人：林館長惠芬                                         記錄：蔡惠玲 

出席人員：張組長慧娟、張組長世其、張編審麗鄉、蔡組長惠玲 

壹、主席報告： 

本館在經費執行狀況已達 70%以上，有關業務費方面請參考寶棗提供估算表

(附件)，目前尚有結餘 51 萬元，各組如有需求可以再提出申請；另 40 週年校慶

本館統籌改由諮詢組錦雲負責，校慶活動網頁也在文字上作修飾；師培中心評鑑

資料由麗鄉負責提供，也請各組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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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陸續到書，相關進度皆密切掌握中。 

2、購書經費運用狀況： 

   （1）為保障圖書採購作業之品質，已於 8 月間簽請同意保留本（100）年

度圖書設備費至 12 月 15 日。 

（2）購書經費至今尚有結餘，是否就特定主題重點選購中西文圖書或另有

其他構思，將待請示 館長後儘快執行。 

3、考量國內書目建檔格式已朝向「中西文合一」，並以統一採用 MARC21 格

式為主流，本組已著手規劃本館中文書目建檔格式轉換之建議時程及因

應方向。。 

（二）視資小組業務： 

1、DAISY 專案：依既定進度進行中。 

2、有聲書錄製專案：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有聲教科書（含學障用書）已於 9

月間全數配發完成。。 

二、諮詢組： 

（一）機構典藏系統，資料蒐集持續進行中， 5-8 月已完成 31 位師長學術著作

授權。 

（二）40 周年校慶活動網頁已完成， 

已完成活動名稱： 

本校教師著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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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教師學術創作與升等作品展示 

（1）製作紙本與電子版著作目錄供展覽用。 

（2）歷年本館收藏之教師實體著作展覽。 

站在巨人的肩膀 

（1）展示本校教師西文著作被引用次數最多之前 20 篇。 

（2）展示 97-99 年本校傑出研究教師名錄。 

（三）檢索區電腦控管系統建置完成，目前開放測試使用中，針對教職員工生

以每天使用 8 小時為限制，帳號密碼登入方式為本校單一簽入；校外人

士（含校友）目前規劃以一小時為限，可利用檢索區電腦直接進行續借

一次。。 

三、流通組： 

（一）圖書館 3、4 樓書庫於 7 月 18 日至 7 月 27 日進行新增書架及防震連桿安

裝工程，共計 10 座，368,500 元，已完成驗收。 

（二）為紓解圖書館 4 樓中文書架空間於 8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進行本校博碩士

論文移架至 3 樓矮櫃區及南面靠牆木製書架存放，共計 6,000 多冊，已全

數完成。 

（三））配合學校 40 週年校慶活動，圖書館自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3 日止，舉辦

「臺灣省議會第九、十屆檔案史料巡迴展」。 

（四）為改善圖書館內廁所天花板管線滲水(計 16 間)及休閒閱讀區採光問題，

於 9/14 開始進行工程，工期預估在 10/14 前完工。另廠商在投標時承諾

將一併將1樓無障礙廁所(2間)蓋板更換為矽酸鈣板(原蓋板為碳纖材質易

吸潮損壞)；而休閒閱讀區採光問題將加裝透光性防火簾(波浪造型)以降

低熱能進入室內。 

      註：施工排程如下： 

施工排程 施工區域 

9/14~9~24 1~4F 東面廁所 
9/25~10/5 1~4F 西面廁所 
9/14~10/14 休閒閱讀區採光罩改善工程 

（五）8 月底聘用臨時約用人員王文昇先生，暫代本組書記職缺，任期至 101 年

初等考試分發人員到任；門禁人員王淳佑先生因家庭因素 10 月 1 日離

職，遺留的工作經甄選後，由本校退休人員陳文義老師接任。 

四、期刊組： 

（一）進行中 

1、2012 年各院、系所、中心薦購之中、日、大陸、西文期刊已彙整完成並送

請廠商估價，預定 10 月初簽請辦理 2012 年全校期刊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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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0 年西文期刊及大陸期刊案已於 8 月 31 日到期，9 月 23 日將配合總務

處事務組辦理驗收及後續之結案流程。 

3、 目前進行西文期刊下架、綑綁、造冊，預訂待驗收完畢後送出裝訂，寶山

及總館合計下架 460 種，3,793 冊，預計裝訂 634 冊，點收箱狀態已改為

「待裝訂」。 

4、 視聽室持續購置之視聽媒體除讀者薦購之佳片外，亦配合系所薦購，目前

計有化學、台文、美術、特教、科教、師培中心等單位，本年度視聽資源

經費剩餘約 13,000 元。 

5、 配合本校 40 週年校慶活動，彙整全館配合活動文案共計 4 項，送學務處

列入全校校慶活動。依會議決議諮詢組活動「彰師 40 - 研究能量 全面啟

動」辦理剪綵，諮詢組將製請柬邀請觀禮。9 月 14 日館長指示為配合 40

週年校慶所列主要重點活動，圖書館部份為諮詢組所提之活動，故本館之

統籌及對外統一改由諮詢組負責。 

6、 配合 101 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評鑑相關作業，本館為項目 3-3 協辦單位，

表 3-3-1 主辦單位，9 月 9 日已送出質化與量化資料，日後將陸續配合評

鑑資料的更新與補充。 

7、 數位學習中心將製 MOD 系統，索取本館 MOD 清單，視聽室目前正與各

清單之出版廠商確認授權範圍及校外連線設定可否，若數位學習中心完

成，本館之 MOD 系統將移除，硬體設備將移轉諮詢組作有效運用。 

8、校慶活動「好刊相送」，擬贈送的期刊陸續下架整理中。 

（二）已完成 

1、已完成本年度中、日、大陸期刊之裝訂作業，計下架 292 種，2,409 冊，總

計裝訂 381 冊，亦已建檔完成新增館藏，已陸續分送寶山及本館合訂本區

上架。 

2、將研究小間之座椅汰舊換新，計 27 間，購置符合人體工學之座椅，提供本

校教師及研究生更舒適之研讀環境。 

3、為配合現行視聽媒體發展型式及使用規格，並擴增視聽館藏之典藏空間，

將早期不適用之多媒體光碟下架，原平面展示存放空間改建為「軌道式存

放櫃」，計 14 櫃，目前已依類別將館藏視聽媒體上架。 

4、完成 2-4 樓研究小間牆面粉刷工程，修繕牆壁掉漆脫落等，以提供清新乾爽

之閱讀空間。 

5、配合本校與屏東台東澎湖等偏遠及離島地區國中簽訂策略聯盟，依需求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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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數批較適合國中生閱讀之過期期刊計 15 種，192 冊予 5 所國中，以達資

源整合、縮短城鄉差距之教育目標。 

6、於 2 樓沙發區及中庭間之玻璃窗裝置陽光捲簾 3 組，以阻絶夏日豔陽之折

射，改善閱覽區及辦公區閱讀視覺環境。 

7、於 2 樓行政辦公區南邊及閱覽區間加裝高隔間乙座，以期降低傳出之音量

及減少公務處理如電話交談聲等干擾，達安靜之閱覽環境。 

8、2 樓視聽室東側門木質面版脫落，予以更換並加強隔音功能，以維持視聽室

之閱覽區與討論室音量區隔功能。 

參、意見交換 

一、有關秘書室要求各單位提供職掌之業務標準作業流程： 

1.作業程序說明表 

2.流程圖 

3.自我檢查表件（整體層級自行檢查表、作業層級自行檢查表） 

請各組就業務職掌提供資料，相關資料提主管會議（10/13）討論。 

二、有關檢索區電腦控管系統，建議諮詢組提 10 月 6 日館務會議報告後才開始

實施。 

肆、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