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7 學年度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12月4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地點：圖書館地下室多功能會議室 

主持人：黃圖資長其泮 

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徐淑秋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與本學年圖資處圖書館委員會會議。我今年八月剛接

任圖資長，圖書館委員會對圖資處有非常重要的敦促，請委員多多參與會議並

給予指導。 

現在電子資源使用越來越多，各學院系所使用的電子資料庫越來越多元，

但因經費有限，恐無法全面兼顧各學院之需求，對於電子資料庫經費機制的採

購原則，待會請同仁向各位報告。同時也希望各系所的圖書經費能多多挹注到

本處，增加經費支援。 

未來會以電子書的發展及推廣為重，電子書的比重會越多。特別要提醒系

所薦購的部分紙本圖書，發現其借閱次數是零。請委員薦購圖書時，盡量以對

學生有幫助為考量，提高學生有興趣借閱圖書，以發揮其最大效果。 
 

報告事項（一） 

案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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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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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P.2）。 

決定：：記錄確定並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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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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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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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已刊登於本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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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

設置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 討論。 
決議︰通過。 

解除列管 107 年 6 月 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報告事項（二） 

案由：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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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編暨綜合業務組 

二、 讀者服務組 

附件：圖書館業務報告（附件 2，P.2-42）。 

決定：備查。 

 

圖書館業務報告（107 年 4 月~ 107 年 9 月） 

◆ 採編暨綜合業務組業務報告 

一、 採編業務 

(一) 圖書視聽資源 

1、 針對師長學期課程所需授課用教科書，每學期均辦理提前採購作業。107 學年上

學期共計 5 位師長推薦 23 冊中西文授課用教科書，均已編目上架供師生利用；

107 學年下學期授課用教科書薦購自即日起至 12 月 14 日止進行調查，請各位師

長留意公告，於期限內提出需求，以利於開學前採購入館。 

附件 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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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年各系所圖書薦購已於 9 月 15 日截止，目前已採購入館清單請見附件 3（附

件 3，P.11-29），其餘書單陸續到館編目中。 

3、 9 月起於圖資處 1 樓大廳設置「系所專業圖書展示專區」，將近兩年各系所薦購

之專業新書獨立陳列於展示櫃，定期更換書單內容，展示期間皆開放外借，藉此

將散落於書庫間的系所圖書集中陳列，讓師生更易取得，請各圖委老師能多幫忙

宣傳，發揮系所圖書資源效益。 

4、 「校園二手書贈送平台」截至 9 月 30 日所提供之中、西文圖書共有 340 冊，其

中已登記圖書有 301 筆。 

5、 5 月 28 日至 6 月 22 日於圖資大樓 1 樓大廳舉辦「START WHERE YOU ARE—

2018 畢業季主題書展」，展出內容包含面試、履歷、生涯規劃、職場技能…等實

用好書。 

(二) 期刊資源業務 

1、 3-5 月陸續進行總館及寶山現刊架位調整，重新分配架號，並進行館藏註記更新。 

2、 「新小牛頓」原流通政策為光碟可外借，期刊不可外借，為使讀者可同時參閱兩

項資源，5 月中將期刊改為可外借。 

3、 107 年因出版社停止出刊，共 5 刊：今天文學、國際軍務、Arch 雅趣、當代設計

與牛頓科學雜誌。 

(三) 電子資源 

1、 科技部物理推動中心 105-108 年圖書期刊服務計畫： 

108 年仍持續補助部分經費，但本校仍須維持續訂 12 種 AIP、APS、IOP、OSA

物理光電等電子期刊，聯盟學校可共享使用約 140 種刊物。 

2、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續訂經費已簽准由教育部深耕計畫配合款支應，續訂期為

107 年 11 月 1 日-108 年 10 月 31 日，並提前於 10 月 25 日啟用。 

3、 協助化學系購置 SciFinder 資料庫(含 MethodsNow & PatentPak)，訂期為 107 年 5 月

至 108 年 4 月，並於 5 月 1 日開通啟用，並製作簡易查詢途徑、帳號密碼申請方

法，提供化學系師長宣導與使用。 

4、 為便利師生校內外使用各種智慧行動裝置閱覽電子書，將本校購入之 iRead 、

HyRead、udn 等 3 種中文電子書系統，帳號密碼統一使用本校單一簽入方式，有

關 API 介接設定中，待全部完成設定後，將進行公告週知。目前已完成 HyRead 

及 udn 電子書設定。 

5、 提供試用資料庫： 

（1） The Scientific & Medical ART Imagebase 專業醫學影像與動畫資料庫 

（2） 競業知識網-華文全媒體知識總匯資料庫 

（3） Scopus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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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資料庫 

（5） 臺灣學術經典資料庫 

（6） 臺灣人社百刊(1967~今) 

（7） 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提供 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開放試用至

11 月 30 日。 

6、 有獎徵答相關推廣活動： 

（1） TAEBDC 電子書活動：Emerald 電子書有獎徵答，為您開學添好運！ 

（2） 跟著青蛙去旅行!!【2018 年 WOS&JCR】暨【TVE 技職聯盟 CPCI 試用推廣】

有獎徵答活動。 

（3） 2018 年【udn 借閱王．尋找閱讀達人獎好禮!】享受閱讀零時差，電子書刊

免費暢讀!! 

（4） ~ProQuest 2018 一起來線上尋寶，Health Banco 空氣清淨機等你來拿~ 

（5） 2018 年劍橋大學 Cambridge Core 有獎徵答活動，送您星巴克儲值卡！ 

（6） TAEBDC 電子書活動：看 e 書．填問卷．抽大獎活動！ 

（7） Taylor & Francis 有獎徵答活動開跑了!讓您吃不完帶著走！ 

（8） 2018 SAGE 資料庫有獎徵答，空拍機/無人機、富士拍立得等你來拿~ 

（9） 協助推廣【情Ｅ綿綿：電子書傳情】活動，活動日期:9/19-11/9。 

7、 107 年度本處參與多種學術聯盟單位，購置各種類型電子書，請師長協助多加宣

傳及利用，內容如下: 

（1）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聯盟(TEBSCO)：「2018 年上半年 iRead eBook 華藝

電子書」，委託逢甲大學辦理聯合採購招標，各校選書 1,002 冊，每校分攤

金額新台幣 283,000 元，於 6 月 19 日完成驗收，7 月核銷付款。 

（2） 大學圖書館電子書聯盟：「2018 上半年 HyRead eBook 聯盟採購」優惠方案，

約有 56 校參與，各校選書 1,771 冊，另凌網贈書 500 冊，平均 1 冊電子書

約新台幣 144 元，已於 8 月 20 日完成交貨及線上測試，9 月 19 日完成驗收

事宜。 

（3）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業務： 

A.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7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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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計畫說明會中，教育部仍持續補助本計畫執行，並委託臺灣師大統籌

辦理採購招標事宜。9 月起陸續辦理驗收 Springer Nature2018 版權年西

文電子書(8,115 筆)、Karger 西文電子書(37 筆)、Wiley 電子百科(6 筆)、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197 筆)、IGP_ProQuest 西文電子書(344 筆)等。 

B. 2018電子書聯盟選書試用：本年度開放HyRead電子書 1,318冊及 iRead

電子書 922 冊試用，已全數上架於圖書自動化系統及電子資源查詢系

統，供師生試閱。 

C. 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第二年（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購置電子書經費（資本門）共計新臺幣 5,389 萬 2,800 元

整。依「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推動小組第 76 次會議決議計

算，目前聯盟共有 86 所會員館，本校獲補助新臺幣 539,450 元。 

D. Springer 電子書：5 月完成 Springer 電子書 2016 及 2017 版權年 557 種/冊

分編與書目清單匯入系統供師生查詢使用；另聯盟通知下架

Nondestructive Measurement in Food and Agro-products 等 17 種/冊。7 月完

成 Springer 電子書 2017 版權年 744 種/冊分編與書目清單匯入系統供師

生查詢使用。 

E. 因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建置 Project MUSE 新平台，已將

102 年購置之 Project MUSE 電子書，全部轉換至新平台，提供師生查閱。 

（4） 7月採購進館 SpringerLink2013版權年電子書資料庫/主題：Computer Science 

(含 Professional Computing and applied Computing)計 1,294 冊。 

 

(四) 各項相關業務統計 

1、 年度新增中西文各類圖書(107.1.1~107.10.31) 

系所/單位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視聽媒體 

種數 冊數 種數 冊數 種數 冊數 

科教所 6 6 8 8 8 8 

英語系 25 27 54 56 17 17 

特教系 0 0 33 33 0 0 

復諮所 5 6 1 1 0 0 

美術系 79 79 6 6 0 0 

兒英所 1 1 22 22 0 0 

翻譯所 0 0 8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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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單位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視聽媒體 

種數 冊數 種數 冊數 種數 冊數 

國文系 106 261 0 0 0 0 

數學系 0 0 5 5 0 0 

物理系 0 0 4 4 0 0 

統資所 1 1 1 1 0 0 

人管所 0 0 2 2 0 0 

車輛所 6 6 13 13 0 0 

機電系 7 7 5 5 0 0 

電子系 0 0 8 8 0 0 

運動系 0 0 20 20 0 0 

運健所 29 29 0 0 0 0 

師培中心 492 492 0 0 0 0 

圖資處 2,405 2,507 67 67 224 275 

總計 3,162 3,422 257 259 249 300 

註：部分購案尚在採購中，故以請購數量預估。 

2、 中西文電子書(107.1.1~107.10.31) 

類型 種數 冊數 

中文電子書 4,229 4,239 

西文電子書 11,836 11,884 

合計 16,065 16,123 

3、 專案計畫購書(107.4.1~107.9.30) 

計畫別 項目 種數 冊數 金額 

科技部 
中文圖書 63 67 41,863 

西文圖書 19 22 46,339 

研發處結餘款 

回饋款 

中文圖書 1 1 458 

西文圖書 1 1 1,750 

總計 84 91 90,410 

4、 贈書統計(107.4.1~107.9.30) 

屬性 合計（冊） 

他單位贈送(含政府單位及民間贈書)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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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期刊／合訂本(107.4.1~107.9.30) 

合 

訂 

本 

語文別 本期新增 總計 

中、日、大陸 83 18,324 

西文 235 31,331 

現

刊 

語文別 點收移交量（卷期） 

中、日、大陸 1,073 

西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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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綜合業務 

(一) 彙整填報 107 年度校務資料庫相關表件統計資料。 

(二) 填報 107 年度智慧財產權自評表。 

(三) 107 年 4 月配合校務評鑑及推動系所品質保證作業，填復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品保項

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說明」提供佐證資料(圖書、期刊、電子期刊/資料庫清單)。 

(四) 107 年 4 月 26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 

(五) 107 年 6 月 12 日彰化縣環保局至本處進行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現況調查巡檢(內容包含

CO2、甲醛 HCHO、細菌、懸浮微粒 PM10)等，各項檢驗結果皆符合標準。 

(六) 107 年 6 月 13 日，協助校務評鑑晤談任務_行政人員組。 

(七) 填報 107 年 4-9 月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八) 填報 107 年 4-9 月個人資料紀錄銷毀申請單_受贈資料記錄單。 

(九) 107 年 7 月進行本年度 OCLC 年費繳款作業，本校今年分級為第二級，繳款金額

NT$6,300。 

(十) 彙整更新本校新生領航網資料。 

(十一) 彙整更新 107(1)學期本處新生始業式簡報。 

(十二) 彙整更新 107(1)學期本處新生家長日簡報。 

(十三) 107 年 8 月 17-19 日清洗總館與分館之地板與地毯等。 

(十四) 為維持本處空調系統之空氣品質，本年度持續進行風管清洗作業，並已於 107 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14 日完成三樓空調風管清洗。 

(十五) 107 年 9 月 21 日填報總務處室內空間數量與面積表單。 

(十六) 107 年 9 月 27 日蒙古全球領袖大學董事會主席蒞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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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本組場地服務記其他各項統計(107.04.01～107.09.30) 

   工作項目 數量 單位 說明 

場 

地 

服 

務 

多功能會議室 256 人次 
含線上登錄與代借服務。 

演講廳 315 人次 

場地通知信件數 621 件 
含申請回覆、特殊需求回覆、使

用通知、取消通知、停權通知及

重要訊息通知。 

場地設備操作指導 565 次 
含兩場地之各項設備操作說明及

注意事項告知等。 

公文收發 6,650 件 含公文分發與掛號件登記與通知取件。 

其 

他 

各項修繕 
水電 182 件 含線上登錄、現場勘查、故障張

貼、聯繫廠商與費用核銷。 土木 8 件 

零用金 50 件 107.04.01～107.08.31 

 

 

三、 視障資料業務 

(一) 持續執行教育部委辦之「視障有聲教科書製作」專案計畫： 

1、 「視障學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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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實施計畫」及「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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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書製作計畫」。兩專案已順利完成結案作業。 

2、 持續進行「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製作與管理計

畫」及「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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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計畫」。 

(二) 學障有聲教科書製作服務：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製作 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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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600 元，均

全數納入本校校務基金專戶。 

(三) 其餘重要記事： 

1、 教育部國教署專案： 

（1） 107 年 5 月 14 日，辦理 106 學年度高國中小有聲書第 2 期經費請款發文，

5 月 21 日來文同意撥款。 

（2） 107 年 5 月 16 日，發文至國教署請其協助轉知所屬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之

視障學生填寫使用狀況及滿意度問卷調查。 

（3） 107 年 5 月 25 日，完成視障有聲圖書錄音人員培訓營加班補休公文簽准。 

（4） 107 年 6 月 9 日，辦理「視障有聲圖書錄音人員培訓營」，參加學員計 49 人。 

（5） 107 學年度高國中小專案：6 月 22 日，完成校內計畫書及經費表發文，7 月

6 日行政協議書用印來文，7 月 16 日完成校內簽陳行政協議書用印寄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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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7 月 20 日行政協議書完成用印來文。 

（6） 107 年 8 月 22-27 日，完成 107 學年度視障及學障用高中職、國中、國小有

聲教科書第 1 學期第 1 次配發，9 月 14 日完成全部配發。 

（7） 107 年 9 月 4 日，發文至國教署檢附 106 學年度高國中小專案成果報告及收

支結算表辦理結案，9 月 13 日國教署回文已辦理結報。 

2、 教育部學特司專案： 

（1） 107 年 4 月 11 日，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有聲書專案第 3 期經費學生需

求資料回文同意請款，4 月 12 日領據請款發文，4 月 19 日撥款來文。 

（2） 107 年 4 月 13 日，106 學年度大專有聲書專案第 3-4 期經費借支簽准通過。 

（3） 107 年 6 月 27 日，發文至教育部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有聲書驗收

申請，7 月 27 日來文驗收通過，可附領據請款，8 月 6 日請款發文，8 月 23 日

撥款來文。 

（4） 107 學年度大專專案改為行政委託，6 月 22 日校內完成簽陳計畫書及經費

表寄教育部，7 月 10 日完成校內行政協議書用印寄教育部，7 月 19 日行政

協議書完成用印來文。 

（5） 107 年 8 月 12 日，完成 107 學年度教育部學特司大專及國教署兩專案第 1

期經費借支校內簽准。 

（6） 107 年 8 月 23 日，發文至空大索書。 

（7） 107 年 9 月 4 日，發文至教育部轉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專有聲教科書需

求申請。 

（8） 107 年 9 月 19 日，發文至空大索書。 

3、 其他： 

（1） 107 年 9 月 28 日，完成放大書、點字書及卡帶保護盒拆除、資源分類及清

運作業。 

（2） 107 年 6 月 25 日，特教中心邀請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之 15 名教育人員到本

校進行特教參訪及參觀視障業務活動。 

（3） 107 年 9 月 21 日，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張偉峰老師蒞館進行特教參訪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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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關業務統計：(107.04.1~107.09.30) 

項   目 本期增加數量 

讀者人數 27 

上架流通冊數（母版） 187 

上架流通時數（母版） 2,122 

數位化完成冊數（MP3 格式） 187 

數位化完成時數（MP3 格式） 2,122 

流通人次╱線上收聽人次 1,878╱155 

流通冊數╱線上收聽冊數 5,572╱861 

試音人數／試音通過人數 355／175 

錄音人員人數 131 

錄音室使用人次 117 

數位錄音教育訓練人次 5 

完成 DAISY 格式轉檔冊數 8 

電腦維護次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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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系所薦購圖書到館清單(至 11 月中止) 

序

號 
題名 作者 ISBN 出版年 系所 

1 漢語史稿 王力著 9787101087314 2013[民 102] 國文系 

2 汉语语音史 王力著 9787101097030 2014[民 103] 國文系 

3 漢語語法史 王力著 9787101087345 2014[民 103] 國文系 

4 漢語詞彙史 王力著 9787101078275 2013[民 102] 國文系 

5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著 9787101075984 2013[民 102] 國文系 

6 清代古音學 王力著 9787101075496 2013[民 102] 國文系 

7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著 9787101102659 2014[民 103] 國文系 

8 中国语法理论 王力著 9787101102666 2015[民 104] 國文系 

9 汉语语法纲要 王力著 9787101102673 2015[民 104] 國文系 

10 汉语音韵学 王力著 9787101104073 2014[民 103] 國文系 

11 汉语音韵 ; 音韵学初步 王力著 9787101099935 2014[民 103] 國文系 

12 诗经韵读 ; 楚辞韵读 王力著 9787101094275 2014[民 103] 國文系 

13 同源字典 王力著 9787101098990 2014[民 103] 國文系 

14 康熙字典音讀訂誤 王力著 9787101099515 2015[民 104] 國文系 

15 博白方音实验录 王力著 9787101093063 2014[民 103] 國文系 

16 怎样学习普通话 王力著 9787101098983 2014[民 103] 國文系 

17 汉语诗律学 王力著 9787101107227 2015[民 104] 國文系 

18 汉语诗律学 王力著 9787101107227 2015[民 104] 國文系 

19 诗词格律 ; 诗词格律概要 王力著 9787101093568 2014[民 103] 國文系 

20 龍蟲並雕齋文集 王力著 9787101108316 2015[民 104] 國文系 

21 龍蟲並雕齋文集 王力著 9787101108316 2015[民 104] 國文系 

22 龍蟲並雕齋文集 王力著 9787101108316 2015[民 104] 國文系 

23 龙虫并雕斋文集补编 王力著 9787101109146 2015[民 104] 國文系 

24 龙虫并雕斋文集补编 王力著 9787101109146 2015[民 104] 國文系 

25 龙虫并雕斋文集补编 王力著 9787101109146 2015[民 104] 國文系 

26 龙虫并雕斋文集外编 王力著 9787101099799 2014[民 103] 國文系 

27 龍蟲並雕齋詩集 王力著 9787101100891 2015[民 104] 國文系 

28 龙虫并雕斋琐语 王力著 9787101099805 2015[民 104] 國文系 

29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0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1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2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3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4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5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6 王力译文集 王力译 9787101108989 2015[民 104] 國文系 

37 王力古漢語字典 王力編著 9787101108972 2015[民 104] 國文系 

38 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 馮友蘭著 9787101110005 2017[民 106] 國文系 

39 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 馮友蘭著 9787101110005 2017[民 106] 國文系 

40 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 游志誠著 9789575801274 2013[民 102] 國文系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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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名 作者 ISBN 出版年 系所 

41 <<文心雕龍>>五十篇細讀 游志誠著 9789863390497 2017[民 106] 國文系 

42 周易卦爻辭 : 文學主題解祕 游志誠著 9789577489128 2016[民 105] 國文系 

43 風格的誕生 : 現代詩人專題論稿 陳義芝著 9789865794880 2017[民 106] 國文系 

44 

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 : 殖民地台

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 = Poewr and 

intimeacy under the Japanese 

Empire :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colonial literature from Taiwan 

朱惠足著 9789863444770 2017[民 106] 國文系 

45 全臺詞 許俊雅, 李遠志編 9789860526523 2017[民 106] 國文系 

46 全臺詞 許俊雅, 李遠志編 9789860526523 2017[民 106] 國文系 

47 全臺詞 許俊雅, 李遠志編 9789860526523 2017[民 106] 國文系 

48 客家新釋 葉國居著 9789863232223 2017[民 106] 國文系 

49 
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 : 賴和研究

論集 = LUA HO 
林瑞明著 9789865794866 2017[民 106] 國文系 

50 
我的家國閱讀 : 當代台灣人文精

神 
陳芳明著 9789863444510 2017[民 106] 國文系 

51 景象臺灣 黃光男著 9789869311236 2016[民 105] 國文系 

52 詩人的黃金存摺 楊照著 9789863871057 2016[民 105] 國文系 

53 七日讀 瓦歷斯.諾幹著 9789863871231 2016[民 105] 國文系 

54 台語現代詩研究 何信翰著 9789866078514 2015[民 104] 國文系 

55 詩經新解 :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姚奠中編譯 9789865636906 2017[民 106] 國文系 

56 魯迅經典作品精選 魯迅著 9789620745539 2017[民 106] 國文系 

57 
曖昧來得剛剛好 : 銀色快手情詩

選 
銀色快手著 9789869333641 2017[民 106] 國文系 

58 

福音演義 : 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

的書寫 = Attuning the Gospel : 

Chinese Christian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黎子鵬著 9789863502449 2017[民 106] 國文系 

59 探索丁玲 : 日本女性研究者論集 秋山洋子等著 9789869404655 2017[民 106] 國文系 

60 
慢讀 宋詞 : 悲歡人間的 40 回深

情眷戀 
琹涵著 9789863594178 2017[民 106] 國文系 

61 唐詩的多維視野 歐麗娟著 9789571192239 2017[民 106] 國文系 

62 表解中國文學史 林曉筠編著 9789862956861 2017[民 106] 國文系 

63 隋唐詩詞信手拈來 黃淑貞編著 9789864772520 2017[民 106] 國文系 

64 夏志清論中國文學 

夏志清著 ; 萬芷均

等合譯 ; 劉紹銘校

訂 

9789629966850 ; 

9789629966959 
2017[民 106] 國文系 

65 
詩經類編 : 知我者<<詩經>>罪我

者<<詩經>> 
陳光政著 9789577486400 2016[民 105] 國文系 

66 
紅樓夢後 : 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

究 
胡衍南著 9789571191249 2017[民 106] 國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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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名 作者 ISBN 出版年 系所 

67 
臺灣詩選. The best Taiwanese 

poetry. 2016 = 2016 / 
焦桐主編 9789865813888 2017[民 106] 國文系 

68 聞一多的原始主義 林淑娟著 9789869234269 2016[民 105] 國文系 

69 
中外詞學碩博士論文索引. 一九三

五-二 0 一一 / 
王偉勇編著 9789869234276 2016[民 105] 國文系 

70 歷代連珠評釋 王令樾著 9789576142680 1979[民 68] 國文系 

71 唐詩品彙 (明)高棅編選 9789576142727 1983[民 72] 國文系 

72 唐詩品彙 (明)高棅編選 9789576142727 1983[民 72] 國文系 

73 詩比興系論 顏崑陽著 9789570848892 2017[民 106] 國文系 

74 字與光 : 文學改編電影談 鄭政恆著 9789620440847 2016[民 105] 國文系 

75 
姿與言 : 詩國革命新論 = Gesture 

and language 
鄭毓瑜著 9789863444268 2017[民 106] 國文系 

76 
文学理论的兴起 : 晚清民初的一

份知识档案 
马睿著 9787532949076 2015[民 104] 國文系 

77 淡江詩派的誕生 = Poetry 楊宗翰主編 9789865794798 2017[民 106] 國文系 

78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 
合山究著 ; 蕭燕婉

譯注 
9789570848014 2016[民 105] 國文系 

79 
易代文心 : 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

賡續與新變 
呂文翠著 9789570848489 2016[民 105] 國文系 

80 香港的抒情史 陳國球著 9789629967437 2016[民 105] 國文系 

81 李喬戲劇集 李喬著 9865798670 2015[民 104] 國文系 

82 中國敘事學 : 歷史敘事詩文 李貞慧主編 9789866116605 2016[民 105] 國文系 

83 詞學通論 吳梅著 9789571189093 2016[民 105] 國文系 

84 詩經概說 林祥征著 9789571188331 2016[民 105] 國文系 

85 

行走的詩 : 獻給臺中的五十首地

景詩 = The ambling poems : 50 

selected landscape poems 

dedicated to Taichung 

路寒袖主編 9789860505122 2016[民 105] 國文系 

86 語言的軀體 : 四川五君詩歌論 曹夢琰著 9789864451494 2016[民 105] 國文系 

87 中國古典小說 

夏志清著 ; 何欣, 

莊信正, 林耀福譯 ; 

劉紹銘校訂 

9789863231837 2016[民 105] 國文系 

88 新文學研究 
蘇雪林原著 ; 謝泳, 

蔡登山編 
9789863263883 2016[民 105] 國文系 

89 中國戲曲概論 吳梅著 9789571188379 2016[民 105] 國文系 

90 語文閱讀與書寫 王秋香等編著 9789862956205 2016[民 105] 國文系 

91 

中國古代民間笑話精選 = 

Selected Chinese ancient times 

folk joke 

陳竟雄主編 9789574613212 2016[民 105] 國文系 

92 唐代民間歌謠 邱燮友著 9789571188171 2016[民 105] 國文系 

93 詩經全注 黃忠慎編著 9789571188263 2016[民 105] 國文系 

94 慢讀王維 琹涵著 9789576396076 2016[民 105] 國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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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名 作者 ISBN 出版年 系所 

95 新譯劉禹錫詩文選 
[劉禹錫著] ; 閻琦注

譯 
9789571461472 2016[民 105] 國文系 

96 柯慶明論文學 柯慶明著 9789863443421 2016[民 105] 國文系 

97 六朝哀挽詩文研究 何維剛著 9789863390305 2015[民 104] 國文系 

98 紅樓夢裏人 亦舒 9789882013322 2016[民 105] 國文系 

99 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 王中忱著 9789869282048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0 楚辭探析 周秉高著 9789571185026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1 詩經古義探源 鄭玉姍著 9789571185705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2 蓬瀛五弄 
曾永義編撰 ; 周秦

譜曲 
9789573614975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3 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研究 張淑萍著 9789571722153 2014[民 103] 國文系 

104 六朝詩歌中知覺觀感之轉移研究 陳秋宏著 9789571722238 2015[民 104] 國文系 

105 
風過松濤與麥浪 : 台港愛情詩精

粹 
秀實, 葉莎主編 9789864450862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6 
風騷與豔情 : 中國古典詩詞的女

性研究 
康正果著 9789864450800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7 重審風月鑑 : 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康正果著 9789864450893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8 
黃菊東籬耀古今 : 陶淵明其人其

詩散論 
齊益壽著 9789863501503 2016[民 105] 國文系 

109 漫話中國文學史 王慧茹等編著 4712780655443 2016[民 105] 國文系 

110 
文言文閱讀素養 : 新看古典小說

的故事 
高詩佳, 張至廷著 9789571184081 2016[民 105] 國文系 

111 
味道福爾摩莎 : 焦桐精選高雄小

吃地圖 

焦桐著 ; 林佩穎繪

圖 
1294998500010 2016[民 105] 國文系 

112 明雜劇論題三編 陳貞吟著 9789573614838 2016[民 105] 國文系 

113 
跨國華人書寫文化藝術再現 : 施

叔青研究論文集 

王德威等著 ; 簡瑛

瑛, 廖炳惠主編 
9789865624057 2015[民 104] 國文系 

114 
何處不清光 : 余光中詩歌邊陲性

論析 
陳淑彬著 9789571183879 2015[民 104] 國文系 

115 六朝同題詩歌研究 沈凡玉著 9789863501176 2015[民 104] 國文系 

116 
從「現實」到「寫實」 : 一九八○

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裴海燕(Jana 

Benešová)著 
9789863263357 2015[民 104] 國文系 

117 

「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 

= The rise of new criticism of 

poetry in modern China 

陳越著 9789866777912 2015[民 104] 國文系 

118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1: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19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1: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0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2: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1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2: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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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名 作者 ISBN 出版年 系所 

122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3: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3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3: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4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3:3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5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4: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6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4: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7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5: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8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5: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29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6: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0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6: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1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6:3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2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6:4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3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1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4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2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5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3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6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4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7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5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8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6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39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7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40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8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41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9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42 清代宦臺文人文獻續編 v.7:10 郭秋顯,賴麗娟主編 
9789866429613 

(一套:精裝) 
2017[民 106] 國文系 



16 

 

序

號 
題名 作者 ISBN 出版年 系所 

143 

英文閱讀特訓班 = Reading 

smart : improving your read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skills. 

中高級篇 

LiveABC 互動英語

教學集團作 

9789864412464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44 

英文閱讀特訓班 = Reading smart 

improving your read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skills. 中級篇 

陳柔曲責任編輯 
9789864412150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45 

中英筆譯 : 翻譯技巧與文體應用 

=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 

honing skills for various genres 

廖柏森等合著 
9789575325138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46 英文商業關鍵詞全書 

Mile R. Mcgarry, 

Christopher W. Lin, 

吳湘琴合著 

9789869336055 

(平裝) 
2016[民 105] 英語系 

147 英文求職履歷書與面試技巧 吳湘琴著 
9789869382144 

(平裝) 
2016[民 105] 英語系 

148 TOEIC L&R test 多益文法解密 
石井辰哉著 ; 許可

欣, 涂紋凰譯 

9789575325077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49 新制多益考前衝刺 TOEIC 單字 
劉樹燃作 ; 馮艾瑪

譯 

9789864540785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0 

New TOEIC 新版多益完全攻略 = 

Complete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TOEIC 

吳嘉玲等責任編輯 
9789864412518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1 全面突破多益 Toeic 必考文法 Dean Liao 作 
9789869616157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2 

連續 5 年多益口說滿分的怪物講師

TOEIC 多益口說攻略+模擬試題+

解析. 2018 / 

黃認祺作 ; 陳采宜

譯 

9789869616126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3 
搭配詞的力量 = The power of 

collocations. 形容詞篇 
王梓沅作 

9789869658041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4 TOEIC 多益口說&寫作大破解. II / 
Stephen Browning

著 

9789865694098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5 TOEIC 多益口說&寫作大破解. II / 
Stephen Browning

著 

9789865694098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56 究極英單 12000 

株式会社アルク著 ; 

蔡易伶, 高靖敏, 游

懿萱譯 

9789575324179 

(第 3 冊 : 平裝) ; 

9789575324186 

(第 4 冊 : 平裝) 

2012-2016[民

101-105] 
英語系 

157 究極英單 12000 

株式会社アルク著 ; 

蔡易伶, 高靖敏, 游

懿萱譯 

9789575324179 

(第 3 冊 : 平裝) ; 

9789575324186 

(第 4 冊 : 平裝) 

2012-2016[民

101-105] 
英語系 

158 躺著背單字全民英檢高級 黃亭瑋作 
9789865785628 

(平裝) 
2015[民 104] 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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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New TOEIC 多益新制黃金團隊 : 5

回全真試題+詳解 

洪鎮杰, 李住恩, 

NEXUS 多益研究所

著 ; 謝宜倫, 嚴思

涵譯 

9789862487068 

(一套 :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60 
New TOEIC 多益新制黃金團隊 : 5

回全真試題+詳解 

洪鎮杰, 李住恩, 

NEXUS 多益研究所

著 ; 謝宜倫, 嚴思

涵譯 

9789862487068 

(一套 :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61 新制多益 New TOEIC 單字大全 
David Cho 作 ; 許

竹瑩, 張育菁譯 

9789864540563 

(平裝) 
2017[民 106] 英語系 

162 
20 個 Steam 新視野 : 臺南創新教

學典範 
林媛玉等採訪撰文 

9789579095877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63 
海倫帕瑪.九型人格聖經 : 認識自

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力量 

海倫.帕瑪(Helen 

Palmer)著 ; 張佳棻

譯 

9789579001182 

(平裝) 
2017[民 106] 英語系 

164 圖解九型人格人生整理術 陳思宏作 
9789865785079 

(平裝) 
2013[民 102] 英語系 

165 我的第一本圖解九型人格 陳思宏作 
9789865785406 

(平裝) 
2014[民 103] 英語系 

166 格格不入的人生宣言 

莉迪婭.約克娜薇琪

(Lidia Yuknavitch)

著 ; 施婉清譯 

9789863983644 

(平裝) 
2018[民 107] 英語系 

167 贏在扭轉力 孔毅著 
9789869187336 

(軟精裝) 
2015[民 104] 英語系 

168 
失敗的力量 : Google.皮克斯.F1

車隊從失敗中淬煉出的成功秘密 

馬修.席德(Matthew 

Syed)著 ; 威治, 朱

詩迪, 林祐丞譯 

9789864770199 

(平裝) 
2016[民 105] 英語系 

169 

Boy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 masculinity, 

abjection, and the fictional child 

Annette 

Wannamaker. 

9780415875516 

(pbk.) ; 

9780415974691 

(bound) 

c2008. 兒英所 

170 

Ways of being male : representing 

masculiniti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 

edited by John 

Stephens. 

9780415995153 

(pbk.) ; 

9780415938617 

(bound) 

2002. 兒英所 

171 
IELTS writing : academic module. 

Task two / 
Andrew Guilfoyle. 

9789574457144 

(pbk.) 
2017. 兒英所 

172 

Cambridge English IELTS 11. 

authentic examination papers. 

Academic with answers : 

  
9781316503966 

(pbk.) 
2016. 兒英所 

173 
More words about pictures : 

current research on picture books 

edited by Naomi 

Hamer, Perry 

9781138656642 

(bound) ;  
2017. 兒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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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isual/verbal texts for young 

people 

Nodelman, and 

Mavis Reimer. 

174 

Domestic interiors : representing 

homes from the Victorians to the 

moderns 

edited by Georgina 

Downey. 

9781847889317 

(pbk.) ; 

9781847889324 

(bound) ; 

9781847889331 

(ebk.) 

2013. 兒英所 

175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childhood in the western world 

edited by Paula S. 

Fass. 

9781138820616 

(pbk.) 
2015. 兒英所 

176 
Stories from home : English 

domestic interiors, 1750-1850 

Margaret 

Ponsonby. 

9780754652359 

(bound) 
2016. 兒英所 

177 

Architectural identities : 

domesticity, literature,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es 

Andrea Kaston 

Tange. 

9781442641136 

(bound) 
c2010. 兒英所 

178 
The tragi-comedy of Victorian 

fatherhood 
Valerie Sanders. 

9781107412651 

(pbk.) 
2012. 兒英所 

179 
A history of children's books in 

100 books 

Roderick Cave and 

Sara Ayad. 

9780712356985 

(bound) 

2017. ; 

© 2017 
兒英所 

180 Picture this : how pictures work Molly Bang. 

9781452151991 

(pbk.) ; 

9781452135151 

(bound) 

[2016] 兒英所 

181 How picturebooks work 
Maria Nikolajeva 

and Carole Scott. 

9780415979689 

(pbk.) 
2006. 兒英所 

182 
Talking beyond the page : reading 

and responding to picturebooks 

edited by Janet 

Evans. 

9780415476966 

(pbk.) ; 

9780415476959 

(bound) 

2009. 兒英所 

183 
學測指考英文作文 : 黃玟君教你

高分寫作技巧 
黃玟君著 

9789575324230 

(平裝) 
2016[民 105] 兒英所 

184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edited by Christiane 

Lütge and Janice 

Bland. 

1472576276 

(pbk.) ; 

9781472576279 

(pbk.) 

2014. 兒英所 

185 
The critical merits of young adult 

literature : coming of age 
edited by Crag Hill. 

9780415819183 

(hbk.) ; 

9780203527283 

(ebk) 

2014. 兒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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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 : books 

(and more) for contemporary 

readers 

Joan L. 

Knickerbocker, 

Martha A. 

Brueggeman, 

James A. Rycik. 

9781934432433 

(pbk.) ;  
2012. 兒英所 

187 
Sharing the journey : literature for 

young children 

David Yellin, 

Beverly A. DeVries. 

9781934432075 

(pbk.) 
2011. 兒英所 

188 

Teaching young adult literature 

today : insights, consideration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classroom teacher 

edited by Judith A. 

Hayn, Jeffrey S. 

Kaplan, and Karina 

R. Clemmons. 

9781475829464 

(hbk.) ; 

9781475829471 

(pbk.) ; 

9781475829488 

(ebk.) 

2017. 兒英所 

189 

Screen adapt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hood : transform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nto film 

Robyn McCallum. 

1137395400 

(hbk) ; 

9781137395405 

(hbk) 

2018 ; 2018 兒英所 

190 
Interactive books : playful media 

before pop-ups 

Jacqueline Reid-

Walsh. 

0415858453 

(hbk.) ; 

9780415858458 

(hbk.) 

2018. 兒英所 

191 

Childhood and pethood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new 

perspectives in childhood studies 

and animal studies 

edited by Anna 

Feuerstein and 

Carmen Nolte-

Odhiambo. 

1138230332 

(hbk.) ; 

9781138230330 

(hbk.)  

2017. 翻譯所 

192 Teaching literature to adolescents 

Richard Beach, 

Deborah Appleman, 

Bob Fecho, and 

Rob Simon. 

9781138891234 

(hbk.) ; 

9781138891241 

(pbk.) ;  

2016. 兒英所 

193 
The web as corpus : theory and 

practice 
Maristella Gatto. 

9781441150981 

(hbk) ; 

9781441161123 

(pbk.) ;  ;  

2014. 翻譯所 

194 Lust for life Irving Stone. 

0452262496 

(pbk.) ; 

9780452262492 

(pbk.) 

1984. 翻譯所 

195 
The embodied child : reading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ited by Roxanne 

Harde and Lydia 

Kokkola. 

1138081566 

(hbk) ; 

9781138081567 

(hbk) 

2018. 翻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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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ctorian 

literary culture 

edited by Juliet 

John. 

0199593736 

(hbk.) ; 

9780199593736 

(hbk.) 

2016. 翻譯所 

197 Psychobiology of physical activity 

Edmund O. 

Acevedo, 

Panteleimon 

Ekkekakis, editors. 

0736055363 

(hbk.) ; 

9780736055369 

(hbk.) 

2006. 翻譯所 

198 Handbook of psychophysiology 

edited by John T. 

Caciopp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ouis G. 

Tassinary, Texas A 

& M University, 

Gary G. Bernts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9781107058521 

(hbk.) 
2017. 翻譯所 

199 
Journey to the ants : a stor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Bert Hölldobler and 

Edward O. Wilson. 

0674485254 

(hbk.); 

9780674485266 

(pbk.) 

1994. 翻譯所 

200 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 

保羅.埃爾格拉

(Pablo Helguera)

著 ; 吳岱融, 蘇瑤

華譯 

9789860546828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01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 以好奇的姿

態,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

結他人 = Iceberg theory 

李崇建著 
9789869563062 

(平裝) 
2017 美術系 

202 
繁星巨浪 = Art of embrace the 

golden age 
張志龍作 

9789865728946 

(精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03 
設計的科學 : 讓你一眼看穿好設

計.壞設計 

甲谷一作 ; 劉小鳳

譯 

9789869519557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04 心靈的傷, 身體會記住 

貝塞爾.范德寇

(Bessel van der 

Kolk)著 ; 劉思潔譯 

9789869492768 2017.07 美術系 

205 

社區設計 : 重新思考「社區」定

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

人之間的連結」 

山崎亮著 ; 莊雅琇

譯 

9789862354278 

(平裝) 
2015[民 104] 美術系 

206 
藝術也可以這樣玩 : 赫威.托雷的

11 個創意活動提案 

赫威.托雷作 ; 李霜

青譯 

9789862743249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07 
Lightroom Classic CC 魅力人像修

圖 
侯俊耀作 

9789864767298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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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芝麻開門 : 進入視覺藝術的世界 張美智作 
9789571194486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09 
人類的故事 : 九千年人類史詩故

事,傳承一世紀的歷久彌新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 林曉

欽譯 

9789570847802 

(平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10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故事篇 

蘇西.布魯克斯

(Susie Brooks)作 ; 

陳彥文譯 

9789869483476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11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景物篇 

蘇西.布魯克斯

(Susie Brooks)作 ; 

陳彥文譯 

9789869483452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12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人物篇 

蘇西.布魯克斯

(Susie Brooks)作 ; 

陳彥文譯 

9789869483407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13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動物篇 

蘇西.布魯克斯

(Susie Brooks)作 ; 

陳彥文譯 

9789869483469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14 

時。光。機 : 從古典到當代攝影

藝術教育展 = Time machine: 

"Moment。Light。Camera" : from 

classical to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educational 

exhibition 

趙欣怡執行編輯 
9789860526837 

(精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15 

快拍慢想 : 編導式攝影的社會光

譜 = Snap taking & slow thinking : 

social spectrum in the age of 

staged photography 

李學佳, 余青勳執行

編輯 

9789860526561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16 
面向未來的能力 : 素養導向教學

教戰手冊 
林媛玉執行編輯 

9789860551761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17 

成長性思維學習指南 : 幫助孩子

達成目標,打造心態致勝的實戰教

室 

安妮.布魯克(Annie 

Brock), 希瑟.韓德

利(Heather 

Hundley)著 ; 王素

蓮譯 

9789579095204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18 機器 平台 群眾 

安德魯.麥克費

(Andrew McAfee), 

艾瑞克.布林優夫森

(Erik Brynjolfsson)

著 ; 李芳齡譯 

9789864793679 

(軟精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19 
表達性藝術治療 15 講 : 悲傷諮商

之良藥 
何長珠等著 

9789571182674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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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Integrating the arts across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R. Phyllis Gelineau. 

9781111301262 

(pbk.) 
2012. 美術系 

221 

Maker lab : 28 super cool 

projects : build, invent, create, 

discover 

Jack Challoner ; 

foreword by Jack 

Andraka. 

9781465451354 

(bound) 
2016. 美術系 

222 

From STEM to STEAM : brain-

compatible strategies and lessons 

that integrate the arts 

David A. Sousa, 

Tom Pilecki. 

9781506322452 

(pbk.) 
c2018. 美術系 

223 

The whole-brain child : 12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to nurture 

your child's developing mind 

Daniel J. Siegel and 

Tina Payne Bryson. 

9780553386691 

(pbk.) ; 

9780553907254 

(ebk) 

2012. 美術系 

224 

Nature-based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 integrating the 

expressive arts and ecotherapy 

Sally Atkins and 

Melia Snyder. 

9781785927263 

(pbk.) ;  
2018. 美術系 

225 

Presence and process in 

expressive arts work : at the edge 

of wonder 

Herbert Eberhart 

and Sally Atkins ; 

foreword by Paolo 

Knill. 

9781849059572 

(pbk.) ; 

9780857008114 

(ebk.) 

2014. 美術系 

226 
New developments in expressive 

arts in therapy : the play of poiesis 

edited by Ellen G. 

Levine and Stephen 

K. Levine. 

9781785922473 

(pbk.) ;  
2017. 美術系 

227 
Minstrels of soul : intermodal 

expressive therapy 

Paolo Knill, Helen 

Nienhaus Barba, 

Margot N. Fuchs 

Knill. 

9780968533031 

(pbk.) 
2004. 美術系 

228 
Imagination in action : secrets for 

unleashing creative expression 
Shaun McNiff. 

9781611802016 

(pbk.) 
2015. 美術系 

229 影像的閱讀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 劉惠媛

譯 

9789863445111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30 
另一種影像敘事 : 一個可能的攝

影理論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尚.摩爾

(Jean Mohr)著 ; 張

世倫譯 

9789863443605 

(平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31 解剖裝幀 = Book design La Vie 編輯部作 
9789865680756 

(平裝) 
2014[民 103] 美術系 

232 

問題解決實驗室 : 用「設計觀

點」來解決生活與工作中的「問

題」原來這麼有趣! 

佐藤大著 ; 楊明綺

譯 

9789573279303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33 

東京建築散步 : 50 條嚴選路線,帶

你走訪巷子裡的建築名作與老屋風

景 

松田力著 ; 黃友玫

譯 

9789869436229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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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的設計 : 解開設計鬼才佐藤

大源源不絕創意的秘密 

佐藤大著 ; 高詹燦

譯 

9789869506991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35 
100 の東京大人味発見 = Tokyo 

100 Tomic selects 

吳東龍(Tomic Wu)

作 

9789863595311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36 
premium : 東京大人味.美の設計発

見 
吳東龍著 

9789863595595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37 

鄭問故宮大展 : 千年一問 = The 

legacy of Chen Uen art life & 

philosophy 

蔡惟中等編輯 
9789869091268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38 
殖民之後? : 臺灣困境.「中國」霸

權與全球化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作 ; 馮奕達譯 

9789869604840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39 大師的講堂 : 近代美術 黃光男著 
9789862822159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0 練習愛藝術 

布莉姬.珮恩(Bridget 

Watson Payne)作 ; 

吳家恆譯 

9789573283072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1 
兒童戲劇教育 : 童謠及故事的創

意表現 
林玫君作 

9789574355853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2 
在行李箱提領處等候的女孩 : 東

西文化差異新論 

任璧蓮著 ; 黃中憲

譯 

9789573283379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3 找到薇薇安.邁爾 

約翰.馬魯夫(John 

Maloof)著 ; 陳逸如

譯 

9789869510899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4 
街頭攝影的原點 = The essence of 

street photography 
森爸著 

9789571062594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5 零基礎水彩畫教室 王建傑作 
9789863842873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6 

世界畫家圖典 : 達文西.塞尚.梵谷.

畢卡索.安迪沃荷......,106 位改變西

洋美術史的巨匠 

田邊幹之助監修 ; 

黃薇嬪譯 

9789869303026 

(平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47 

大人的西洋美術史 : 用「圖像分

析」訓練「鑑賞能力」,探索繪畫

中的日常.社會與經濟,看懂名畫背

後的人文歷史 

池上英洋著 ; 葉廷

昭譯 

9789869371858 

(平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48 

不沉默的字 : 藝評書寫與其生產

語境 = Unsilent words : text and 

its productive context of art 

criticism 

高千惠著 
9789869639736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49 學校最該教什麼? 劉政暉著 
9789571374840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50 心理畫 = Mental picture 嚴文華著 
9789576599033 

(第 3 冊 : 平裝) ; 

2012-2014[民

101-103]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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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6599569 

(第 4 冊 : 平裝) 

251 心理畫 = Mental picture 嚴文華著 

9789576599033 

(第 3 冊 : 平裝) ; 

9789576599569 

(第 4 冊 : 平裝) 

2012-2014[民

101-103] 
美術系 

252 

心理畫中話 : 心理諮商師的自我

成長故事 = Person projective 

drawing 

嚴文華, 付小東等著 
9789865983352 

(平裝) 
2013[民 102] 美術系 

253 視覺障礙 = Visual Impairment 杞昭安等作 
9789864471126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54 核心問題 : 開啓學生理解之門 

Jay McTighe, Grant 

Wiggins 著 ; 侯秋

玲, 吳敏而譯 

9789861917412 

(平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55 藝術治療手冊 

Caroline Case, 

Tessa Dalley 著 ; 

陸雅青等譯 

9789861917757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56 
工作室藝術治療 : 藝術本位治療

取向 

Catherine Hyland 

Moon 著 ; 周大為, 

吳明富譯 

9789866001956 

(平裝) 
2017[民 106] 美術系 

257 
藝術治療 : 繪畫詮釋 : 從美術進

入孩子的心靈世界 
陸雅青著 

9789861916552 

(平裝) 
2016[民 105] 美術系 

258 創造性藝術治療 

Samuel T. Gladding

著 ; 謝政廷, 許智

傑譯 

9789865713522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59 當代藝術如何看? 
大衛.薩利(David 

Salle)著 ; 吳莉君譯 

9789579072021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60 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麥可.博德(Michael 

Bird)著 ; 凱特.伊文

斯(Kate Evans)繪 ; 

蘇威任譯 

9789579072212 

(平裝) 
2018[民 107] 美術系 

261 
走出苦難,擁抱人生 : 接受與承諾

治療自助手冊 

史蒂芬.海斯(Steven 

C. Hayes), 史賓賽.

史密斯(Spencer 

Smith)作 ; 張本聖, 

丁郁芙, 蘇益賢譯 

9789576938993 

(平裝) 
2017[民 106] 復諮所 

262 

ACT 實務工作者手冊 : 認知行為

治療(CBT)及接受與承諾治療

(ACT)的結合 

約瑟夫.西亞諾契

(Joseph V. 

Ciarrochi), 安.貝莉

(Ann Bailey)著 ; 張

本聖譯 

9789576938740 

(平裝) 
2016[民 105] 復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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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行為功能評量.診斷與介入 : 給教

育與心理健康領域的完整系統 

Ennio Cipani, 

Keven M. Schock

作 ; 鳳華等譯 

9789864470686 

(平裝) 
2016[民 105] 復諮所 

264 行為改變技術 : 原理與程序 

Raymond G. 

Miltenberger 著 ; 

李姿瑩等譯 

9789869462655 

(平裝) 
2017[民 106] 復諮所 

265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

統 : 指導手冊 
鳳華, 孫文菊作 

9789864470488 

(活頁裝) 
2017[民 106] 復諮所 

266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

統 : 施測題本 
鳳華, 孫文菊作 

9789864470495 

(活頁裝) 
2017[民 106] 復諮所 

267 
Lectur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Yuefan Deng, 

Stony Brook 

University, USA. 

9789813226135 

(pbk.) ; 

9789813226128 

(bound) 

[2018] 數學系 

268 A course in analysis 

Niels Jacob, 

Kristian P Evans, 

Swansea 

University, UK. 

9789814689090 

(vol. 1 : pbk.) 
[2016]- 數學系 

269 A course in analysis 

Niels Jacob, 

Kristian P Evans, 

Swansea 

University, UK. 

9789813140967 

(vol. 2 : pbk.) 
[2016]- 數學系 

270 A course in analysis 

Niels Jacob, 

Kristian P Evans, 

Swansea 

University, UK. 

9789813221598 

(vol. 3 : bound) 
[2016]- 數學系 

271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real 

analysis 

Masayoshi Hata, 

Kyoto University, 

Japan. 

9789813142824 

(pbk.) ; 

9789813142817 

(bound) 

[2017] ; 

© 2017 
數學系 

272 Handbook of medical statistics 

editor Ji-Qian F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9789813148956 

(bound) 

[2018] ; 

© 2018 
統資所 

273 初探機器學習 使用 Python 
Matthew Kirk 著 ; 

陳仁和譯 

9789864765829 

(平裝) 
2017[民 106] 統資所 

274 
法治中国与防腐、反腐 : 以我国

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为例 

刘宪权主编 ; 李振

林副主编 
9787208148444 2017[民 106] 機電系 

275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 : 適用於

2.x 與 3.x 版 
葉難作 

9789864340057 

(平裝) 
2015[民 104] 機電系 

276 
Windows 10 IOT 物聯網入門與實

戰 : 使用 Raspberry Pi 
柯博文作 

9789864760992 

(平裝) 
2016[民 105] 機電系 

277 
Deep learning : 用 Python 進行深

度學習的基礎理論實作 

斎藤康毅著 ; 吳嘉

芳譯 
9789864764846 2017. 機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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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演算法圖鑑 : 26 種演算法+7 種資

料結構,人工智慧.數據分析.邏輯思

考的原理和應用全圖解 = 

Algorithms : explained and 

illustrated 

石田保輝, 宮崎修一

著 ; 陳彩華譯 

9789862356319 

(平裝) 
2017[民 106] 機電系 

279 
PLC 可程式控制實習與專題製作 : 

使用 FX2N/FX3U 
陳冠良編著 

9789864556175 

(平裝) 
2018[民 107] 機電系 

280 PLC 可程式控制器原理與實習 陳福春著 
9789863781332 

(平裝) 
民 106[2017] 機電系 

281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paradigms for optimization 

problems using 

MATLAB/SIMULINK 

S. Sumathi, L. 

Ashok Kumar, 

Surekha P. 

9781138855380 

(pbk.) ; 

9781498743709 

(bound) 

2017. ;  機電系 

282 
Equipment health monitoring in 

complex systems 

Stephen P. King, 

Andrew R. Mills, 

Visakan 

Kadirkamanathan, 

David A. Clifton. 

9781608079728 

(bound) 
2018 機電系 

283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risk 

analysis : a practical guide 

Mohammad 

Modarres, Mark P. 

Kaminskiy, Vasiliy 

Krivtsov. 

9781498745871 

(bound) 
c2017. 機電系 

284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a life 

cycle approach 
Edgar Bradley. 

9781498765367 

(bound) 
2017 ; 2017 機電系 

285 
Risk model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Yacov Y. Haimes, 

Lawrence R.  

9781119017981 

(bound) 
2016 機電系 

286 

Crystal growth for beginners : 

fundamentals of nucleation, 

crystal growth, and epitaxy 

Ivan V Markov,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lgaria. 

9789813143425 

(bound) 

[2017] ; 

© 2017 
電子系 

287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devices, and fabrication 

Parasuraman 

Swaminathan. 

9788126566594 

(pbk.) ;  
2017. 電子系 

288 
Introduction to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s 
Robert B. Northrop. 

9781138071902 

(pbk.) 
2017. 電子系 

289 
Crystal chemistry : from basics to 

tools for materials creation 

Gérard Férey, 

University of 

Versailles, France. 

9789813144194 

(pbk.) ; 

9789813144187 

(bound) 

[2017] 電子系 

290 

Photochemical processes in 

continuous-flow reactors : from 

engineering principles to chemical 

applications 

editor, Timothy 

Noël,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Netherlands. 

9781786342188 

(bound) 
[2017]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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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Gold nanoparticles for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editors, Catherine 

Louis, Olivier 

Pluchery. 

9781786341242 

(bound) 
[2017] 電子系 

292 
Molecular theory of water and 

aqueous solutions 
Arieh Ben-Naim. 

9789814350549 

(pt. 2 : pbk.) 
c2009-c2011. 電子系 

293 

Ternary and multinary 

compounds :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rnary and Multinary 

Compounds, ICTMC-11, 

University of Salford, 8-12 

September 1997 

edited by R.D. 

Tomlinson, A.E. Hill 

and R.D. Pilkington. 

0750304383 

(bound) ; 

9780750304382 

(bound) 

c1998. 電子系 

294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 : 從腦科學.

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

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著 ; 劉復苓

譯 

9789869526395 

(平裝) 
2018[民 107] 科教所 

295 玩出創意. 5, 50 個魔法科學實作 許良榮著 
9789571197821 

(平裝) 
2018[民 107] 科教所 

296 
愈跑,心愈強大 : 跑步教父席翰醫

生教你成為自己的英雄 

喬治.席翰(George 

Sheehan)著 ; 游淑

峰譯 

9789571362700 

(平裝) 
2015[民 104] 科教所 

297 
我跑步,所以我存在 : 美國跑步教

父關於運動的 18 種思索 

喬治.席翰(George 

Sheehan)著 ; 歐陽

鳳譯 

9789573278733 

(平裝) 
2016[民 105] 科教所 

298 氣功馬拉松 

丹尼.爵爾(Danny 

Dreyer), 凱薩琳.爵

爾(Katherine 

Dreyer)著 ; 廖亭雲

譯 

9789570846911 

(平裝) 
2016[民 105] 科教所 

299 國小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 王美芬, 熊召弟著 
9789577028198 

(平裝) 
2005[民 94] 科教所 

300 

休閒與運動人力資源管理 =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leisure and sport 

洪毓美等合著 
9789863621881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01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 

Management of sport club 
呂銀益等著 

9789863624356 

(平裝) 
2018[民 107] 運健所 

302 
現代運動管理學 = Sport 

management 
陳鴻雁等作 

9789865828639 

(平裝) 
2016[民 105] 運健所 

303 

體育行政概論 = Administ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 an 

introduction 

邱金松等合著 
9789863621638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04 

運動場館規劃與經營管理 = Sport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官文炎編著 
9789863624349 

(平裝) 
2018[民 107] 運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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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休閒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 

Leisure and sport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沈易利等合著 
9789863620914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06 運動英文 = English for exercise 徐茂洲等合著 
9789863620600 

(平裝) 
2017[民 106] 運健所 

307 
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 Weight 

tra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陳銘正等著 

9789865929688 

(平裝) 
2013[民 102] 運健所 

308 

運動生物力學理論與應用 =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port 

biomechanics 

黃紹仁等合著 
9789863624332 

(平裝) 
2017[民 106] 運健所 

309 
運動醫學 = The essential sports 

medicine 
林瑞興等作 

9789863621546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10 運動按摩實務 = Sports massage 林義德等合著 
9789863624387 

(平裝) 
2018[民 107] 運健所 

311 
適應體育概論 = Introduction to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林鎮坤等合著 

9789866115929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12 運動處方 = Exercise prescription 卓俊辰等合著 
9789863622567 

(平裝) 
2016[民 105] 運健所 

313 
體育概論 =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胡天玫等編著 

9789865828394 

(平裝) 
2013[民 102] 運健所 

314 
健康與體育概論 = Introduction to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潘義祥等合著 

9789863621386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15 
幼兒運動遊戲 = Physical play for 

young children 
黃永寬等合著 

9789863620792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16 

體育新聞採訪與報導 = Sport 

journalism : basic skill of reporting 

and writing 

黃世杰, 馬鈺龍合著 
9789863621096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17 
休閒運動概論 =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sport 
徐欽賢等著 

9789865828943 

(平裝) 
2014[民 103] 運健所 

318 
休閒遊憩概論 =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and recreation 
巫昌陽等合著 

9789863620938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19 
休閒事業管理 = Managment of 

leisure industry 
陳信甫等合著 

9789863622635 

(平裝) 
2016[民 105] 運健所 

320 休閒概論 =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彭家源等合著 
9789863621898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21 
休閒產業分析 = Analysis of 

leisure industry 
蔡招仁等合著 

9789863621676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22 運動觀光 = Sport tourism 雷文谷等合著 
9789863623953 

(平裝) 
2017[民 106] 運健所 

323 休閒社會學 = Sociology of leisure 劉照金等著 
9789865828745 

(平裝) 
2014[民 103] 運健所 

324 
休閒俱樂部經營管理 = Leisure 

club management 
臧國帆等合著 

9789863623465 

(平裝) 
2017[民 106] 運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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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休閒人力資源管理 = Casu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洪毓美等合著 

9789863621874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26 休閒活動設計 陳文錦等合著 
9789863621799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27 

老人休閒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 

Leisure activity desig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aged 

羅元宏等編著 
9789865828127 

(平裝) 
2016[民 105] 運健所 

328 運動生理學 = Exercise physiology 王鍾賢等著 
9789866115332 

(平裝) 
2015[民 104] 運健所 

329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braiz Tarique, 

Dennis R. Briscoe, 

Randall S. Schuler. 

9780415710527 

(hbk) ; 

9780415710534 

(pbk.) ;  

2016. 人管所 

330 
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Advanced course 
Lin Lougheed. 

0134862708 

(pbk.) ; 

9780134862705 

(pbk.) 

2018. 人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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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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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01~107.09.30)： 

(一) 107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總館及分館開館時數計約 3,144 小時，共計服務進館 19 萬

5,376 人次、借閱讀者 1 萬 2,375 人次；處理借還書冊數計約 8 萬 4,319 冊。校外人士

辦證年費收入 9 萬 2,000 元。相關數據詳見本組相關業務統計表。 

(二) 陸續將進修學院第二專長班共計 36 人；語文中心夏季及秋季班共 43 人；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 2018 華人文化國際營隊 22 人轉入系統開啟進館功能。 

(三) 自動化系統提供第二個常用電子信箱，但校友系統只有一個電子信箱，校友繳交保證

金後留下二個電子信箱，同步公共事務與職涯發展中心校友系統後，只會留下一個電

子信箱。與健彥協調自動化系統中校友讀者資料的第二電子信箱欄位，不進行同步，

由本組自行建立資料，保留彈性。 

(四)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使用 libcirc@cc.ncue.edu.tw 做為系統自動發送信件之郵件帳號，請

各組利用系統發送信件宣導各項活動時，如圖書館週、教育訓練、書展、二手書交換

等，務必加註文字說明「~此為系統自動通知信，請勿直接回信。~」並留下承辦人連

絡方式，方便讀者連繫。 

(五) 盤點期間閉館公告利用各項管道，暑假開放時間、網頁最新消息、大門海報、自動化

系統寄發 e-mail 信件通知讀者。歷經多日全體館員分工合作全力盤點作業後，盤點結

束提前於 9 月 12 日開館亦比照方式辦理，務必使每位師生皆知道。 

(六) 舉辦盤點勤前會議時間 8 月 15 日，會中亦進行臨時來賓證登記系統說明會，以利同

仁支援門禁人員工作。 

(七) 臨時來賓證登記系統建置進度： 

因應個資法相關規定，並簡化作業流程，由系統開發組家維設計開發系統「臨時來賓

證登記系統」，歷經測試、反應、修改，9 月 17 日開學後正式啟用。然配合系統更新

臨時來賓證卡片，新增及刪除舊證資料；另，製作全新證件暫存盒並更換置放位置，

此一新措施提高了個資與證件的安全性。 

(八) 期中考試期間暫停校外人士換證入館，門禁同仁妙姬細心認真主動察覺臨時來賓證號

004 未換證，卻有入館記錄。經調閱監視系統及記錄，本組同仁合作找出盜用該證入

館之校外人士，當下已請其離館並禁止入館 2 個月。 

(九) 本學期龍岩學院、武夷學院財金專班交換生陪同老師，因有借書需求至館反應，原作

業模式將開班單位申請無學籍進修學院學員，國際處代辦申請閱覽證，借書需繳交保

證金，但因外籍人士無帳戶退費程序較麻煩，系主任至館反應並願意代為申請客座教

授借書證，往後此類身分師長將比照此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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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奉圖資長指示，向同仁轉達注意事項：上班或值班時如遇疑似或自稱性騷擾事件，請

同仁務必即刻通報，上班時間請通報秘書室純昌先生分機 1040，夜間或假日請通報

值班教官 Tel：0933-415409。 

(十一) 九月開學前發現門禁系統無法讀取新生學生證，緊急連絡承辦人雅婷、會同廠商進

館測試，廠商馬上購置一組新的感應器安裝進德圖書館，拆舊感應器送回悠遊卡公

司調整，已於 10 月初完成寶山及總館門禁感應器。 

(十二) 本校校友申請進館拍攝婚紗，5 月 1 日及 5 月 11 日，兩對新人皆為校友，為自己

留下美好的回憶。 

(十三) 主計室人員於 6 月 22 日進館查核當年度收據。 

(十四) 公告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 

1、 大學部學生離校系統平台，由系辦簽核後送出，無欠書欠款者，圖書館即同意離

校，並停止借閱圖書權限。 

2、 畢業生可持公共事務與職涯發展中心核發之校友證進館，如需借閱圖書者，須繳

交保證金新台幣 2,000 元，若不再借書後可申請退還。 

3、 研究所碩、博士班畢業生請先至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完成論文檔案上傳(封面頁

後請增加口試審定頁)，待系統通知審查通過後，再將紙本論文(博碩士均繳交平

裝 1 本)，連同本校授權書親簽正本，至圖書館辦理離校手續(如同時授權國家圖

書館或其他資料庫廠商亦請一併繳交相關授權書正本)。相關事項詳附件"論文提

交說明等相關文件"，網址：https://goo.gl/DDb2mA，選擇左下角論文上傳須知後

取得文件或點選下列說明影片連結，即可快速了解相關程序：

https://youtu.be/K6Y9qNF9GwE。 

(十五) 助理人員管理資訊系統已於 8 月啟用，但有問題仍未解決，已多次向研發處負責人

員反映，尚未修正： 

問題一：系統無法比照校內其他系統設定代理人，請假時無人可簽核。 

問題二：承辦人尚未簽核，組長也看得到相同資料，也可以簽核，但是第一次簽核

無效，第二次再簽核即通過，如此將產生嚴重問題，無法分辨，哪些是承

辦人已查對完畢者哪些尚未查對，可能發生未查對情形。 

問題三：兼任人員(學生兼任助理)人數龐大，到職、離職不需要圖資處審核，但助

理人員管理資訊系統卻變成需要圖資處審核，與現行校內作業程序不同，

增加同仁不必要的處理查對時間，研發處人員回應此問題無法修正。 

二、 館際合作服務： 

(一)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已於 9 月上線，並分別於北、中、南、東四區舉辦新

版教育訓練。 

https://youtu.be/K6Y9qNF9G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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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圖書館館際合作會議已於 4 月 25 日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舉辦，

本處於 17 個聯盟單位中，唯一獲得最佳服務進步獎。 

(三) 業務統計(107.04.01~10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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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件 83 件 30 件 40 件 

229 件 70 件 

中部大學聯盟 
向外借書人次 冊數 外來借書人次 冊數 

96 人 262 冊 28 人 81 冊 

彰雲嘉聯盟 
本校辦理聯盟館/人次 聯盟館辦理本校/人次 

18 人 5 人 14 冊 

互換借書證 向外申請人次：49 - 

三、 總館書庫暨期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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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清潔重點工作為不斷循環與持續進行負責區域之書架及圖書清潔、整理，B1 期

刊合訂本除霉清潔、整理 705 層；1F 參考書區書架清潔、整理 442 層；2F 限館內閱

覽罕用期刊合訂本清潔、整理 342 層；3F 西文圖書除霉清潔、整理 1,989 層；4F 中

文書庫書架及圖書清潔 2,741 層，合計圖書 6,041 層。另不定期進行三至四樓書庫中

空書車及木書車之車輪潤滑與全面清潔，以利使用。 

(二) 完成採編暨綜合業務組移交新書點收、系統查核、更新及上架處理等事宜，中文圖

2,250 書冊、西文 216 冊、合計 2,466 冊。完成現刊點收及上架處理，中文（含大陸及

日文）925 冊；西文 14 冊，合計 939 冊。 

(三) 完成總館 2 樓期刊區及寶山分館期刊區移架作業，移架後部分空間擬規劃改為讀者閱

覽區，惟校長裁示「未來再議」，該空間目前暫停處理；另重新整理 2 樓期刊臨時架

位區，將長期到刊且適合讀者閱覽之期刊給予架位號並移至現刊區。此區原本以期刊

主題區分，常造成期刊不易分類及讀者搜尋困難，規劃改以字母及中文筆劃重新排序

分類，以方便讀者瀏覽。 

(四) 因本館部分西文圖書過大，造成書架不易擺放且書庫通道不易通行，故比照四樓大本

中文圖書專區，於三樓增設「大本西文圖書專區」。 

(五) 為舒緩書庫空間部分書架飽合之情形，於 7-8 月進行書庫移架作業，完成中文 0-4 類

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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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次進行一樓參考區整架，且不定期至三樓西文書架查找中

文圖書並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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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應新學年度開始，完成教材中心教科書移架作業，將 105 學年度之各科教科書架位

與舊版教材書併架，並新增 107 學年度之各科教科書架位，目前教材中心 106 及 107

學年度之教科書為獨立陳列，方便讀者取用查閱，105 學年度前之各年度教科書為併

架陳列，以節省架位空間。 

(八) 因四庫全書區與國學特藏區原典藏地(宿舍區)不利書籍保存，不僅屋頂漏水、環境潮

溼、壁癌侵蝕，同時有白蟻入侵，故已於 4 月 30 日全數遷至總館地下室，並於 6 月

1 日開放全校讀者外借。該區自遷回總館後，約 3 週時間依序進行近 2 萬冊順架、

1087 冊重貼索書號錯誤之書標、請廠商到館 2 次維修書櫃軌道、聯繫凌網調整系統

館藏狀態、聯繫廠商設置節能燈光開關、維修除濕機並購置新濾網、製作架位標示與

操作說明、場地清潔等事項，其中有 468 本圖書在系統索書號錯誤，感謝採綜組協助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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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並

上傳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常態性志工）。 

(二) 107 年 6 月 7 日舉行 107 年度第 1 次志工會議，會中頒發志願服務感謝狀 1 位（林Ｏ

瑜同學，服務滿 1 年報 96 小時）；為凝聚向心力並提升圖書業務知能，精心設計有

獎徵答遊戲，每位參會志工皆可獲得小禮物，以感謝志工平日辛勞。 

(三) 設計志工招募海報，預計將於 107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2 日積極進行本處圖書館常態

志工招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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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性志工九月

底前全館共計 26 位服務中。 

五、 視聽室業務： 

(一) 討論室場地自 107 年 4 月至 9 月共 1,373 人次提出借用申請，總計借用 5,091 小時。 

(二) 視聽資料自 107 年 4 月至 9 月共 1,119 人次借用 2,025 片。 

(三) 微縮單片及捲片自 107 年 4 月至 9 月共 8 人次使用，列印收入 0 元。 

(四) 影片協尋服務共處理 10 件，皆已尋獲並通知讀者到館借取。 

六、 寶山分館業務： 

(一) 影印服務：售出卡片 22 張，儲值 600 元。並教導讀者使用、及障礙排除(包括電請廠

商到館修復)。 

(二) 完成採編暨綜合業務組移交寶山新書點收、系統查核、更新及上架處理等事宜，中文

新書 122 冊，西文新書 19 冊，中文新期刊 46 冊合計 187 冊。通閱代還共 1,630 件，

通閱審核計 61 件。持續進行書庫的整架、擦拭、修補、補蓋章等工作，書籍期刊維

護 7,402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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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掃描服務：汰換老舊掃描機，改由影印機掃描，操作簡便，深受師生喜歡利用。 

七、 博碩士論文業務： 

(一) 博碩士論文系統：107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博碩士論文線上初審及複審轉檔工作，

共計約為 759 位研究生辦理論文審查及離校程序；向廠商反映系統問題或修正完成計

23 件，主要為處理系統異常及界面改善。 

(二) 整理 706 冊紙本論文移交採編組編目上架(論文轉檔日期：106 年 10 月至 107 年 8 月

14 日)。 

(三) 整理 89 筆本校學位論文電子檔暨論文授權書至國家圖書館 (論文轉檔日期：106 年

10 月 1 日至 107 年 4 月 12 日)。 

(四) 整理 38 筆授權華藝資料庫授權書，匯出相對應書目及全文資料寄送廠商(論文轉檔

日期：106 年 4 月 28 日至 107 年 4 月 12 日)。 

(五) 整理 607 筆博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資料匯入研發處教師學術歷程系統(論文轉檔日期：

107 年 4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 

(六) 為加速論文離校審核流程，於 4 月 18 日以圖資處網頁最新消息、電子公告之管道宣

導 5 月起上傳論文電子檔時須包含口試審定書(因碩博士生辦理離校時，所交之紙本

論文封面資訊須與口試審定頁一致)，並請研究生瀏覽論文上傳須知網頁。 

(七) 為確保論文審核者的標準一致，已於 106 下學期間整理審核者標準不一致處，並制定

審核標準。 

(八) 為使研究生知悉論文上傳及審核相關流程，於 5 月 22 日、31 日共辦理 4 場研究生論

文上傳說明會，共 116 人參與。 

八、 電子資源服務業務： 

(一) 應授課教師邀請，於 7 月 19 日、9 月 27 日、10 月 2 日、10 月 22 日、11 月 16 日為

工教系、復諮所、企管系(2 場)、公育系碩博士生進行客制化電子資料庫圖書館資源

教育訓練。 

(二) 舉辦自助借書機推廣活動：為使讀者多加利用自助借書，並了解讀者對自助借書機的

看法，於 5 月辦理為期兩週的活動「一起借書趣」，成效超乎預期。本活動預定目標

為活動期間使用自助借書機之冊次佔整體借閱 55%，實際成效為 65.9%，遠高於去年

同期平均(49.98%)與今年度 1 至 3 月月平均(51.44%)，詳如下表。 

下表：自助借書機與總館借閱冊數 

時間 
自助借書機 

借閱冊數 
期間借閱總冊數 

使用自助借書機 

比例(%) 

活動期間 
(107/4/30-5/11) 

2,263 冊 

(日平均：189 冊) 

3,436 冊 

(日平均：286 冊) 
65.9% 

去年同期 
(106/5/1-5/12) 

1,538 冊 

(日平均：128 冊) 

3,077 冊 

(日平均：256 冊) 
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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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自助借書機 

借閱冊數 
期間借閱總冊數 

使用自助借書機 

比例(%) 

當年 1~3 月 
10,135 冊 

(日平均：83 冊) 

19,701 冊 

(日平均：219 冊) 
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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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辦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電子資料庫利用說明課程，共計 10 場，在課程實用性、教

學方式、人員服務等項目皆有 8 成以上的學生填答滿意。另於畢業季前夕針對全校師

生辦理 4 場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教育訓練，課程詢問度高；整體而言總參與人次高

達 603 人，各場次內容詳如下列。 

場 次 日   期 課  程  名  稱 

1 
107.03.0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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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7.03.08(四) 

10:00-12:00 
SAGE 人文社會學科綜合型即期全文資料庫 

3 
107.03.09(五) 

10:00-12:00 

本校電子資源探索平台(Jumper)功能及使用方

式 

4 
107.03.14(三) 

10:00-12:00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5 
107.03.15(四) 

10:00-12:00 

IEL(IEEE/IET Electronics Library)電子電機工

程資料庫 

6 
107.03.16(五) 

10:00-12:00 

1.CEPS(思博網)資料庫 

2.華藝電子書 

3.世界美術資料庫 

7 
107.03.19(一) 

14:00-16:00 
EBSCO 系列(商管行銷心理學等資料庫) 

8 
107.03.21(三) 

14:00-16:00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含電子書) 

9 
107.03.22(四) 

10:00-12:00 
1.ProQuest 資料庫系列 2.Udn 電子書 

10 
107.03.26(一) 

14:00-15:30 

1.ScienceDirect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 

2.Elsevier ScienceDirect 西文電子書 

11-12 

107.5.7 (一) 

11:00-12:00 、 13:00-

15:0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 (2 場) 

13-14 

107.5.21 (一) 

11:00-12:00 、 13:00-

14:0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 (2 場) 

(四) 107 年 10 月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12 場電子資料庫利用說明課程各場次及時間如

下表，共 391 人次參與，滿意度總分 5 分平均滿意度達 4.45 分，其中參與者最滿意

者為為工作人員服務滿意度(4.5 分)，其餘滿意度依序為教學場地滿意度(4.45 分)、課

程整體安排滿意度(4.43 分)、對研究或撰寫報告助益情形滿意度(4.42 分)、提升對使

用資料庫或電子書的意願(4.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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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日   期 課  程  名  稱 

1 
107.10.2(二) 

 10:00-12:00 
報告資源速查 I  Jumper 

2 
107.10.4(四)  

10:00-12:00 
北美文獻輕鬆學 ProQuest 等 

3 
107.10.8(一)  

14:00-16:00 
臺灣期刊輕鬆讀 HyRead 

4 
107.10.9(二)  

10:30-12:00 
國外文獻好幫手 EBSCOhost 

5 
107.10.12(五)  

10:00-12:00 
報告資源速查 II Jumper 

6 
107.10.15(一)  

10:00-12:00 
兩岸文獻輕鬆學 CEPS 等 

7 
107.10.16(二)  

10:00-12:00 
工程研究利器 IEL 

8 
107.10.19(五)  

14:00-16:00 
教育社科必備 Sage & JSTOR 

9 
107.10.22(一)  

10:00-11:30 
西文學術資源 SDOL 

10 
107.10.29(一)  

10:00-12:00 
寫論文必學 EndNote 書目管理 

11 
107.10.29(一)  

13:30-15:30 
研究好幫手 JCR & CNKI 

12 
107.10.30(二)  

10:00-12:00 
汽車工程論文 SAE 

(五) 辦理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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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

請，申請結果本校獲兩單位補助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9,000 元及 7,500 元，並於 107 學

年度上學期依計畫補助內容執行相關教育訓練「LIB 學堂」及電子書推廣活動「e 起

來悅讀」HyRead 電子書借閱推廣活動，相關活動海報如下所附。活動期間共出借

HyRead 電子書 15,818 冊，較去年同期(1199 冊)成長約 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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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全館盤點作業： 

(一) 將於 8 月 20 日至 9 月 14 日期間閉館辦理全館館藏盤點，所有圖書業務全體同仁比照

94 年盤點模式，協助進行盤點作業，若盤點提前完成，則提前開館恢復服務；同時盤

點期間若於 8/24、8/31、9/7 三天週五來校盤點，需依規定刷卡上班，並於暑假期間

擇日暑休。另考量 8 月底前為視資工作同仁有聲書配發作業尖峰期，其分配之盤點冊

數將予以減量。 

(二) 盤點期間，各同仁之責任區域已於 9 月 4 日完成條碼收集作業，9 月 5 日至 9 月 11 日

進行未盤點到圖書之複盤、漏盤及錯架尋書作業。因應新生家長日，總館提前公告於

9 月 12 日恢復正常開館服務。 

十、 閱讀推廣活動： 

(一) 為推廣本校圖書館館藏，鼓勵讀者多加借閱及利用館藏資源，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3 日以一番賞概念辦理「閱讀集點樂~享抽學用品」活動，藉此吸引讀者走進

圖書館，多加利用本館館藏，以提升本館館藏曝光率。 

(二) 本次活動共分 2 輪進行（第 1 輪於 107/10/15 至 107/11/2；第 2 輪於 107/11/3 至

107/11/23），每輪提供一次「一番賞」抽學用品活動，共 200 抽，2 輪合計 400 抽。 

(三) 活動期間，讀者借閱任何館藏即可至流通櫃檯（進德總館及寶山分館）蓋章集點（1

冊 1 點），集滿 20 點即可至總館抽 1 次一番賞；後為回應讀者借閱需求，於 10/29 將

集點點數下修至 15 點即可參與抽獎活動，每人不限次數，集愈多，抽獎次數愈多！

且第 1 波累積之點數可延至第 2 波繼續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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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期間，於圖資大樓 1 樓大廳增設熱門或特色館藏區（含圖書及視聽資料）供讀者

就近即時翻取閱覽，不僅可增加館藏曝光度，亦方便讀者借閱。 

(五) 鼓勵閱讀，活動期間全校教職員生可借閱冊（件）數將提升至原本的 2 倍。 

(六) 為推廣本次活動，本處同仁積極進行活動宣傳，如海報張貼、電子公告、email 郵件

通知、臉書 po 文、電洽系辦並請系所老師協助宣傳等方式邀約讀者參與活動，活動

進行熱烈，第 1 波活動並於 10/30 提前結束抽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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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相關業務統計資料： 

(一) 流通統計表（107.04.01~107.09.30）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備註 

1 借書人數 次 12,375 
 

2 借書冊數 
中文 

冊 
34,056 

合計：38,719 冊 
西文 4,663 

3 還書冊數 冊 45,600 
 

4 逾期罰款 
件 505 

 

元 69,805 
 

5 進館人數 
總館 

人次 
185,945 

合計：195,376 人次 
分館 9,431 

6 網路服務通知 

到期前通知 封 22,760 

合計：28,035 封 逾期通知 封 2,629 

預約到館通知 封 2,646 

7 閱覽證申辦 
辦證人數 人 3,548 

 

年費收入 元 92,000 
 

8 讀者意見回覆 件 15 
 

9 教授指定參考書 冊 45 
 

10 
兩校區 

圖書通閱 

代借進德圖書 冊 224 合計： 

842 冊 合計： 

2,351 冊 

代還寶山圖書 冊 618 

代借寶山圖書 冊 69 合計： 

1,509 冊 代還進德圖書 冊 1440 

11 

館際合作(全

國文獻傳遞服

務) 

對外

申請 

複印 件 146 合計： 

229 件 合計： 

299 件 

圖書 件 83 

外來

申請 

複印 件 30 合計： 

70 件 圖書 件 40 

12 館際合作互借及複印費用 
件 84 

 

元 15,918 
 

13 開館服務 

開館

日數 

總館 
日 

151 
 

寶山 117 
 

開館

時數 

總館 
時 

1,868.0 
 

寶山 1,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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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書庫管理統計表（107.04.01~107.09.30） 

項次 工作項目 類別 單位 數量 備註 

1 新書點收 
中文 

冊 
2,372 

合計：2,607 冊 
西文 235 

2 新刊點收 
中文 

冊 
1,014 

合計：1,029 冊 
西文 15 

3 圖書協尋 
中文 

冊 
93 協尋當月尋獲加總： 

中文 87 冊,西文 27 冊 西文 25 

4 問題圖書 
中文 

冊 
30 圖書重號、索書號有誤、 

重蓋館藏地章 西文 20 

5 書籍維護 冊 
80 破損圖書及條碼修補 

325 重新打(貼)模糊或破損書標 

6 圖書上架、整架 冊 42,720 
歸還圖書、到館新書及讀者自書架

取下之圖書 

7 書架及圖書清潔、擦拭 層 13,621 中西文書庫及期刊合訂本區 

(三) 視聽服務統計（107.04.01~107.09.30）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說明 

視
聽
業
務 

視聽資料讀者諮詢及意

見回覆 
件 110  

影片協尋受理 件 10 已尋獲 10 件 

視聽媒體借閱 
人 1,119  

片 2,025  

視聽設備維護 案 0 故障排除、設備請修。 

微縮

資料

複印

服務 

查詢指導 件 0 

微縮資料複印服務 
閱讀機使用指導 件 8 

管理與維護 次 2 

列印收入 元 0 

教學用影片 片 9  

教材光碟典藏借閱 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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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小間暨場地服務統計（107.04.01~107.09.30）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說明 

研
究
小
間
借
用
服
務 

研究

小間

使用

現況 

當日使用 人次 1,136 研究小間 201-206 

當日研究小間平

均使用率 

人次 

/日 
7.42 總使用人次/總開館日數 

一個月期 
申請 

人次 
127 21 間研究小間 

(含教師專用 1 人次) 使用 120 

總計 人次 1,383 - 

研究小間信件數 件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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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借用 次 138  

討論室甲 
次 338 

共計 1,373 次 5,091 時 

時 1,274 

討論室乙 
次 309 

時 1,184 

討論室丙 
次 308 

時 1,133 

寶山分館討論室 
次 19 

時 95 

視聽研討室甲 
次 156 

時 486 

視聽研討室乙 
次 243 

時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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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一） 

案由：讀者服務組提修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

規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圖書館研究小間將建置線上管理系統，並整合現有之晶片學生證及服

務證，採智慧化管理，修訂原條文中申請方式與鑰匙領取歸還相關之條文

內容。修訂原條文第一點，刪除教師身份只限專任教師之資格限定，開放

兼任教師也可使用研究小間。 

二、 擬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草

案相關內容，請參閱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 本條文修正案經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俟研究小間管理系統

開發且測試完備後公布施行。 

 

附件︰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

照表）。(附件4，P.44-46)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後條文）。

(附件5，P.47)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現行條文）。

(附件6，P.48) 

 

決議： 

一、條文內月份之規定修正為以「日曆天」計算；第三條借用研究小間之期限以

三十日（含閉館日）為上限。 

二、第十條比照現行學校其他法規，將「公布」二字刪除。 

三、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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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

校教師及研究生需於本館參考大

量資料時使用研究小間，特訂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

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以

下簡稱本使用規則。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

訊處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為提供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

生需於本館參考大量資料時

使用研究小間，特訂定「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

以下簡稱本使用規則。 

刪除教師身份只限專任教

師之資格限定，開放兼任

教師也可使用研究小間。 

二、借用研究小間應透過管理系統提

出線上申請，並以申請時間之先

後次序排定分配後使用，使用期

間不得與他人交換或轉讓(借)他

人，違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其申請

權、借用權九十日。 

二、申請借用研究小間，需填具

「借用研究小間申請單」，送

交服務櫃台辦理登記。 

三、借用研究小間以申請時間之

先後次序由本館排定分配後

使用，並不得與他人交換或轉

讓(借)他人，違者本館得立即

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個

月。 

1.申請借用方式由填具紙

本申請單修訂為線上申

請。 

2.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將三個月修訂為明確

之九十日。 

3.將第二點及第三點條文

合併。 

三、借用研究小間之期限以三十日

（含閉館日）為上限，必要時得於

期滿前十日內辦理線上續借。 

四、借用研究小間之期限以一個

月為上限，必要時得於期滿前

十天辦理續借，如無人預約時

則延長一次。 

1.本點編號遞移至第三

點。 

2.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將一個月修訂為明確

之三十日(含閉館日)。 

3.將期滿前十天可續借之

用字修訂為期滿前十日

內可續借。 

4.將續借方式修訂為線上

續借。 

5.將無人預約時則延長一

次之條文內容刪除。 

 五、核准借用研究小間時，申請

人應親持服務證或學生證向

服務櫃台領取鑰匙，並依照本

處規定使用。 

本點刪除 

 六、持用鑰匙注意事項： 

（一）於借用期間，借用人需

負保管鑰匙之責，如遺失鑰

匙，須全額負擔換鎖之費

用。 

本點刪除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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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用人不得自行換鎖、

複製鑰匙，違者立即停止其

申請權、借用權三個月，並

須全額負擔換鎖之費用。 

四、使用研究小間時，自帶之圖書各

物，應自負保管責任；每次用畢

應自行熄滅電燈，未熄滅電燈

者，凡經二次警告者，將終止其

當次借用權。 

七、使用研究小間時，自帶之圖

書各物，應自負保管責任；每

次用畢應自行熄滅電燈並將

門鎖上，未熄滅電燈者，凡經

二次警告者，將終止其當次借

用權。 

1.本點編號遞移至第四

點。 

2.配合未來會由門禁鎖自

動上鎖，將條文中「並將

門鎖上」之規定內容刪

除。 

五、使用研究小間時，應保持肅靜，

注意清潔，並不得吸煙、飲食或有

其他不當行為，違者本館立即停

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十日。 

八、使用研究小間時，應保持肅

靜，注意清潔，並不得吸煙、

飲食或有其他不當行為，違者

本館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

權一個月。 

1.本點編號遞移至第五

點。 

2.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將一個月修訂為明確

之三十日。 

六、本館因清掃或其他需要時，工作

人員於通知借用人後得逕入室

內。 

九、本館因清掃或其他需要時，

工作人員於通知借用人後得

逕入室內。 

本點編號遞移至第六點。 

七、借用人如需利用本館館藏，其規

定如下： 

攜入研究小間使用之館藏，請於

閱畢後歸回原位或辦理借閱手

續，不得留滯，如經發現，本館得

逕取出上架，並立即停止其申請

權、借用權三十日。 

十、借用人如需利用本館館

藏，其規定如下： 

攜入研究小間使用之館藏，

請於閱畢後歸回原位或辦理

借閱手續，不得留滯，如經

發現，本處得逕取出上架，

並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

權一個月。 

1.本點編號遞移至第七

點。 

2.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將一個月修訂為明確

之三十日。 

八、借用者應於借用期限結束當日閉

館前主動清理並完成個人物品遷

出，逾期未遷出者，本館得逕行將

該室私人物品清出，封箱於服務

櫃台待領，並將停止借用研究小

間三十日。 

十一、借用者應於辦理借用手

續時具結於借期屆滿時，主

動清理並歸還鑰匙；逾期一

天未歸還鑰匙者，第二天館

員會同組長及學生代表（工

讀生）進入研究小間清理善

後，以便提供下一位申請者

使用，所滯留圖書各物，封

箱於服務櫃台待領，並將停

止借用研究小間一個月。 

1.本點遞移至第八點。 

2.將與歸還鑰匙相關之條

文內容刪除。 

3.將清空逾期使用研究小

間需會同組長及學生代

表之條文內容刪除。 

4.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將一個月修訂為明確

之三十日。 

九、借用人於期限內，累計六日（以

開館日計）未使用者，本館得以電

子郵件輔助提醒，累計達七日未

使用，隔日得逕行收取個人物品，

封箱於服務櫃台待領，並立即停

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十日。 

十二、借用人於期限內，累計

六日（以開館日計）未使用

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累

計達七日未使用，隔日得逕

行收取個人物品，封箱於服

務櫃台待領，並立即停止其

申請權、借用權一個月。 

1.本點遞移至第九點。 

2.將「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修訂為「本館得以電子郵

件輔助提醒」。 

3.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將一個月修訂為明確

之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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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使用規則經圖書與資訊處圖書

館委員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十三、本使用規則經圖書與資

訊處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公布

施行，修正時亦同。 

1.本點遞移至第十點。 

2.依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決

議，比照現行學校其他法

規，將「公布」二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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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後條文） 

80 年 5 月 29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2 年 5 月 2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12 月 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5 月 8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11 月 5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3 日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3 日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 年 11 月 19 日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4 日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校教師及研究生需於

本館參考大量資料時使用研究小間，特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

究小間使用規則」，以下簡稱本使用規則。 

二、借用研究小間應透過管理系統提出線上申請，並以申請時間之先後次序排定分配後使

用，使用期間不得與他人交換或轉讓(借)他人，違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

九十日。 

三、借用研究小間之期限以三十日（含閉館日）為上限，必要時得於期滿前十日內辦理線上

續借。 

四、使用研究小間時，自帶之圖書各物，應自負保管責任；每次用畢應自行熄滅電燈，未熄

滅電燈者，凡經二次警告者，將終止其當次借用權。 

五、使用研究小間時，應保持肅靜，注意清潔，並不得吸煙、飲食或有其他不當行為，違者

本館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十日。 

六、本館因清掃或其他需要時，工作人員於通知借用人後得逕入室內。 

七、借用人如需利用本館館藏，其規定如下： 

攜入研究小間使用之館藏，請於閱畢後歸回原位或辦理借閱手續，不得留滯，如經發現，

本館得逕取出上架，並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十日。 

八、借用者應於借用期限結束當日閉館前主動清理並完成個人物品遷出，逾期未遷出者，本

館得逕行將該室私人物品清出，封箱於服務櫃台待領，並將停止借用研究小間三十日。 

九、借用人於期限內，累計六日（以開館日計）未使用者，本館得以電子郵件輔助提醒，累

計達七日未使用，隔日得逕行收取個人物品，封箱於服務櫃台待領，並立即停止其申請

權、借用權三十日。 

十、本使用規則經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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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現行條文） 
80 年 5 月 29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2 年 5 月 2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12 月 6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5 月 8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11 月 5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3 日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3 日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年11月19日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生

需於圖書館參考大量資料時使用研究小間，特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研

究小間使用規則」，以下簡稱本使用規則。 

二、申請借用研究小間，需填具「借用研究小間申請單」，送交服務櫃台辦理登記。 

三、借用研究小間以申請時間之先後次序由本館排定分配後使用，並不得與他人交換或轉讓

(借)他人，違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個月。 

四、借用研究小間之期限以一個月為上限，必要時得於期滿前十天辦理續借，如無人預約時

則延長一次。 

五、核准借用研究小間時，申請人應親持服務證或學生證向服務櫃台領取鑰匙，並依照本處

規定使用。 

六、持用鑰匙注意事項： 

（一）於借用期間，借用人需負保管鑰匙之責，如遺失鑰匙，須全額負擔換鎖之費用。 

（二）借用人不得自行換鎖、複製鑰匙，違者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三個月，並須全額

負擔換鎖之費用。 

七、使用研究小間時，自帶之圖書各物，應自負保管責任；每次用畢應自行熄滅電燈並將門

鎖上，未熄滅電燈者，凡經二次警告者，將終止其當次借用權。 

八、使用研究小間時，應保持肅靜，注意清潔，並不得吸煙、飲食或有其他不當行為，違者

本館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一個月。 

九、本館因清掃或其他需要時，工作人員於通知借用人後得逕入室內。 

十、借用人如需利用本館館藏，其規定如下： 

攜入研究小間使用之館藏，請於閱畢後歸回原位或辦理借閱手續，不得留滯，如經發

現，本處得逕取出上架，並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用權一個月。 

十一、借用者應於辦理借用手續時具結於借期屆滿時，主動清理並歸還鑰匙；逾期一天未歸

還鑰匙者，第二天館員會同組長及學生代表（工讀生）進入研究小間清理善後，以便提

供下一位申請者使用，所滯留圖書各物，封箱於服務櫃台待領，並將停止借用研究小間

一個月。 

十二、借用人於期限內，累計六日（以開館日計）未使用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累計達七

日未使用，隔日得逕行收取個人物品，封箱於服務櫃台待領，並立即停止其申請權、借

用權一個月。 

十三、本使用規則經圖書與資訊處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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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討論事項： 

案由:化學系許銘華委員提， 

一、關於電子資料庫的排序，104 年 6 月 23 圖書館委員會決議排定的採購優

先順序，自 105-107 年實行迄今，應定期訂定檢討機制重新排序，將使用

率較低或不合時宜的資料庫刪訂。 

二、電子資料庫經費與匯率調漲有關，建議應其合宜經費逐年編列預算支應。 

圖資處回應： 

資料庫需長期的永續經營，各系所可依實際教學及研究需求，更新不同資料

庫，本處會依年度經費許可額度內，調整及滿足師生的需求。 

 

伍、散會(下午 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