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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延續近年如火如荼舉辦推廣活動，

107年圖書館推廣活動深度及廣度兼具，

一冊一世界活動包含上半年舉辦之人文的

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下半年探索生命演化

的科學主題；亦有伊斯蘭文化、多元性別

議題、金庸、林海音、長期照護等主題書

展及影展。

本館同仁持續在技術服務及讀者服務

方面發揮專業並創新，包含：影印服務新

增一卡通付費、自動化系統升級、積極提

升外籍生利用教育、會議廳場地螢幕與投

影機換新等。

壹、經費

1 0 7年全校書刊經費執行共約1億

8,080萬元（包括圖書1,402萬元、期刊資

料〔含電子期刊〕約1億1,342萬元、電子

資料庫〔含電子書〕約4,865萬元、視聽

及非書資料471萬元）。本統計包括圖書

館執行之各項書刊經費：圖儀費、建教

款、頂尖計畫、系撥款、科技部、教育部

計畫、醫院經費等。【資料來源：107會

計年度全校圖書／期刊經費使用統計表

（含系自購及委託購置）】

貳、人事

107年人事異動、調動及輪調之情形

如下：

一、本館107年3月執行編審輪調，輪調結

果：原採編組編審鄭小祺輪調期刊

組；原期刊組編審柯雅慧輪調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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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原醫分館編審張麗君輪調典藏

組。醫分館林意晴編審與資訊服務組

盧怡伶編審因到組年資尚未滿5年，

故此次不輪調。

二、醫分館組員曾天威107年3月26日商調

中山大學圖書資訊處。

三、典藏組臨時工蔡宓凌107年3月31日離

職。

四、行政室身心障礙臨時工林佳瑩107年3

月31日離職，自107年4月1日起僱用

臨時工陳盈潔。

五、期刊組編審鄭小祺107年4月9日至10

月8日育嬰留職停薪，其職務代理人

為王珠慧。

六、典藏組專案人員陳秀婷107年5月2日

至11月1日育嬰留職停薪，其職務代

理人為謝青燕。

七、行政室事務助理朱展慶107年5月8日

改僱事務組技工，7月1日正式過調，

工友職缺減列，改用身心障礙臨時工

鄭欣怡於8月1日到職。

八、行政室組員方美雪107年8月1日正式

調動至醫分館（補曾天威缺），行政

室遺缺由謝婉婉補實。

九、資訊服務組組員余品欣107年9月7日

至108年3月6日育嬰留職停薪，其職

務代理人先為洪于雯（短暫代理9/17

∼9/29），後為李孟涵（11/12新

進）。

十、資訊服務組高教深耕計畫專案人員歐

俐伶107年10月11日離職，遺缺由巫

宜庭補實。

十一、定期輪調：非主管及編審之常態輪

調108年1月進行107年度調查，無人

提出申請。

參、館舍維護

本館107年館舍修繕維護請修件數807

件，其中最大宗為電燈的問題 3 3 5件

（41.51%），其次為廁所的問題120件

（14.87%），兩者合計56.38%，其他

43.62%的請修件數包括：館舍傢俱63件

（7.8%）、飲水機46件（5.7%）、給排水

42件（5.2%）、空調34件（4.2%）、新K

館 3 3件（ 4 . 0 9 %）、電話通信 1 7件

（2.1%）等。總館清潔維護，107年向校

方爭取預算提高至460萬元，107年執行南

北面外牆清洗與部分館員工作區冷氣出風

口清洗。醫分館館舍維護工作包含：飲水

機定期濾心保養更換共4次及清缸、建商

勘查館舍是否有受損狀況（因醫學院進行

新建第二研究大樓工程）、107年度建築

物安全檢查，安全緊急照明燈設備檢查、

更換一、二樓樓梯地毯、電腦教室軌道窗

簾、館舍年度清潔工作、更換男廁水龍頭

設備、更換監視器用之安全緊急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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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各月館舍重要維護項目如下：

107年1月

總館：執行107年度第1次蓄水池與水

塔清洗。

107年2月

一、總館：因應水公司停水47小時，

執行蓄水量加強及儲水應變措施；模擬全

館電力系統停電、復電狀況並改善會議廳

電燈控制問題；館舍消毒。二、百年書

庫：安南書庫照明燈具安裝完工。

107年3月

總館：RO中央製水系統RO膜及PP濾

材換新；校方協助完成南側室外休閒椅損

壞缺失。

107年4月

總館：RO中央製水系統流量（右

側）計換新；停電定期檢測。

107年5月

一、總館：三樓男廁進行地板施工；

BA監控系統檢測暨系統設定。二、新K

館：水壓減壓工程施作完工。

107年6月

總館：與校方一起執行107年度建築

物安全檢查。

107年7月

總館：討論室天花板更新、粉刷及屏

風表皮壁紙更新；地下一樓館員出入步道

水溝蓋更新。

107年8月

一、總館：執行107年度第2次水塔與

蓄水池清洗；地下二樓第10區書架天花板

防漏修繕。二、新K館：配合營繕組天花

板施作進行設備拆遷。

107年9月

一、總館：大廳挑高區燈具修繕、更

新完工；一樓資檢區暗架天花板修繕完

工。二、百年書庫：安南書庫安裝冷氣機

完成。

107年10月

一、總館：108館舍保全服務、不斷

電系統維護保養訂約；「夢想成圖的100

種可能」展場電源布設；達爾文展場燈光

暨電源布設。二、新K館：釣魚燈完成安

裝；一樓D區照度改善。

107年11月

總館：車道排水系統功能及管線改

良；年度RO製水設備更新濾材施作完

成。

107年12月

總館：陪同營繕組承辦人員及建築師

會勘場地缺失（漏水）。

肆、圖書委員會審議通過經費分

　　配及管理規章修訂

本館於107年3月27日與10月24日分別

召開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107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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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經費分配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

書館入館閱覽規則」、「國立成功大學圖

書館百年書庫作業管理要點」以及「國立

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部分

條文。

伍、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

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刊經

費補助款動支執行率100％，績效良好。

陸、協助推動「臺灣學術電子資

　　源永續發展計畫」，負責書

　　單勾選彙整作業	

在「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基礎下，

100年起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國立雲林大學共同執行「臺灣學術

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107年度執行1

億5,207萬元，採購全體會員師生皆可同

時上線下載或閱讀全文的優質中西文電子

書1萬4千餘冊。對本校而言，除快速增加

優質中西文電子圖書之館藏數量外，同時

節省約20倍購書經費，執行效益甚大。此

批電子書並已悉數轉入本館館藏目錄供師

生查詢使用，以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

柒、積極推廣機構典藏

本校為國內大學機構典藏代表學校之

一，目前典藏量全文資料排名全國第二、

摘要排名全國第三。

除持續依「成功大學機構典藏徵集辦

法」，主動向本校師生及各單位徵集研究

資料，以集結本校之研究成果之外，亦積

極建置機構典藏相關加值網站與子系統，

以發揮機構典藏在典藏、保存資料外的其

他價值，充分展現成大人的研究能量，提

高本校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至

107年12月已轉入摘要125,245篇、全文資

料（含全文連結）88,297筆，查詢使用人

次共13,060,780人次。同時，持續引進

PlumX Metrics計量加值功能，自105年3

月15日起提供作者隨時掌握自己發表的文

章持續被使用與關注的情形，即時掌握文

章被使用情形，並觀測網路上的各種意

見，促進更多的學術交流與互動。

捌、完成ProjectMuse電子過刊

　　之目錄建置，嘉惠讀者

本館自2006∼2013訂購ProjectMuse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訂購內容擁有永久

使用權（包括339種期刊，涵蓋1955至

2013年的電子全文），然停訂後廠商提供

的全文內容是存在隨身硬碟的原始資料，

無法直接線上查詢，讀者難以查找，為方

便讀者使用該批電子全文，本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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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語法針對每種期刊逐卷逐期建置目

錄並與全文內容連結，歷經3年的努力，

於本年11月完成339種期刊的目錄建置並

與其PDF全文連結，讀者只需透過圖書館

的電子資源管理系統，即可利用期刊名稱

查找全文。下一階段將針對其HTML全文

檔加以編修並建立連結，增加使用上的彈

性。

玖、影印服務新增一卡通付費並

　　縮短發票申請時程，提升服

　　務品質

本館於104年9月導入悠遊卡付費之影

印服務，不僅方便讀者利用亦提升服務品

質，服務滿意度高達85%。影印合約於本

年7月到期後，為提供更完善的服務，極

力向廠商爭取新增一卡通付費方式，並改

善發票申請流程，利用影印機以email傳

送發票申請資料，將開發票的時程由1個

月縮短為1∼2個工作天，申請者直接以

email收取電子發票，無需再跑一趟圖書

館取回紙本發票，省時又環保。

拾、提供優質館藏及資源使用服

　　務

圖書館實體館藏、電子書及機構典藏

論文至107年12月底累計超過327萬冊

（件）。圖書、期刊合訂本、視聽資料及

非書資料等實體館藏合計 2 3 9萬多冊

（件）；可用電子書78萬多冊；機構典藏

電子全文（含數位論文、期刊論文）8萬

多篇、摘要約12萬篇；訂購及免費可用電

子期刊約7萬6,756種、紙本現刊1,978種、

紙本過刊超過1萬6,000種；訂購及免費可

用電子資料庫597種。

一、開放服務

1 107年總圖書館及醫學院圖書分館進館

總人次合計超過55萬人次；校外讀者

（含眷屬校友） 2 0萬人次，約占

36%。圖書館每日開館時間13小時

（8:20至21:30），一週七天，其中半

數時間為非一般上班時段的開放服

務，需安排館員於假日開館時間輪

值，負責讀者服務及全館巡查。

2 新K館每日開放 1 4小時（ 9 : 0 0至

23:00），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107年至12月底止進館8萬922人次。

二、圖書資料流通服務

107年圖書借還等相關服務約69萬

6,000冊次。

三、電子資源利用及推廣

1 電子資源連線使用：5,756,619次。

2 整合查詢系統檢索次數：12,212,835次

3 設置資檢區提供校內外讀者到館使用

電子資源，107年使用人次約3萬5,80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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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推廣圖書館的各項資訊服務，安

排教育訓練課程之講授，107年舉辦

303場電子資源推廣課程，參加人數

5,741人次。

5 於總圖資訊檢索區公告欄推出電子資

源服務介紹，每兩週至一個月更新內

容一次。

6 利用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各系所資料庫

使用紀錄數據，分析整理並列出推薦

各系所使用之Top20資料庫清單，讓

電子資源使用新手得以快速找到符合

需求的電子資源。

7 醫學新知報導與延伸閱讀服務：為提

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圖書館每月蒐

集生動有趣的醫學新聞研究報導，並

提供延伸閱讀服務，引導讀者利用圖

書館內的電子期刊資源，閱讀醫學新

聞引用的期刊資料原文，107年共計出

版24則。

8 醫學院分館錄製講習課程教材並編輯

醫分館簡訊，方便讀者及時獲取最新

圖書館訊息，且不受時間限制隨時可

下載課程教材，供自我學習，107年講

習課程共49,575點閱人次，醫分館簡

訊20,763點閱人次。

9 自 1 0 5年 1月起，新增館藏目錄

（WebPAC）電子書推薦輪播服務，

每月由館員精選中文電子書20本、西

文電子書10本於館藏目錄首頁進行輪

播，吸引讀者即時點閱。

0 以英語講授「EndNot e教育訓練課

程」及「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為

協助本校外籍同學認識並熟悉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使用與操作，

開設全程英語授課之「EndNote教育

訓練課程」；另配合外籍教師與外籍

學生課程，館員以英語講授「圖書館

利用教育課程」。

q 107年4月25日、5月8日、9月29日、10

月13日分別支援教務處106學年第2學

期及 1 0 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

（TA）研習營活動，並以「探索你的

研究力∼圖書館幫幫你！」為題，講

授1.5小時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其中

10月13日首次以「NCKU Libra ry: 

Your Partner in Research」為題以英語

授課，藉以介紹館藏利用及各項服

務，四場次計690人參加。

w 將教育訓練課程、授權的期刊投稿講

座、Web of science、EndNote等資料

庫訓練課程之影音及簡報檔資料，置

放 於 M o o d l e 數 位 學 習 平 臺 、

YouTube、隨選視訊系統，提供讀者

線上自我學習機會。Moodle圖書館利

用教育課程影片自104年8月上傳至107

年12月31日累計瀏覽6,27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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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Thomson Reuters公司合作，開設

Datastream線上教育訓練服務，開放

師生申請參加財經資料庫之教育訓

練，在實體課程外，提供另一種選

擇。

r 支援107學年第1學期中文系說理型寫

作計畫助理工作坊課程，嘉惠教學助

理：館員於9月15日支援中文系「說理

型寫作計畫—助理工作坊」課程講

授，以「校內校外學術資源運用導

覽」為題，傳授圖書館館藏資源及服

務如何運用之技巧，嘉惠教學助理，

計30人參加。

四、強化新進教師暨教師社群交流活動

提供圖書館簡介及服務文宣資料，向

新進教師介紹圖書館資源與服務及申請方

式等，協助快速掌握圖書館各項資源與服

務。

五、參觀導覽服務

配合接待學校貴賓暨前進成大系列活

動，本館不分平日或假日均依參觀人員數

量派適當人數之工作人員進行中、英文之

導覽活動，107年共導覽55場次，服務訪

客814人次，甚獲好評。

六、多媒體館藏及資源使用服務

107年多媒體中心之使用人次超過1.2

萬人次，資料使用量1.2萬多件，數位影

音網使用10萬多人次。

七、期刊資料上架服務

107年期刊資料排序上架（含報紙合

訂本），共3萬8,905冊。

八、圖書資料上架服務

107年圖書資料排序上架（含流通還

書及館內閱覽之圖書）共29萬4,784冊。

九、館藏資料維護

107年館藏資料維護處理新入藏圖書

資料1萬5,756冊／件；館藏資料修補、更

新書標、更新館藏檔等維護作業42萬

5,454冊／件；盤點圖書資料27萬2,642冊

／件、盤點期刊合訂本3萬1,224冊；百年

書庫作業合計14,622冊／件；圖書資料報

廢5,225冊／件、期刊報廢6,267冊。

十、研究小間／討論室使用服務（含醫學

院分館）

11,879人次／78,028人次。

十一、地下一樓藝廊借用場次／天數

10場次／116天。

拾壹、充實語言學習線上資源、

　　　提供優質自學環境

一、 持續擴充「數位影音網」資源：因應

多益英語測驗2018年新制題型，掌握

多益英語測驗機構2017年下半年之資

訊發布，迅速採購新制題庫之後，再

購置多益英語訓練課程，提供本校師

生員工使用。並持續採購新年度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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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語教室系列課程、CNN英語新

聞課程、日文檢定課程。

二、 本館隨選視訊VO D（V i d e o  o n 

Demand）系統擴充行動裝置模組，

透過手機與平板電腦等智慧型行動載

具，依據授權使用範圍，可於校園內

或校外使用「數位影音網」內之教學

資源。

三、 搭配本校通識中心「外語線上自學平

臺」需求，商請部分語言學習資料庫

廠商擴充使用統計報表功能，提供管

理介面可抓取本校每位使用者語言自

學之時間起迄紀錄，俾利本校通識中

心通識認證積點之相關作業。

四、 LiveABC英語學習資源網之CNN英語

新聞課程，回溯至2003年至最新2018

年之重新處理，每年內容，除可桌上

型電腦使用，亦可手機、平板電腦等

行動裝置使用，並可 G o o g l e 

Chrome、IE等瀏覽器使用。

拾貳、充實新穎之多媒體視聽資

　　　料

參酌臺大等他校做法，向多家影片代

理商詢價採購視聽館藏，爭取更多價格優

惠折扣，採購更多館藏並含編目，縮短資

料入館上架時間為1個月內，較往年提早4

至6個月，提供新穎多媒體視聽資料，支

援師生教學研究所需。

拾參、提供會議場地及人力，協

　　　助校方舉辦各項活動

一、 提供會議廳場地設備及本館人力，協

助本校系所單位舉辦各項講座及學術

研討會，107年共使用30次、使用人

數4,395人。

二、 提供多媒體中心大團體視聽室設備及

本館人力，協助本校系所單位舉辦各

項講座及學術研討會，107年共使用

208次、使用人數6,660人。

三、 多媒體中心大團體視聽室107年更新

之設備，包括：5500流明投機、135

吋16:9投影布幕及相關影音線路等，

以提供本校教師教學、圖書館及本校

各單位、學生社團舉辦影展活動之更

佳服務。

拾肆、爭取外部單位經費補助或

　　　贊助

獲得「臺灣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7年自辦推廣活動補助經費新臺幣7,500

元，舉辦「我的外掛學習力」電子書推廣

系列活動：

一、 10月3日邀請Cup os享畫有限公司

Da d a陳俊達視覺圖像記錄師講授

「圖像溝通超能力」，教導與會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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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用邏輯力、想像力與聯想力，共

148人參加。

二、 10月4日邀請前臺中榮總幹細胞醫學

研究中心主持人陳甫州博士講授「電

腦軟體輔助英文論文編修與期刊投稿

選擇」，讓參與者從中獲得學習與寫

作的新視野，共159人參加。

三、配合演講主題，於9月24日至10月7日

舉辦「我的外掛學習力」電子書主題

書展，計分四大子主題：化繁為簡

術、論文煉金術、求生手冊與萬人迷

心法，推廣圖書館購置之電子書並教

導電子書查找、借閱與使用方式，共

回收60份問卷。

拾伍、建置系統或調整管理方

　　　式，提升資訊服務品質

　　　及管理效率

一、ORCID帳號註冊及授權系統改版

 於105年5月1日上線啟用，107年2月

因應ORCID API 由1.2版升級至2.0

版程式，進行API程式的認證方式、

輸入與輸出結構等相關程式與網頁

改寫，並取得ORCID四項徽章認證

（Authenticate iDs、Store and Publicly 

D i s p l ay  O RC I D  i D s、C o n n e c t 

Aff il iation information to ORCID 

Records、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Y o u r  R e s e a r c h e r s '  O R C I D 

Records），持續提供本校研究者

ORCID帳號註冊及授權，以推廣本

校研究成果。截至107年12月31日計

有241位教師、醫生及研究人員完成

授權。

二、於ETDS首頁（http://etds.lib.ncku.

edu.tw/）論文審核進度查詢功能，

提供以下資訊：

1 查詢目前論文審核進度／狀態與

獲取論文退件相關資訊，以減少

詢問論文審核的電話回覆。

2 確認email資訊，降低email填錯

的機率。

三、將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錄影檔上傳至

Moodle數位學習平臺及YouTube，提

供同學自我學習新管道，自104年8月

上傳至108年1月18日累計瀏覽6,277

人次。

四、於圖書館資訊檢索區及各樓層設置英

文版作業系統（英文介面）查詢電

腦，方便外籍讀者查詢電子資源或館

藏目錄。

五、107年3月1日正式引進EDS資源探索

服務知識庫提供館藏資源整合查詢服

務：E D S（E B S C O  D i s c ov e r y 

Service）資源探索服務知識庫是雲端

集中式聯合索引知識庫，其收錄之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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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資料（metadata）提供讀者一站式

查詢本館實體館藏及電子資源，包

含：期刊文章、會議論文、學位論

文、機構典藏等各類資源，並針對檢

索結果提供相關排序、瀏覽、個人化

服務等功能。有利於提升讀者檢索本

館實體館藏及電子資源之效益。

拾陸、圖書館軟硬體設備改善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完成升級至開放式

架構的Sierra系統：圖書館於107年8

月27日自動化系統完成升級開放式架

構的Sierra系統，Sierra自動化系統包

含P o s t g r e s S Q L關連式資料庫與

Lucene搜尋引擎，能動態地擴展圖書

館功能、與其他系統整合圖書館的資

料與內容，增強了圖書館的服務。開

源的PostgreSQL關連式資料庫，提供

本館開發人員透過廠商提供的API或

經由SQL語法可動態取得系統內各項

資料，利用取得的資料開發各項加值

應用系統，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二、教育訓練室安裝6部天花板涼風扇、

增設2部除濕機、107年9月10日起測

試18部主機連線計網中心虛擬桌面。

三、獲高教深耕經費補助更換教育訓練室

及醫分館電腦顯示器77部及精簡型電

腦62部，總計79萬8,574元。

四、獲高教深耕經費補助更換圖書館骨幹

核心網路設備壹批，總計229萬8,000

元。

五、 圖書館會議廳107年更新之設備，包

括：8000流明雷射投機、270吋16:9

投影布幕、遠端影像遙控終端器及相

關環境控制程式等，以提供本校多項

校級活動及各單位學術研討會議之更

佳服務。

拾柒、完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計畫執行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計畫由圖書館工作圈於105年底提

出及106年執行，獲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

費全額補助，提供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

對系統使用至108年6月，較四校分別採購

共撙節89萬5,280元。

Turnitin主要用於比對論文與其他文

獻或網路資料相似文字的百分比率，提供

作者在論文發表前自行先確認文獻引用是

否有不適當之處；教師亦可應用於課堂作

業檢查上，可檢視學生作業是否有抄襲行

為，有助於預防論文引用誤植，提升學術

論文原創性，並建立正確學術倫理觀念，

降低剽竊抄襲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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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醫分館致力提供外籍生圖

　　　書資訊服務

一、 多元文化資訊服務—國際週活動

（107/9/18∼9/26）：為使外籍生了

解圖書館提供的資訊服務，醫分館於

9/18、9/20及9/26舉辦「Libra r y 

Or ientation and Database Sea rch

（ P u b M e d  a n d  E m b a s e） f o r 

International Students」，包含館藏資

源介紹與導覽活動，並介紹資料庫檢

索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與文獻管理

軟體（EndNote），以利檢索與管理

研究相關文獻並理解學術倫理議題，

共計39位參加。其中多位外籍同學展

現出高度學習興趣，積極諮詢並要求

開設進階文獻檢索課程，後續共計再

開設12門以英語講授的系統性文獻回

顧（Systematic Review）檢索課程。

二、醫分館107年度共計開設25堂英語授

課之館藏資源利用課程，包含：圖書

資源介紹、基本文獻檢索、實證醫學

文獻檢索、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檢索

及EndNote教育訓練課程，共計44小

時、192人次參加。

拾玖、提供同學選修服務學習課

　　　程

107年共計有9個學院（文、理、工、

電機資訊、生物科學與科技、規劃與設

計、管理、社會科學、醫學院）、34系、

302名同學，選修圖書館服務學習課程，

灌輸同學服務理念，教導同學利用圖書館

之基本概念，對同學課業學習助益良多。

貳拾、關懷及服務本校特殊教育

　　　學生

一、持續與學務處資源教室合作，參與

106及107學年「台積電招募服務代表

職場體驗計畫」，各為本校特殊教育

同學提供1個工讀名額，於資訊服務

組每週服務12小時，進行職場體驗學

習。

二、設置資源教室，提供本校特殊教育學

生自修、課業輔導及晤談之用，107

年計使用161次。

三、主動徵集文化部委託中華民國口述影

像協會製作7部臺灣電影及電視劇集

之口述影像版1 2片DV D光碟，包

括：《海角七號》、《女朋友、男朋

友》、《我的蛋男情人》、《百日告

別》、《星空》、《植劇場—荼

靡》、《公主與王子》，已上架於總

館地下一樓多媒體中心，本校視障學

生可依本館服務本校身障學生借閱館

藏規定外借影片，本校其他師生依借

閱規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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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壹、為展現本校師生研究競

　　　　爭力努力

一、105年2月正式成為ORCID機構基本

會員，並向本校教師推廣授權本校可

下載及維護教師在ORCID上的著作

清單，以便未來將資料整合到其他著

作系統，例如：圖書館機構典藏系統

等。

二、 在圖書館網站持續推廣G o o g l e 

Scholar個人學術檔案網頁，並多次

以email介紹及鼓勵師生進行建置個

人學術檔案，至108年1月21日止已有

474位本校教職員生註冊申請。

三、 為積極支持開放取用（ O p e n 

Access），自104年7月起付費加入全

球第一家開放取用出版社BMC之贊

助會員計畫，可促使本校研究人員經

同儕評閱的生物醫學研究成果廣泛傳

播。本校研究人員在BioMed Central

和SpringerOpen共450多種期刊發表

論文時，得以享有減免15%文章處理

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的優

惠，並可將論文呈現在專屬的會員網

頁（網址：www.biomedcentral.com/

i nst），增加本校研究成果的能見

度。

貳拾貳、參加Mendeley機構版

　　　　會員

Mendeley是免費的學術論文書目管理

與社群工具，同時具有桌面版本及網頁版

本，可提供使用者從任何地方上網並在網

路上管理、共享及使用，並可結合許多資

料庫，讓研究進行得更方便，教師也可帶

領同學使用Mendeley，利用團體討論空間

功能，更快速且方便地讓研究成果彼此分

享討論。

103年10月至104年1月31日本館與

E l s e v i e r出版社合作，於本校舉辦

Mendeley Premium program 推廣計畫，再

從104年9月起參加免費試用的機構版會

員，至107年12月以學校帳號加入本校機

構群組（MIE Group Members）計1,810

位。

貳拾參、參與附設醫院實證醫學

　　　　小組，辦理實證醫學活

　　　　動

一、醫分館為附設醫院實證醫學小組成

員，積極參與小組會議，提供資源利

用之專業意見，建置並維護實證醫學

資源網頁（1 0 7年點閱次數8 , 3 8 9

次）。

二、開設實證醫學文獻搜尋課程，共58

堂、537人次，講義下載84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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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系統性文獻回顧撰寫與投稿之個

別檢索諮詢，對象包含國際生。

四、 107年7月14日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舉辦

「第十九屆醫療品質獎」之「實證醫

學類文獻查證臨床組（南區場）競

賽」，由成大附設醫院教學中心與醫

分館共同協辦。參賽者針對主辦單位

提供之臨床情境，進行現場實證文獻

搜尋、評讀、簡報製作及口頭簡報，

並開放76人觀摩。參賽團隊共計27組

81人，本校附設醫院參賽隊榮獲潛力

獎。

貳拾肆、致力館際服務，績效卓

　　　　著

一、 上傳本館館藏書目至「全國圖書書目

資訊網」

至107年12月底止，累計上傳60萬

9,138筆書目。

二、館際合作「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績效

卓著

與國內401所圖書館、學術機構和單

位進行文獻傳遞及圖書互借服務，本館均

力求以最短的時間提供校內外讀者所需的

資料，因此皆名列前茅，爲校爭光。

1 本校全國績效排名：

1. 外來服務件的處理時效排名：名列

全國第1名（0.12天），全國文獻傳

遞的平均處理時效為0.65天。

2. 文獻獲取率排名：名列全國第4名

（90.04%）

3. 國外申請件文獻獲取率排名：崑巖

醫學圖書分館名列全國第 1名

（87.52%）。

2 服務件數：

1. 全年之服務量完成件數（3,281件）

約占全國合作總量（16,922件）的

19.4%，全國排名第2名，對全國

401個館際合作單位而言，具有重要

貢獻。

2. 本年度處理國內外館際合作件數為

9,883件，其中本館向外館申請件數

為2,224件（22.5%）；外館向本館

申請件數7659件（77.5%），顯示

本館館藏不僅提供本校師生使用，

同時與其他學術研究單位資源共

享。

三、 推動成大、中正、中山、中興、高

醫、交大及政大等七校期刊文獻快速

傳遞服務

七校承諾彼此的館際合作申請件，接

件即馬上處理，且收費為一般申請件的6

折優惠，本計畫嘉惠七校之師生甚多。本

年度共處理697件，其中本校向其他六校

申請347件；而其他六校向本校申請件數



9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二十八期‧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一月

館　務　紀　要

為350件。

四、 擔任跨館性任務編組成員，熱心參與

國內圖書館界公領域事務

1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推動小

組成員。

2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2017∼2018年工

作委員會委員。

3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學術資源發展委員會

委員。

4 參與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之Science Direct資料庫

2017∼2019年新約談判，為工作小組

成員。

5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常設

小組成員。

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5屆大專校院

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醫學圖書館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

7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理事。

8 財團法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研究

發展基金會董事。

9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常務理事。

1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國際合作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五、 熱心支援國內圖書館界公領域事務之

推動，協辦各項活動

1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2018年研習暨座談會

於107年3月21日舉辦，以「圖書館

在校園的夥伴關係」為主題，邀請

靜宜大學姜義臺先生、淡江大學石

秋霞組長分別以「旅行青蛙進化圖

書館服務」及「淡大圖書館3C經驗

談：Com mu n icat e ,  Con ne ct ,  a nd 

C o l l a b o r a t e」進行分享，再由

CONCERT計畫林孟玲主持人進行

CONCERT業務報告，開放國內各圖

書館之同道共同參與，計81人參加。

2 CONCERT 2018年上半年教育研習

會：與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

盟（CONCERT）共同主辦，於107年

4月26日以「關鍵報告：數字與校園社

群的連結」為主題，利用學術出版中

重要的數據與調查報告加以探討現有

圖書館相關服務；除由共同主辦的

Wiley、Elsevier及iGroup公司代表分享

專業概念與新知外，也將以世界咖啡

館（World café）形式引導與會者參與

討論，從實際案例或重要數據中衍生

更多發想及經驗，藉此瞭解圖書館推

廣服務的關鍵焦點，計54位國內各圖

書館同道共同參與。

3 主辦「府城下午茶：館員實務座談分

享會」（6月27日）：依據民國107年4

月20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5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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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辦

理，以促進館際交流，針對圖書館共

同關注的議題，提供實務面的經驗分

享及觀摩學習的機會。議程包括：1. 

創客空間（Ma ker  Spa ce）討論及

Maker體驗；2. 館員實務交流輕鬆下

午茶，由與會者彼此分享在圖書館實

務中可透過哪些行動改變讀者對圖書

館的想法；3. 導覽本館展出中的成大

圖書館《一冊一世界II》─「資本

與異化：遊蕩在現代世界的馬克思」

主題展，由策展人林蕙玟副館長分享

策展實務經驗，計38位來自中南部及

東部圖書館館員參加。

4 10月24日CONCERT借用教育訓練室

舉辦新版NDDS說明會，計65位參

加。

貳拾伍、積極參與國內圖書館界

　　　　活動

以德國書房照片參加由iGroup舉辦之

圖書館的奇幻旅程活動「愛的角落—我

們的圖書館」照片票選活動，經107年10

月2日至10月19日網路投票結果，榮獲最

佳人氣獎，照片編入 iGroup 2019年曆

（計27館參加，共得691票，排名第7）

貳拾陸、積極參與國際圖書館合

　　　　作與國際接軌

一、RapidILL文獻傳遞服務

RapidILL為一國際性的館際合作組

織，彼此共享期刊文獻資源，合作成員包

括：美、加、港、臺等共275所圖書館，

目前國內僅有成大、臺大、清大、交大、

中興等20個學術研究單位加入。本年度共

處理4,993件，合作效益如下：

1 提供本校師生更快捷及便宜的期刊文

獻取得管道：申請時程由原本的3至14

天縮短至24小時內，且向國外申請文

獻傳遞的費用，亦由每件450元降至約

45元（以每篇期刊文獻15頁、每頁收

費3元估算），大大提高了館際合作效

能。

2 提升本校知名度：除提供本校讀者迅

速取得本館未收藏的西文期刊文獻

外，也藉由提供本館館藏給其他合作

館，相對提升了本校的知名度。本館

提供予國外圖書館之期刊文獻約占總

件數的85.44%（4,266件），遠高於本

館向外館申請的14.56%（727件）。

3 因應經費縮減協助師生申請文獻：期

藉由學術期刊文獻取得途徑之拓展與

快速國際館合最密切的暢通，降低不

常用的期刊之訂購量，以因應期刊訂

價持續高漲之窘境，並為未來頂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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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計畫補助款停止後經費不足的困境

預做準備。

二、提供「Docline文獻複印服務」

為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向美國國家醫學

圖書館（NLM）申請醫學文獻的唯一代

表窗口。107年服務量為537件，其中約94

％為國內其他單位之申請件。

三、加入「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

參加全球性的圖書館合作組織

OCLC，持續將本館中外文圖書館藏紀錄

及原編書目上傳至由全球會員館共同提供

和維護的OCLC線上聯合目錄中，與各國

圖書館共享書目資料。至107年12月底本

館已累計上傳56萬1,403筆館藏註記資料

以及3萬8,188筆原編書目。

貳拾柒、辦理各項研討會及專題

　　　　演講

一、舉辦「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

列二十五：圖書館員也是創意策展

人」專題演講（4月27日）

邀請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執行創意總

監薛良凱先生與本館林蕙玟副館長主講

「如何更有創意」與「由策展談圖書館創

新」兩個主題。館內外圖書館同道熱烈參

與，館員化身為富有創意的策展人，應用

館內外資源營造學習場域，打造圖書館創

新服務，創造圖書館多元價值，中場休息

搭配趣味活動：1. 跟著娃娃動次動、2. 關

鍵字。共計90人參加。

二、舉辦解剖學電子資源應用於醫學教育

研討會（5月19日）

解剖學的知識是行醫的基礎知識，要

正確了解人體各系統的構造及相關性，影

像的輔助教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為

推廣3D立體人體解剖資源之應用，醫分

館邀請中山醫學大學解剖學科胡明一老

師，分享解剖學資料庫應用於教學之經

驗；以及醫學資訊業者介紹3D立體人體

解剖學資料庫特色，協助老師或臨床工作

人員製作教學所需的輔助教材，並有效應

用於臨床教學及疾病診治，共計36人參

加。

三、與IEEE合辦【IEEE 2018 Ta iwan 

Academic Seminar（臺南場）】（5

月24日）

本館取得講者授權，將錄影檔及簡報

檔公開於圖書館網頁供眾參考，現場共30

人參加。

四、協辦SAGE出版社【研究產出與教學

實務雙管齊下：社會科學的新世代資

源應用講座（臺南場）】（6月6日）

講座內容包含：訣竅：如何增進論文

寫作跟投稿成功率（SAGE 亞太區圖書館

資源培訓經理林啟賢博士）；學術工作中

的與眾不同，來自於善用創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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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大中華區教職員關係執行專員郝

楠女士），計40位本校及他校師生參加。

五、Micromedex 2018 使用者大會—智

慧醫療新世代—整合‧創新‧科技

（7月20日）

由醫分館、成大醫院藥劑部、IBM、

碩睿公司共同舉辦，邀請醫藥領域專家主

講藥物諮詢應用資料庫解答的經驗、醫院

系統與Micromedex結合建置、人工智慧

等實務議題，共計146人參加。

六、協辦2018 Web of Science培訓課程

【打造學術服務新名片—帶您找到

藏經閣中的藏寶圖（臺南場）】（7

月25日）

講座內容包括：創造大學圖書館新價

值─助力機構管理決策（Cla r iva t e 

Analytics商務拓展與戰略合作關係顧問王

琳博士）；讓圖書館成為資料的掏金者：

從WoS尋找價值（Clarivate Analytics大學

與政府市場顧問官欣瑩顧問）；運用

WOS進行研究能量分析（專家學者）；

顧問手把手教—WoS分析演練（科睿唯

安顧問團隊）等，計39位圖書館及研發處

從業人員參加。

七、2018 ORCID 臺灣工作坊（10月29

日）

計 7 3人參加。館員亦於O RC I D 

Workshop以「ON THE ROAD—說一則

成大推廣ORCID的故事」分享成大推廣

ORCID歷程。

八、Wiley Researcher Academy試驗評估

計劃

Wiley Resea rcher Academy（簡稱

WRA）是Wiley公司為全球研究者學習撰

寫論文及投稿技巧新開發的線上學習平

臺，透過14門線上課程循序漸進引導研究

者學習投稿的方法及技巧，藉以幫助研究

者完成全方位結構化的高影響期刊研究成

果發表，包括：研究的準備→科學研究的

文章撰寫→期刊投稿的流程→同儕評鑑的

指引→有效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曝光率。

Wiley公司與圖書館合作推動WRA試驗評

估計劃（W R A  P i lo t  I nve s t i g a t io n 

Program），邀請本校有興趣嘗試且願意

回覆問卷的老師或研究生參與，開放6~7

門課程單元進行為期2個月（4至5月）之

體驗，計47位師生參加。

九、舉辦期刊投稿懶人工具包課程（5月8

日、11月13日），發行醫分館簡訊

371期

從掠奪性期刊誆騙研究者投稿與付費

的真實案例，帶出Impact Factor與Open 

Access等議題，分享破解與查證方式，並

介紹期刊投稿選擇工具、作者專屬ORCID 

ID等，藉此協助研究者投稿在適合的期

刊，避免受騙。教材下載次數共2,84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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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2,449次＋醫分館簡訊392次）。

貳拾捌、透過Facebook粉絲專

　　　　頁、YouTube播放圖書

　　　　館微電影與讀者互動

一、 101年與本校學生團隊合作完成之圖

書館首支微電影《索書號》，持續公

開於YouTube播放，透過網路平臺向

全世界介紹成大圖書館，提升本館及

本校能見度，累計至107年12月31日

點閱率達43,471人次。

二、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Facebook粉絲專

頁於102年4月16日開版，將最新消息

與各項資訊，即時傳送到讀者手上，

並透過網路社群功能與讀者進行交流

與互動，至107年12月加入粉絲團人

數達6,814人，累計公佈2,431則動態

報導

三、 建置YouTube影音網站「國立成功大

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頻道」，自106

年5月中旬起，累計至107年12月底，

製作上傳館藏主題影展、館藏精選等

活動影片或宣傳廣告短片214部、連

結宣傳廣告短片424部，合計638部影

片分類於「達爾文影展」、「捷克百

年國慶影展」、「馬克思影展」、

「伊斯蘭週影展」、「多元性別影

展」、「林海音百年誕辰紀念活

動」、「開學天天看電影」、「週末

電影院」、「閱讀時光影展」、「館

藏精選」、「週五電影夜」、「週三

電影院」、「館藏坎城影展」、「館

藏金鐘獎影展」、「館藏金馬獎影

展」、「館藏看見臺灣齊柏林紀錄片

影展」、「館藏奧斯卡金像獎影

展」、「成大圖書館二二八70年解嚴

30年系列活動」、「成功大學圖書館

微電影及活動影片」、「成功大學圖

書館新聞」等24個主題播放清單。觀

看次數10,429次、觀看時間10,791分

鐘。（106年5月至107年12月）

貳拾玖、舉辦藝文活動暨推廣活

　　　　動

一、舉辦「一冊一世界」─資本與異

化：遊蕩在現代世界的馬克思（5月4

日至7月4日）

以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為展示主

軸，搭配其他相關著作、主題桌遊展、桌

遊之夜和專題演講，共計約2,300人參

與，系列活動如下：

1 開卷星期三5月系列場次：

1. 「虛構的主體：《黑格爾法哲學批

判》導讀」／王健文（成功大學歷

史系）

2. 「《資本論》淺說」／萬毓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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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學社會系）

3.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劉季倫

（政治大學歷史系）

4. 「霧月十八日的悲劇與鬧劇：《路

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導讀」／

陳恒安（成功大學歷史系）

5. 「《共產黨宣言》：認識世界與改

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陳美霞（成

功大學公衛所）

2 桌遊之夜：和學生社團「桌遊社」合

辦桌遊之夜，透過相關主題桌遊，以

連結年輕讀者的遊戲方式貼近馬克思

的理念。

3 主題影展：多媒體中心播映馬克思傳

記電影《馬克思：時代青年》，並於

總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之展場，

播映館藏紀錄片《你所不知道的資本

主義4：難道馬克思是對的？》，及由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英國廣播公司

BBC、德國電視臺等製作的「認識馬

克思小短片」《POLITICAL THEORY 

- Ka rl Ma rx》、《什麼是馬克思主

義？》、《Karl Marx on Alien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等。

二、舉辦「一冊一世界」—從小獵犬號

到唐恩居：達爾文和他的遺產（107

年10月24日至108年1月11日）

達爾文《物種起源》主題書展系列活

動，除了主題書展，還策劃了專題演講、

旅人講座、寄出專屬的達爾文明信片一系

列的活動，共計約1,550人參與，系列活

動如下：

1 專題演講：

1. 「達爾文與達爾文革命」／王道還

（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教授）

2. 「《物種起源》這本書的印象：要

讓生物學家閉嘴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楊倍昌（成功大學微生物學

科暨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3. 「從『達爾文革命在東亞』到『達

爾文革命中的東亞』」／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4. 「動物表情學？一部冷僻著作對科

學史的映射」／區曣中（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5. 「『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動物倫

理篇」／李鑑慧（成功大學歷史學

系）

6. 「達爾文教我們的事」／李亞夫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7. 「人類如何成為萬物之靈」／王道

還（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2 旅人講座：「踏上世界邊緣，物種起

源的召喚：加拉巴哥群島」／范修溢

（中南美洲旅遊領隊、旅遊講師及企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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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影展：多媒體中心展示26組相關

之劇情片、紀錄片及有聲書，播映達

爾文傳記電影《愛，進化》、《達爾

文的異想世界》；同時，週一至週五

於總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之展

場，輪播館藏紀錄片《物種起源》、

《達爾文之島》、加拉巴哥群島《火

山群島的誕生》、《改變世界的島

嶼》、《自然進化的力量》。

三、舉辦伊斯蘭、多元性別、捷克相關主

題之書展、影展及映後座談

1 「成大2018世界伊斯蘭校園高峰會：

伊斯蘭電影週」主題影展及映後座談

（6月4日至7日）

 配合本校舉辦2018世界伊斯蘭校園高

峰會，與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社團

映象社合作，播映伊斯蘭相關主題電

影：《少女奧薩瑪》、《在地圖結束

的地方》、《王者天下》、《追風箏

的孩子》，並舉辦映後座談，由本校

外語中心阿拉伯語教師、歷史研究所

博士生江孟勳老師主講。

2 「成大TO‧拉酷社十周年系列：多元

性別主題書展、影展及映後座談」（5

月4日至31日）

 配合本校TO‧拉酷社十周年，與本校

TO‧拉酷社、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藝術中心合辦主題書展及主題影展，

展示圖書館館藏之多元性別相關圖書

100多冊、影片60多部，並播映《當他

們認真編織時》、《驕傲大聯盟》、

《扣押幸福 Freeheld》、《以你的名

字呼喚我》等6部電影劇情片，舉辦3

場映後座談，分別由本校性平會曹玫

蓉老師、本校醫學系黃于玲老師、王

秀雲老師主講。

3 「捷克百年國慶經典電影展：成大電

影之夜」（11月6、13、20、27日） 

2018年10月28日為捷克共和國百年國

慶，本校博物館舉辦系列活動，與圖

書館合辦影展活動，播映4部得獎的捷

克電影，包括：1958年及1955年的真

人動畫電影《惡魔的發明》、《史前

世界之旅》以及本館館藏電影《我曾

侍候過英國國王》、《布拉格練習

曲》。其中2部真人動畫電影，是由成

大博物館邀請在本校客座的捷克孟德

爾博物館Ondrej Dostal館長為成大取

得單次公播授權，並於《布拉格練習

曲》電影播映後，與觀眾交流，分享

捷克馬薩里克大學（M a s a r y k 

University）為遺傳學大師孟德爾建置

的博物館（Mendel Museum）等捷克

事務。

四、本校107年度員工專書閱讀推廣活動

之圖書展示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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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與本校人事室合辦，提升同仁

人文素養，鼓勵行政人員積極參與107年

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暨閱讀推

廣競賽活動」，展出國家文官學院106年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之「每月一

書」12冊及推薦延伸閱讀書籍，包含：公

共政策、管理知能、自我發展、人文關懷

等主題好書。

五、 舉辦「開卷星期三活動」

圖書館舉辦的長期、定期的讀書聚會

系列活動，每兩或三周，固定在周三晚

間，在總圖書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讀區或

是新K館，邀請講者導讀一本或一組相關

書籍，也邀請校內成員，共同參與對話激

盪思想。

六、 書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活動週—

EndNote週（3月12日至3月16日、9

月25日至10月1日）

EndNote為本校師生最常使用的書目

管理軟體，為推廣及協助使用者熟悉功能

與操作方法，圖書館舉辦「EndNote週」

活動，每天安排2場教育訓練課程，10人

以上報名即開課，共297人參加。

七、「LIB金銀島歷險趣Part.2」推廣活

動（3月5日至3月9日）

延續106學年第1學期新鮮人「LIB金

銀島歷險趣」推廣活動，設計闖關遊戲帶

領師生認識圖書館內其他重要小角落。集

滿藏寶圖探險寶物章後，就有機會抽中行

動電源、隨身碟、超商禮物卡等好禮。計

回收83份。

八、醫分館世界閱讀日─「長期照顧醫

起來」主題系列活動（4月9日至5月9

日）

推廣長期照顧主題相關書籍與視聽資

料的使用，促使讀者了解長照相關政策的

內容與進展。活動反應熱烈，引發讀者於

留言板上分享照顧家中長者的心路歷程及

長照2.0的最新發展，共計61人參與，159

則書籍留言、102則影片留言及對前述留

言內容的400次按讚肯定。

九、 「永遠的英子：林海音百年誕辰紀

念」活動（4月19日至4月29日）

107年4月28日是臺灣文壇人士尊稱為

「林先生」的林海音女士的百年誕辰，本

館在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夏祖焯教授、中文

系蘇偉貞教授的協助下，舉辦系列紀念活

動，包括：「館藏圖書影音展」、電影欣

賞《城南舊事》、林海音女士長子夏祖焯

教授專題演講「林海音的小說與她的為人

處事背道而馳？」，以及播映林海音紀錄

片《兩地》，由本校中文系蘇偉貞教授、

李京珮助理教授主講映後座談，共計約

300人參與。

十、世界閱讀日，閱讀新世界：禮物書借

閱活動（4月23日至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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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4月23

日為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Day），圖

書館繼105至106年舉辦借閱禮物書活動獲

得熱烈迴響後，今年再度以「閱讀白紙黑

字裏的五彩世界」為題，結合色彩心理學

中不同色彩具有不同含義之理論，挑選對

應紅、橘、綠、藍、紫等顏色意涵的「禮

物書」，邀請師生一起閱讀白紙黑字裏的

五彩世界。館員挑選近500冊圖書館藏，

活動期間以包裝禮物書及圖書原貌進行展

示，並搭配自助借書機借閱及回饋分享等

活動推廣閱讀。統計借出237冊。自助借

書機借書抽獎活動每天20名。LINE、

Facebook等分享活動 3人／4次。活動回

饋共46則。

十一、 畢業生「滿級成就：給小萌新的推

薦書」活動（5月9日至6月25）

邀請應屆畢業生及大三以上（含研究

所）同學，基於求學過程中自身學習與各

方面經驗，推薦本館館藏資源給新進學弟

妹，藉此推廣學術專業或休閒館藏交流；

共有80位同學參加、計推薦98本書，並於

107學年度第1學期圖書館新鮮人活動中展

示。

十二、 畢業生「又到鳳凰花開的路口」活

動（106年5月25日至6月30）後續

106年畢業時節，在圖書館一樓新書

展示區舉辦「又到鳳凰花開的路口」畢業

生限定活動，其中一項「寫給未來的自

己：明信片活動」，是由畢業生寫下送給

未來自己的明信片並投入「未來郵筒」，

隔年由圖書館幫忙寄出；該活動共蒐集得

2 0 5張未來明信片（寄送至國內外均

有），於107年5月14日寄出。

十三、 圖書館迎新活動∼新鮮人！我們歡

迎你！！

1 新鮮人前進圖書館：總圖書館實地參

觀：9月18日、9月27日及10月3日共舉

辦三場次中英文導覽。

2 醫分館外籍生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

9月18日、9月20日及9月26日共舉辦

三場次英語講習，以協助外籍生瞭解

圖書館環境，並善用館藏資源與服

務。活動內容包含：醫分館導覽及服

務介紹、資料庫檢索（P u b M e d、

E m b a s e ） 、 研 究 輔 助 工 具

（EndNote、Turnitin）等。

3 給小萌新的推薦書展：滿級成就 & 我

的外掛學習力：1. 滿級成就：由大三

以上學長姐推薦的各領域書籍，包

含：學業生活、情緒與心靈成長、生

活美感等，還有廣泛有趣的議題；2. 

我的外掛學習力：圖書館整理課程外

可以幫助新生提升學習力的各種技能

書籍，例如：《化繁為簡術》、《論

文煉金術》、《萬人迷心法》等，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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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至10月7日於圖書館一樓新書展示

區展出。

十四、 金庸主題書展（11月15日至12月15

日）

為緬懷於10月30日辭世的武俠小說大

師—金庸，圖書館展示金庸的著作全集

和對其作品的評論專書，並設置讀者留言

專區，寫下對金庸的懷念和追思，共約

500人次參與。

十五、 圖書館「溫馨聖誕卡傳情」推廣活

動（107年12月10日至108年1月4

日）

為增進讀者對於電子資源的認識，提

升資訊素養，並增加對館藏使用及館舍位

置之熟悉度，搭配聖誕節期舉辦「溫馨聖

誕卡傳情」圖書館資源利用推廣活動，以

祝福的聖誕卡片為主軸，搭配小題目供讀

者答題闖關，共發出280張卡片與問卷

（郵寄卡片52張、問卷回收73張）。

十六、 醫分館圖書館週—「王牌妙探出

任務」（107年12月3日至17日）

醫分館為增進讀者了解館藏資源，藉

由行動應用程式（App）「芝麻出任務

（Sesame Open）」的輔助，設計一系列

活潑有趣的闖關活動，內容包含：認識醫

分館環境、查找期刊、資料庫及醫學人文

館藏，進而培養使用圖書館資源的習慣。

十七、 總圖書館多媒體館藏特展、主題影

展及電影欣賞服務

搭配新進館藏、節日、臺灣本地影展

或世界知名影展，在本館空間或VOD隨

選視訊系統展示並播映本館館藏知識性紀

錄片及劇情片電影，以推介提供本校師生

員工教學及研究所需，107年合計超過2萬

2千多人次參與各項活動（多媒體中心

12,326＋VOD隨選視訊系統10,044）。

1 新進館藏精選：每月精選28部新進館

藏知識性紀錄片及劇情片電影，於多

媒體中心靜態展出，107年合計展出

336部影片。

2 VOD隨選系統線上影展：本校師生員

工經由校園網路，即可透過本館VOD

隨選系統播映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

英語每月最新節目；以及採購VOD公

播版之知識性紀錄片及劇情片電影，

107年合計播映148部影片或音訊資

料。

3 迎新天天看電影：2015∼2018威尼

斯、柏林、坎城、金馬、奧斯卡影展

得獎電影展：在107學年度開學舉辦迎

新影展活動，開館期間連續31天，每

天晚間於多媒體中心，精選播映本館

館藏近3年（3屆）威尼斯影展、柏林

影展、坎城影展、臺北金馬獎、奧斯

卡金像獎等5大影展得獎電影共31部，

涵蓋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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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墨西哥、阿根廷、匈牙利、芬

蘭、義大利、英國、法國、美國、臺

灣、香港、中國大陸等歐洲、美洲、

亞洲15個國家或地區之得獎電影。

4 The Osca rs 90—成大圖書館館藏

2007∼2016奧斯卡影展活動：配合第

9 0屆奧斯卡金像獎（T h e  O s c a r s , 

Academy Award）頒獎典禮於2018年3

月4日舉行，本館特別安排 2018年1月

25日至4月1日展示並播映：館藏2008

∼2017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及最佳導演電影14部、最佳外語片9

部、最佳動畫片9部，合計32部得獎作

品。

5 週末電影院新進館藏劇情片（春夏4∼

6月、暑假7∼9月、秋冬10∼12月）：

每週五晚間、週六及週日下午於多媒

體中心播映，精選新進館藏電影85

部，涵蓋塞爾維亞、奧地利、瑞士、

羅馬尼亞、比利時、挪威、丹麥、義

大利、英國、愛爾蘭、德國、法國、

古巴、美國、澳大利亞、土耳其、寮

國、臺灣、香港、中國大陸、香港、

南韓、日本等歐洲、美洲、亞洲23個

國家或地區之得獎電影

十八、音樂欣賞服務

於圖書館音樂聆賞區提供5個館內衛

星音樂頻道，提供讀者收聽欣賞音樂，增

加人文素養，提升生活品質。並因應中廣

音樂網無線廣播頻道由中央政府收回，本

館自106年4月13日起將中廣音樂網、

ICRT之音源，由無線廣播天線轉換為網

路電臺，繼續服務本館讀者。

十九、醫分館多媒體館藏特展

挑選醫分館的館藏以主題方式呈現，

107年計有「STOP AIDS 邀你一起擁抱

愛」、「醫視金榜 Top 20」、「勇敢做

自己」、「過猶不及‧免疫之戰」等館藏

精選主題以及新進館藏等靜態展，推廣多

媒體館藏

二十、 舉辦2018年外文醫學圖書閱選展

（10月1日至5日）

醫分館邀請國內圖書代理商，提供最

新出版之醫學相關外文現貨圖書及出版訊

息，共計173人推薦圖書。

參拾、舉辦公益活動，贊助弱勢

　　　團體

圖書館107年共募集由校內外312位善

心人士所捐贈的書刊8,342冊。經館員整

理、分類及訂價等工作後，於107年9月17

日至9月21日舉辦第15屆二手書義賣活

動，人氣、買氣十分熱絡。義賣所得總計

23萬6,010元，全數捐贈給「財團法人天

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贊助弱

勢團體。本館自93年度開始舉辦此項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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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活動歷經15年，共有3,264位校內外

人士參與活動捐出超過77,000冊書籍，義

賣所得超過新臺幣245萬元，全數捐出社

福機構，頗具成效，歷年義賣金額和捐贈

對象如表一。

參拾壹、透過館內教育訓練室提

　　　　供偏鄉學童遠距教學服

　　　　務

持續免費提供教育訓練室作為本校人

文社會科學中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

畫」與臺南市左鎮公館社區遠距學伴課程

之教學場地：圖書館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

起免費提供總館三樓教育訓練室，於學期

間每週三天晚上，作為人文創新與社會實

踐計畫遠距學伴課程教學場地，106學年

第2學期及107學年第1學期，計使用75

次。

表一　二手書義賣活動歷年義賣金額與受贈對象

年度 捐書人數 捐書冊數 義賣金額 受贈對象

93 109 1,010 NT$ 63,040 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附設清寒植物人安養院

94 144 2,386 NT$148,510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扶基金會台南家庭扶

助中心

95 172 2,152 NT$144,455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96 153 2,390 NT$138,330 財團法人創世基金會附設清寒植物人安養院

97 119 2,000 NT$109,620 台南縣心智障礙者關顧協進會

98 130 3,000 NT$137,583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99 152 4,444 NT$135,200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扶基金會台南家庭扶

助中心

100 161 3,561 NT$137,570 台南縣心智障礙者關顧協進會

101 207 4,310 NT$171,979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102 394 8,070 NT$200,201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103 308 9,149 NT$221,385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家扶基金會台南市南區分

事務所

104 275 9,000 NT$213,420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105 301 9,828 NT$209,170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106 327 7,820 NT$192,680 臺南市私立麻豆老人養護中心

107 312 8,342 NT$236,010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合計 3,264 77,462 NT$2,459,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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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務　紀　要

參拾貳、館員實際走進課堂，參

　　　　與課程

一、林蕙玟副館長任教之創產所執行「圖

書館創新進行設計思考工作坊」實驗

性課程，開放館員隨堂參與，博碩士

班共計6堂課、18小時，館員計18人

次參與。

二、12月27日館長、副館長、組長及空間

改造小組成員參與建築系陳穎澤老師

開設之107學年度建築要素課程期末

評圖，該課程之「閱／樂／悅

（Read/Music/Joy）」單元，以圖書

館四／五樓中庭空間—音樂欣賞區

為題，邀請修課同學發想並重新詮釋

現有空間的潛力，並於108年1月11日

至1月24日假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辦課

程成果展。

參拾參、提供國內圖資系所學生

　　　　職場體驗機會

一、輔導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黃寶

棠同學，於107年7月9日至8月3日到

期刊組實習120小時。

二、醫分館同仁於11月19日獲邀至臺灣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所，進行「醫學資源

與搜尋暨諮詢案例」專題演講，演講

內容包含：醫學領域生態與實證醫學

簡介、醫學資源類型、實證醫學文獻

搜尋、醫療人員熱門諮詢案例、醫學

圖書館員的實務養成，並透過互動問

答提升參與效果，使與會者能瞭解醫

學資源與服務之專業知識及工作特

性。

參拾肆、出版圖書館館刊

出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7期，內容包括：如何更有創意、從策展

談圖書館創新之專題論述、國立臺北大學

圖書館自習室空間規劃經驗分享之專題研

究，以及本館同仁執筆之館務紀實及服務

推廣等，共計9篇文章。除以紙本發行寄

贈國內圖書資訊相關系所及各圖書館典藏

外，並將創刊號至今各卷期內容數位化後

放置於本館網頁，供眾瀏覽，本刊物乃為

國內少數由圖書館編輯發行的學術性刊物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