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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4次主管業務書面報告 

日期：108 年 12 月 5 日 

壹、採編暨綜合業務組 

一、 採編業務 

(一) 圖書視聽資源業務 

1. 11 月份共計移交中文圖書 1,016 冊，西文圖書 187 冊。 

2. 108 學年下學期授課用教科書薦購，共 4 位教師推薦中西文圖書 6 種 11

冊，視聽媒體 10 種(片)，將陸續進行採購，於開學前上架供師生使用。 

3. 贈書業務 

(1) 108 年 11 月 5 日至 11 月 29 日共計收受贈書 104 冊。 

(2) 「校園二手書贈送平台」108 年 11 月 5 日至 11 月 29 日上傳之中、西

文圖書共有 40 冊，已登記圖書有 32 筆。 

(二) 期刊資源業務 

1. 11 月份共計移交中文現刊 151 冊，西文現刊 3 冊。 

2. 進行 109 年度中、日、大陸紙本期刊及報紙請購作業。 

(三) 電子資源業務 

1. 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 

(1) 2020 年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陸續辦理招標中。 

(2) 2020年科技部CONCERT電子資源聯盟，有關本校的訂購確認函中，

目前尚有 IEL、SDOL 仍在商談價格及相關合約議定。 

2. 電子書業務： 

(1)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採購：2019 年聯盟電子書共購共享，

陸續於 11 月辦理 ScienceDirect Collection 西文電子書、IG Publishing 

ebook 西文電子書等，合計 797 冊。 

(2) Springer 電子書 2013 版權年【工程與能源科學，人文社會及法律與

行為科學/ Engineering and Energy 與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於 11 月 21 日完成驗收，共 1 ,757 種/冊。 

(3)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108 年度電子書推廣活動「 e 分耕耘 

e 收獲」，本校輔諮系共 3 位同學獲得快手獎及 Mini-Speaker(藍芽喇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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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業務 

(一) 本組場地服務暨其他各項統計(108.11.5~108.11.29) 

   工作項目 數量 單位 說明 

場

地

服

務 

多功能會議室 55 次 
含線上登錄與代借服務。 

演講廳 150 次 

場地通知信件數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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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次 
含兩場地之各項設備操作說明及注

意事項告知等。 

其

他 

公文收發 1244 件 含公文分發與掛號件登記與包裹通知取件 

各項修繕 
水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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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 

參訪 1 件 香港佛教葉紀南中學 

贈書謝函 6 件 
依受贈資料紀錄單紀錄回函予贈書

者 

(二) 108 年 11 月 28 日辦理 108 學年度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 

(三) 108 年 11 月 5 日電梯梯廂們連桿斷裂維修。 

(四) 108 年 11 月 6 日進行四樓中庭防漏防水施作。 

   

(五) 108 年 11 月 25 日進行 B1 自主閱讀區東面牆防漏防水施作。 

   

(六) 108 年 11 月 28 日 B1 演講廳廂型冷氣壓縮機故障更新。 

三、 其他交辦事項： 

(一) 白沙 K 書坊及周邊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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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月 7 日於電腦教室入口處加裝紗門，以期減少蚊蟲入侵，期間並加

強進行消毒滅蚊事宜。 

 

2. 11 月 8 日為增加閱讀空間色彩及氛圍，完成加裝書架式屏風(文青＋

工業風），以減低書坊後端閱讀環境受到開及關門的干擾。 

 

(二) 11 月 29 日參加 2019 年「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投票

選出下屆聯盟主席為台灣大學圖書館陳光華館長。 

四、 視障資料業務報告： 

(一)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視障用高國中小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配發表回

傳彙整完成，目前進行請款發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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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進行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大專教科書錄製及 DAISY 格式製作事宜。 

(三) 開始進行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高國中小有聲教科書錄製相關事宜。 

(四) 持續進行一般書錄製作業。 

 

 

貳、讀者服務組 

一、流通及讀者服務 

(一) 11 月期間，總館開館 30 日、寶山分館開館 26 日，總時數計約 709.5 小時，

共計服務進館 4 萬 5,760 人次、借閱讀者 2,610 人次；處理借還書冊數計

1 萬 2,755 冊。 

(二) 總館及寶山分館間之通閱通還服務，11月期間總館共處理分館通閱圖書 72

件、代還分館圖書 160 件；寶山分館共處理總館通閱圖書 15 件，代還總

館圖書 226 件。 

(三) 各類流通通知單 11 月期間共由系統寄發即將到期通知 5,222 封，逾期通知

655 封，預約到館取書通知 538 封。 

(四) 總館 12 月 1 日及 12 月 8 日緊急閉館進行除蚤作業：總圖書館近期發生跳

蚤叮咬事件，為緊急處理預防擴散，將於 12 月 1 日(日)及 12 月 8 日(日)

閉館進行除蚤作業，以維護到館師生健康及殘餘藥劑影響。白沙 K 書坊及

自主悅讀區仍然照常開放。 

(五) 12 月 1 日起自主悅讀區調整開放時間至 24：00：每日 9:00 至 24:00。(僅

供本校師生、校友及眷屬使用。開放週一至週五 22:00 後及週六至週日

17:00 後可輕聲交談討論)，設計宣傳海報及進行公告週知如圖一。因應總

圖書館開放區域調整再次修訂圖資處首頁輪播橫幅海報及網頁海報宣傳

如圖二、圖三。 

(六) 配合調整自主悅讀區開放至 24:00，白沙 K 書坊及自主悅讀區門禁系統皆

已獨立設定完成，讀者每日 09:00-24:00 可刷卡進出，國定假日皆需假日

表，避免休館日刷卡進入。 

(七) 108 年語文中心華語冬季班學生名單 17 人，匯入系統開啟進館功能。 

(八) 讀者服務組與豐原高商圖書館共同舉辦聯合書展圓滿結束，豐原高商感謝

本處參與盛會，館長親臨彰師致贈感謝狀，及運送歸還圖書至本處如圖四。 

(九) 白沙 K 書坊自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止，包含週六、日不定時檢查學生

證，查核是否有其他校外讀者在館，共計 36 次查到 5 次校外人士在館。 

(十)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因應資安法相關功能調整， 

密碼複雜度： 

        ※新讀者/館員：密碼長度 8-20 字元，包含英文字母大寫+小寫+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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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讀者/館員：密碼未符合長度複雜度，原則之使用者於登入後要求立

即變更密碼。 

閒置帳號及逾期連線： 

  ※30 分鐘未活動之連線，自動登出。 

  ※閒置帳號：2 年未登入之使用者需重設密碼再登入後方能使用。 

(十一) 11 月 21 日電機系老師反映部分 Hyread 電子雜誌無法正常播放音檔，已

根據老師提供畫面聯絡廠商修正錯誤。 

(十二) 11 月 27 日化學系學生反映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在校外網路使用時點

選任一期刊中的 All Years 頁籤，會顯示異常畫面，經查為校外連線設定

問題，已請廠商修復完成。 

(十三) 11 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 109 年度圖書安全系統與門禁系統請購與招標作

業。 

(十四) 教師指定參考用書之設定：呂老師新增 2 件資料。 

(十五) 完成教學用書領取通知 5/17 (人/件)。 

A. 教學用書領取通知 5/17 (人/件)。 

B. 教學用書歸還冊數 3/5 (人/件)。 

(十六) 完成中部聯盟館申請審核暨領證件數 10/30 (人/件)。 

A. 外校至本校申請中部聯盟完成審核為 2/2(人/件)。 

B. 本校申請中部聯盟完成審核為 3/7(人/件)。 

C. 本校申請中部聯盟完成領證為 5/11(人/件)。  

(十七) 協助讀者處理問題圖書 3/3(人/件) 

A. 1 人合計 1 件，臨櫃反映圖書疑遺失。 

B. 2 人合計 2 件，臨櫃反映宣稱還書。 

(十八) 完成問題圖書結案 14/23（人/件） 

A. 4 人合計 5 件，遺失尋回。 

B. 6 人合計 12 件，購賠新書。 

(十九) 完成論文審查初審件數 7 件，複審件數 4 件，轉資料庫 13 件。 

(二十) 完成專案用書領取通知 1/7 (人/件)。 

A. 專案用書領取通知 1/7(人/件)。 

B. 專案用書歸還冊數 2/3(人/件)。 

(二十一) Ipad 借用次數 1/6(人/件)。 

(二十二) 108 年 10 月 31 日(處務會議)及 11 月 1 日圖資長指示，12 月起寶山分

館不再長駐館員，改由全體圖書業務同仁輪流值班，製作「寶山值班

館員工作事項」內容，以利值班同仁執行寶山分館業務。 

(二十三) 為持續鼓勵讀者善加利用自助借書機及還書箱，更新流通櫃台下午 2

點過後看板，標示及說明更加清楚以方便讀者配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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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自主悅讀區調整開放至 24:00 宣傳 圖二：增加自主悅讀區調整開放至 24:00 

總圖書館開放區域調整海報再修訂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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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增加自主悅讀區調整開放至 24:00調整海報再修訂於圖資處網頁宣導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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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豐原高商圖書館館長親臨彰師致贈感謝狀 

二、教育訓練及活動 

(一) 11 月 12 日辦理藝教所李靜芳老師申請之客製化教育訓練，由讀者服務組

專員及辦事員主講，共 9 人參與。學生滿意度平均 4.82 分(總分 5 分)，

其中分數最高之項目為「對本次課程教學場地滿意度」，高達 4.9分。在學

生回饋上，反應正面，如「覺得很棒」、「非常棒 教學十分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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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研所林國楨老師申請 12月 26日客製化教育訓練，對象為教研所博士班

學生，預計 12人參加。 

(三) 為使全校師生有效利用圖資處資源，擬錄製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影片，

影片內容分為三大單元：資訊查找策略、圖書館資源探索平台與常用資料

庫、館際合作服務等內容，並將成果放置於彰師大雲端學院，以利後續典

藏使用。 

(四) 撰寫 2份推廣補助結案報告，經費來源分別為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

盟、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已於 11月底前寄出結案報告。 

三、博碩士論文業務 

(一) 11 月期間博碩士論文線上初審及複審轉檔工作，共計約為 27 位研究生辦

理論文審查、離校或後續複審轉檔程序。 

(二) 11 月 15 日移交 19 份紙本論文及 ISO 檔至採編暨綜合業務組，論文轉檔

期間為 108年 9月 26日至 108年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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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藏管理 

(一) 總館：完成 11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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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 670冊、西文 150冊，合計 820冊。完成現刊點

收及上架處理，中文（含日文及大陸）158冊；西文 3冊，合計 161冊。 

(二) 圖書清潔重點工作為不斷循環並持續進行負責區域之書架及圖書清潔、整

理。11月進行 1F參考書區書架清潔、整理 95層；2F叢書集成新編清潔、

整理 48層；3F期刊合訂本除霉清潔、整理 142層；3F西文書庫書架及圖

書清潔 68層，合計圖書 353層。另 11月份 4樓中文書庫移架時一併清潔

所有書架。 

(三) 暑假期間開始進行 3、4 樓書庫移架作業，於 11 月 29 日已全部完成（含

西文圖書、中文圖書、日韓文圖書、可外借論文及罕用書套書），合計

268,452冊，並修改書架每層小標及側標，移架過程時一併清潔所有書架。 

館藏類型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日韓文 

圖書 

可外借 

論文 

罕用書 

套書 
合計 

冊數 84,245 156,572 2,341 11,502 13,792 268,452 

 

 
西文圖書 1 

 
西文圖書 2 

 
中文圖書 1 

 
中文圖書 2 

 
日韓文圖書 

 
可外借論文 1 

 
可外借論文 2 

 
罕用書套書 1 

 
罕用書套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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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寶山分館：11月份完成採編暨綜合業務組移交寶山館藏點收、系統查核、

更新及上架處理等事宜，中西文圖書期刊共 56冊。持續進行書庫的整架、

擦拭、修補、補蓋章等工作計 1951層。 

五、教材中心 

11 月份共處理採編暨綜合業務組移交教科書 314 件，檢查編目及加工無誤後上

架，將 106 學年度之各科教科書架位與舊版教材書併架，新增 108 學年度之各

科教科書架位，目前教材中心 107 及 108 學年度之教科書為獨立陳列，方便讀

者取用查閱，106 學年度前之各年度教科書則為併架陳列，以節省架位空間。 

六、視聽業務 

(一) 11月進行視聽資料整架 316層。 

(二) 更換討論室乙投影機故障訊號線。 

七、志工業務 

(一) 完成 11月份志工服務人次及時數登記（常態性、通識及師培等）統計與上

傳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二) 新進 2位校外志工，指導其認識及熟悉圖書館業務，期能儘速上手，目前

計有 25位圖書志工服務中（校外志工 13位、學生志工 12位）。 

 

 

參、網路與資訊系統管理組 

一、 寶山校區經世館機房改善案預計 12 月中旬完工，現況如下： 

 寶山校區經世館機房改善案進度說明 

1.原寶山電腦教室維修區，空間已經被劃分為兩區塊。 

2.空間前面區塊目前仍有眾多雜物以及原本的辦公室 OA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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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大門樣式採用傳統的鋁門以及喇巴鎖，並納入機房環控監測系統。 

  

機房中間隔板上面新裝設 2台室內分離式冷氣空調設備，目前預設訂為 4小時交

互輪替使用。(右下紅色框框內的為機房冷氣管理輪替與電力迴路) 

  
1.左下圖內的天花板上兩個黑色方塊為機房環控內建溫濕度檢測點。 

2.右下圖內的紅色範圍為原冷氣裝設點，目前已油漆補強，以維護美觀。 

  

1.左下圖為將高架地板進行小範圍切割，以利資訊與電力線路進出。 

2.中下以及右下為機房內網路機櫃之正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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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SMS 及 PIMS 業務近況： 

(一) 近期完成工作： 

 業務說明 備註 

1 
辦理「資通安全管理法與資通安全維護計畫」研

習。 
1081105，共 19 人參加。 

2 執行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作業。 1081113 完成 

3 辦理「資通安全事件通報與應變管理」研習。 1081119，共 17 人參加。 

4 
召開個資保護推動小組會議提出建議之可接受風險

值。 
1081119 

5 
召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決定個資風險評鑑之可接

受風險值。 

1081127 開會決議今年度可個

資風險評鑑可接受風險值為

9。 

6 辦理「物聯網之資通安全防護」研習。 1081203，共 37 人參加。 

(二)  近期執行工作 

 業務說明 備註 

1 產出 PIMS 風險評鑑報告 預計 1081210 前完成。 

2 資訊資產盤點及風險評鑑作業。 預計 1081213 前完成。 

3 召開資通安全推動小組會議提出建議之可接受風險值。 預計 1081219 前開會。 

4 
召開資訊安全委員會決定 ISMS 風險評鑑之可接受風險

值。 
預計 1081219 開會。 

5 產出 ISMS 風險評鑑報告 預計 1081231 前完成。 

6 ISMS 帳號權限清查作業。 預計 1090131 前。 

三、學校新版首頁上線準備狀況： 

(一) 新首頁訂於 12/31 正式上線，上線初期(預計一個月)新首頁上會有超連結至

舊首頁，新、舊首頁此期間會同時維護，降低使用者轉換期間的不適應。 

(二) 新首頁測試網址：https://rpage.ncue.edu.tw，學校目前首頁亦有連結可進入。 

(三) 因應 12 月會計關帳，目前加緊檢查各網頁是否有 BUG 存在，並主動與各

https://rpage.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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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連繫洽詢目前網頁內容是否有需要修訂的部份。 

(四) 已與公關中心連繫，將請公關中心負責首頁 Banner 與校園頭條部份，因需

連繫雙方有空時間做教育訓練，為讓進度加快，負責同仁會先轉幾則舊版頭

條至新版網頁。 

(五) 廠商協助新增無障礙網頁導盲磚(11/29)。 

(六) 陸續補上行事曆等施工中網頁(11/27)。 

(七) 秘書室提供彰師簡介資料修改(11/26)。 

(八) 修訂進修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資訊(11/26)。 

(九) 廠商修正 FB 與 YouTuBe 無法連結問題(11/26)。 

(十) 調整手機橫放最上方文字蓋掉圖檔 BUG(11/26)。 

(十一) 廠商修正圖片上傳解析度，重新上傳網頁圖片(11/21)。 

(十二) 補充地圖等網頁資料(11/21)。 

(十三) 修改網網相連資訊(11/18)。 

(十四) 修訂系所介紹資訊(11/13)。 

(十五) 校園快訊，經志朗協助建置本校電子公告連結，新增分類：「演講及研討

會」、「招生相關」、「獎助學金公告」、「國際交流事務」等，已於 11/11 上

線連結。 

四、 學校 email 伺服器防火牆現況及事故應對準備 

(一) 原防火牆於今年 3 月故障後，維護廠商緊急採購 1 台同款良品防火牆置換，

又於 10 月底故障斷網，並於 11 月初重接後，目前尚可執行運作。 

(二) 因原防火牆斷電重開後，一切皆可正常運作，故研判或被網路攻擊，或設備

過於老舊無法承受某些網路狀況。 

(三) 為了解原防火牆故障原因，廠商已借調 1 台高階防火牆，介接於上層用以

側錄原防火牆運行之狀況，但至今尚未發生事故。 

(四) 為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擬提明年度採購計畫，目前將借由廠商設備側錄現

有流量、每秒連線數…等數據，做採購新防火牆校能型號之參考。 

五、 校園智慧卡無現金大學城業務現況：為推廣使用教職員證、學生證上之悠遊卡

支付功能，悠遊卡公司提供本校學生餐廳刷卡享優惠活動(10/21~11/29)，截至

11/28 為止活動前後的統計資料如下表： 

店家名稱 

活動期間 

108/10/21~108/11/28 

活動前 

108/09/02~108/10/20 

交易筆數 

寶山自助餐 830 53 

澄食自助餐 1511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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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薩餐飲 548 112 

鍋燒 627 111 

幸福食堂 264 57 

活力澄食館 931 215 

南北第七家 481 296 

迪迪鬆餅 343 75 

蘭姨滷味 90 59 

總計 5625 1411 

六、 寶山新電腦教室(機械大樓 1F)建置案規畫現況： 

(一) 最終平面圖（共 74 個學生座位+1 個老師座位）： 

 

(二) 參酌營繕組同仁至現場場勘後給出的修正意見，最新報價約 502 萬元(含電

腦設備、總電源以及光纖主幹線等)，詳細的項目報價請參考附檔“寶山新電

腦教室報價表”。 

(三) 寶山新電腦教室規畫至此暫告一段落，後續事宜待校方進一步的指示再行

啟動。 

七、 109 年度維護標案決標狀況 

(一) 全校網路設備及線材定期維護案已於 12/03 決標，決標金額 781500 元。 

(二) 全校行政單位電腦設備維護案於 11/12 完成開標，決標金額 860000 元。 

(三) 智慧卡門禁卡務系統維護案於 11/13 完成開標，決標金額 11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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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資源共享平台案於 11/05 完成開標，決標金額 178000 元。 

(五) 圖資處系統維護案於 11/28 完成開標，將與廠商另約時段議價。 

(六) 本校主機硬體設備維護案於 11/28 完成開標，將彙整使用者各方(除興憲、

祖菁外，另徵求文書組、健彥、雅婷等)意見後，另約時間與廠商議約。 

(七) 微軟大專院校全校授權續約案 12/03 第二次開標，未進低價，需待第三次開

標。 

 

 

肆、系統開發組 

一、 12/3(二)教務處與本組同仁已至逢甲大學參加大學招生專業化個人申請評分系

統諮詢會議，目前已瞭解整個系統的功能及架構，後續待教務處提出詳細之

系統功能需求後，本組會再分階段進行開發。 

二、 語文中心-華語文組網頁(含華語課程報名系統)開標日訂為 12/5(四)，本組將

協助開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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