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又是多秋的一年，不僅人事異動仍

舊頻繁，且有典藏組林佑璉、閱覽組王元

興二位十分資深的主任，相繼於97年3月1

日、4月1日退休，又因應館內業務運作之

需要，於4月1日將各組組(長)主任之職務

作全館性之調整。另外，在採購書刊資料

方面，除了年度經費及繼續執行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所挹注之經費之採購外，還有為

了強化人文社會領域之資源，執行「教育

部補助大學購置人文社會圖書計畫」，以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九十七年回顧

程碧梧

成功大學圖書館典藏組

及本校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之補助經費，採購許

多人文社會領域方面之圖書，另外還協助

推動「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採購西文

電子圖書；隨著圖書經費的倍增，業務量

也隨之增加許多。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館藏數位化

已是時勢所需，而機構典藏更是大家所

亟需建置的，本館為教育部「建置機構

學術成果典藏計畫」之種子學校並輔導6

所其他校院，也於97年起開始建置本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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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典藏系統，蒐集校內師生研究產出，

展現研究能量，提高本校學術成果的能見

度與影響力。此外，為了提升本校圖書館

館藏能見度，並與國際接軌，本館也積極

參與國際圖書館合作，加入Rapid ILL文

獻傳遞服務系統；另外，成功爭取得成為

Elsevier紙本期刊南部典藏中心更是具有

指標性的意義，對本校居中南部圖書資源

中心的領導地位，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另外，喜悅的分享，本館網頁比賽

獲得本校「97年度全校各單位網頁設計競

賽」行政單位組之『分組決選』特優以及

『最佳人氣獎』二獎項。且又於年底獲得

全校網頁計量評比優等獎與進步獎雙料第

一名，讓全館同仁感到雀躍不已，雖辛苦

卻也有了代價，2008年真是榮耀的一年。

壹、館舍維護

一、館舍清潔維護

97年度館舍清潔維護招標於96年11月

27日順利完成。因96年與捷豹公司之紛

爭，本館在招標項目中將年度二次之全館

大清洗由集中清洗改為分散至每月分樓層

完成，希望透過此策略，得以改善廠商以

低價標得，又無法完成整個清潔作業，造

成館方之困擾。以此新方式施作一年，館

舍清潔進行得十分順利。

二、環境美化

館外周遭視經費逐年種植草皮和植

栽，並定期養護，保持良好狀態。館內

各閱覽空間持續有插花老師們擔任志工，

設計各種花藝作品，協助圖書館佈置的美

化，提供讀者優質美好的閱覽環境。

三、更新藝廊展示區

地下一樓藝廊牆面和展示板之壁布

已顯得髒舊，因此全面更換，並新增展覽

板，以配合藝文展示之需求，提供更優質

的展覽環境。

四、館舍漏水修繕

採光罩及其周圍滲漏改善，頂樓漏水

處理已於96年10月施工完成；各樓層漏水

整修工程東西兩側採光罩則列入97年度，

第一期進行改善之項目於97年底招標完成

565萬元，規劃設計費35萬元，總計600萬

元，預定於98年1月中旬開始施工，98年2

月底完工。施工項目如下：

1、國際會議廳講台上方及口譯室牆面

2、屋頂突出物滲水處理

3、屋頂機械室

4、四樓東西兩側採光罩

五、改善K館閱覽環境

3A閱覽室增加閱覽桌且將原有之閱

覽桌調整，3B閱覽室閱覽桌重新配置，

2A閱覽室更換座椅，並整修改善廁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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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環境，以及粉刷大廳和各閱覽室牆面，

營造一個較為整潔之閱覽環境。

六、改善B2密集書架第九區工程

本館地下二樓密集書架書庫因漏水造

成第九區之地板損壞並影響軌道，因此簽

陳校方撥經費修復，於9月10日招標，由

翊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92萬元得標，並

於9月11日依約開工，11月3日申報完工。

七、改建無障礙廁所

學校以逐年編列預算方式，選定優

先次序，逐步改善學校各建築物之廁所設

施，增加無障礙廁所，為身障人士提供無

障礙之如廁環境。本館為師生最常使用場

所之一，無障礙之如廁環境頗為需要，因

此被列為優先改善的地點之一，規劃將圖

書館地下一樓、地下二樓、三樓之廁所整

修增加無障礙廁所，於11月14日施工，預

計98年完工，以提供身障人士無障礙之如

廁環境。

八、醫學院自修閱覽室移至於醫分館內

醫學院因考量院系空間之不足，將

原設置於醫學院大樓二樓之自修閱覽室撤

除，另外於醫分館內一樓規劃146平方公

尺(約44.2坪)之空間，96個閱覽席位，作

為醫學院學生之自修閱覽室，自11月3日

啟用。

貳、經費

一、圖儀經費

97年全校書刊經費執行共約2.66億元

（包括圖書10,445萬元，紙本期刊4,064

萬元，電子期刊7,586萬元，電子書677萬

元，資料庫3,029萬元，視聽及非書資料

866萬元）。包括圖書館執行之各書刊經

費：圖儀費、建教款、頂尖計畫、系撥

款、國科會、教育部計畫、醫院經費等。

已扣除96年SDOS電子期刊款3,136萬元及

醫圖紙本期刊410萬元。(以上資料來源是

依經費科目統計之97會各項經費總支表，

非最後決算)。

二、經常門經費

校方核撥圖書館97年度經常門之經費

比照上個會計年度，機電、空調各項設施

之定期維護，尤其機電設備皆已超過保固

期限，時有損壞，需要維修耗費極大。另

外，館舍清潔維護校方同意每年給予經費

支援，電梯、空調、消防設施保養維護亦

由校方統一作業，減少本館經常門經費不

足之壓力，使得各項作業得以正常運作，

以維護館舍環境和硬體設施之良好狀態。

三、設備費

校方核撥給本館之年度設備費比照上

個會計年度，新增及汰換各項設備，另以

97年一流大學之編列經費，汰舊換新或增

加、伺服主機汰換等，計更換Library2.0

研發主機、汰換電子資源校外連線伺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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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汰換共用讀者資料庫伺服主機、圖書

館自動化硬體設備，並增加異質性整合查

詢系統，以提升資訊檢索速度效率及服務

品質，提供師生更優質的資訊服務。

參、人事

97年圖書館又再度歷經極大之人事異

動，人員退休、離職、主任職務調動，而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專案計畫人員除原

有3人外，97年1月再增加5人。

一、人事異動

1、 醫分館僱用辦事員鄭小祺小姐1月1日

到職。

2、 臨時人員吳佳純小姐1月1日到職。

3、 劉瓔芝小姐1月1日起由原半職改為全

職。

4、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專案人員賴怡

如小姐、林郁婷小姐、黃玉婷小姐、

鄭嘉川小姐、王敏小姐1月1日到職。

5、蘇麗珍小姐1月25日陞為組員。

6、林佑璉主任3月1日退休。

7、曾瓊慧小姐3月1日離職。

8、 程碧梧秘書接任典藏組主任3月1日起

生效。

9、王元興主任4月1日退休。

10、 趙筱玲4月1日商調至嘉義縣東石高

中。

11、 4月1日主任職務調動：為因應館內業

務運作之需要，調整各組組(長)主任

之職務如下：

(1) 原採編組李健英組主任調至醫學

院圖書分館。

(2) 原期刊組林秀娟組主任調至資訊

服務組。

(3) 原資訊服務組孫智娟組長調至閱

覽組。

(4) 原醫學院圖書分館蘇淑華組長調

至期刊組。

(5) 原多媒體視聽組蔡佳蓉組長調至

採編組。

12、 徐怡華組員5月19日商調至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13、 郭乃華編審於5月21日調陞為多媒體

視聽組組長，其職缺補組員，簽請

同意申請97年度高考增額錄取人員分

發。

14、 周正偉組員5月21日調陞為秘書。

15、 閱覽組僱用辦事員謝岱錡6月2日到

職。

16、 醫分館王雅怡8月1日商調至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圖書館。

17、 系統組技士張榮輝遷調為組員自8月

5日起生效。其職缺補助理員，簽請

同意申請97年度普考增額錄取人員分

發。

18、 醫院組員簡素真經甄審為採編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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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到職，其職缺補組員。

19、 王雅怡組員職缺簽請同意申請97年度

高考增額錄取人員分發。

20、 資服組徐怡華組員職缺補組員陳麗君

10月20日到職。

21、 醫分館鄭小祺參加97年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經錄取為增額人員，經

分配至本校醫學院圖書分館擔任組員

職務，故辭去僱用辦事員之職務，並

於12月9日完成報到手續。

22、 曾筱雯、張育慈分別為97年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普考增額人員經

分配至本校圖書館服務，於12月12日

完成報到手續。

二、調動和輪調

1、人員出缺之調動：

(1) 期刊組洪玉貞小姐申請1月2日過調

至台南市立圖書館，獲准補實「組

員」：依照「本館人員調動要點」

作業，採編組張璧君申請調動至期

刊組；閱覽組魏瓊釵申請調動至採

編組。

(2) 閱覽組龔華恩小姐申請於96年12月

底離職，獲准補實「臨時人員」：

無人提出申請調動。

(3) 採編組趙筱玲小姐申請於4月1日過

調至嘉義縣東石高中圖書館，獲准

補實「組員」：無人提出申請調

動。

(4) 多媒體視聽組郭乃華編審調陞為該

組組長，獲准補實「組員」：無人

提出申請調動。

(5) 資服組徐怡華小姐申請於5月19日

過調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獲准

補實「組員」：無人提出申請調

動。

(6) 醫分館王雅怡小姐申請於8月1日過

調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獲准補實

「組員」：無人提出申請調動。

2、 定期輪調：97年12月1日進行年度常態

之輪調作業，無人提出調動之申請。

肆、成為Elsevier紙本期刊南部

　　典藏中心

本館以完整的管理配套措施，提出

典藏計畫供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審核，成

功地爭取成為Elsevier公司2008至2010年

贈送國內三套完整紙本期刊之南部典藏中

心。預期效益：對本校而言，可免費擁有

2008-2010年 Elsevier重要西文期刊，每年

Elsevier公司將出版的紙本期刊約2,100種

期刊贈送本館，預估價值為8千萬元，除

增加本館期刊館藏數量外，並可使其更加

完整。因Elsevier出版的紙本期刊為國內

大型圖書館所極欲爭取，因此本館能被雀

屏中選，殊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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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改善圖書館資訊系統及設

　　備，以提升資料檢索效益

一、異質性整合查詢系統建置

整合圖書館不同電子資源，讓讀者透

過簡便的查詢介面，整合檢索複雜且多元

的數位資源。

二、Library2.0研發主機

採用W e b 2 . 0的技術與觀念的應

用，並融入圖書館特性所延伸定義出

Library2.0的新觀念。提供圖書館與讀者

互動的交流平台，讓資訊資源可與使用者

產生更多的互動與交流，提供多元及客製

化的服務。

三、汰換電子資源校外連線伺服主機

改善校外連線伺服主機效能、提升校

外電子資源檢索效率及服務品質。

四、汰換共用讀者資料庫伺服主機

改善共用讀者資料庫主機效能，提升

本校師生認證效率及服務品質。

五、圖書館自動化硬體設備

改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主機效能，使

自動化系統更加穩定，以提升圖書館之服

務品質。

六、建置「教育部補助大學購置人文社會

圖書計畫」書目簡易查詢系統

8月建置約22,000筆人文社會圖書，

提供ISBN、書名關鍵字、學門、館藏學

校與出版年等5項查詢欄位，使用者點

選「詳細書目」則連結至各校館藏目錄

WebPAC系統，可進一步檢索更詳盡的書

目資料。

七、建置「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書目簡易查詢系統

9月建置約1,300筆生命倫理學、醫療

人類學、健康照護與社會三方面人文社會

圖書資料，包括計畫年度、學門、計畫主

持人，使用者可依ISBN、書名關鍵字與

出版年查詢所需資料。查詢結果呈現後，

使用者點選「詳細書目」則連結至成功大

學圖書館藏目錄WebPAC系統，可進一步

檢索更詳盡的書目資料。

陸、推廣活動

一、外文書展

於3月、9月配合學期開始各舉辦

「知識的饗宴--成功大學圖書館外文圖書

展」，提供全校師生最新外文圖書資料及

出版訊息，供其推薦各類新書，建置優質

館藏。受邀的書商共有七家：大統圖書公

司、上博圖書公司、知訊圖書公司、文景

書局、亞勃克國際公司、勤睦莊有限公

司、綠保有限公司，都是國內知名的外文

圖書進口書商。

二、二手書義賣

圖書館自2004年便開始推出「二手書

義賣」活動，本年度已是第五屆，自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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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旬起至9月中旬進行募書活動，本館將

善心人士所捐贈之書籍加以篩選、建檔、

分類並訂出每本書義賣之價格，且將義賣

之書單分門別類公告於圖書館網頁上，

以供選購。此次二手書義賣活動共有119

位校內外人士參與捐贈書籍，經過整理共

有2,000冊，本館於9月30日至10月3日在

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行義賣，共募得新台幣

109,620元整，全數捐贈給「台南縣心智

障礙者關顧協進會」。

本館自93年度開始舉辦此項有意義之

活動，頗有成效，歷年義賣金額和捐贈對

象如下表：

年度 捐書人數 捐書冊數
義賣金額 

(NT$)
捐贈對象

2004 109 1,010 63,040 創世基金會台南分院

2005 144 2,386 148,510 家扶基金會台南家庭扶助中心

2006 172 2,152 144,455 瑞復益智中心

2007 153 2,390 138,330 創世基金會台南分院

2008 119 2,000 109,620 台南縣心智障礙者關顧協進會

三、影片欣賞

1、「週二電影院」

多媒體中心於暑假期間舉辦「週二電

影院」影片欣賞活動，自7月8日起至9月2

日止，每週二下午於圖書館地下一樓多媒

體大團體視聽室播放，特別選播各國不同

風格的影片，包括挪威的「逆向思考的藝

術」、捷克的「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

以色列的「39磅的愛」等片，新進的得獎

影片，希望藉由各國不同風格的電影，拓

展讀者欣賞影片的視野。

2、「週五電影夜」

多媒體中心於暑假舉辦「週二電影

院」影片欣賞活動後，又於11月7日起至

12月26日，每週五晚上7點至9點，展開

「週五電影夜」影片欣賞，於圖書館地下

一樓多媒體中心大團體視聽室播放，圖書

館精挑細選8部大師佳作以及文學作品改

編的得獎影片，包括「追風箏的孩子」、

「潛水鐘與蝴蝶」等。

四、「自助借書機」借書推廣

為使圖書館之自助借書機可以廣泛的

被使用，節省師生排隊等候借書時間，以

提升圖書館之服務品質，於11月20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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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舉辦「自助借書機推廣活動」，

並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台達電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及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

辦。活動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活動期間每

日提供65件禮品，接受讀者憑當日自助借

書機收據兌換。第二階段為活動結束後，

由投入摸彩箱中之收據抽出得獎者，另行

致贈獎品。

活動期間，並由館員及工讀生協助指

導及說明，師生反應相當熱絡，共計約有

2,800人次參與活動。

五、延伸閱讀

1、每月一書

與學務處合作繼續舉辦每月一書票

選、採購及推廣閱讀活動，除增加成大人

廣泛閱讀及研討的機會，並能增進自我的

瞭解與掌握生命的目標；在成大校園內，

此項活動結合了圖書館、社群網站、學生

社團的資源，藉由圖書的閱讀、社群的討

論平台和名人講座的活動，提供了成大師

生互相交流與分享閱讀心得的園地。

2、成大思沙龍（NCKU Thinkers Salon）

成大思沙龍係由本校與龍應台文化基

金會合作舉辦之講座，圖書館配合此項活

動，由典藏組、多媒體視聽組以及閱覽組

聯合於演講日前後1週，推出「成思延伸

閱讀館藏特展」，每次挑選與演講主題相

關的館藏圖書及視聽資料，展示於圖書館

1樓新書展示區及地下1樓多媒體中心內，

同時於圖書館網站上，建置「成大思沙龍

‧延伸閱讀館藏特展」網頁，臚列展示資

料清單，做為讀者延伸閱讀之參考。總計

配合展出五場：

(1) 4月7日主題為「你所不知道的科

索沃」

(2) 5月2日主題為「你所不知道的新

加坡」

(3) 6月6日主題為「你所不知道的非

洲兒童兵」

(4) 10月16日主題為「你所不知道的

泰緬僑生」

(5) 12月12日主題為「資本主義下的

中國」

3、 96年度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健康、醫療與身體」主

題新購圖書展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充實國內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設備，協助相關

學院或系所建立有特色之研究圖書典藏，

以促進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之長

遠發展與整體效益，自民國95年開始推動

五年「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畫」。本校護理學系黃美智主任與圖書館

共同提出申請計畫，獲得2年600萬之經費

補助。現已完成該計畫主題第1年圖書採

購，為展示購書計畫成果，特別商請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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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主任就生命倫理學、健康照護與社會及

醫療人類學三大類別，精選圖書於11月3

日起至11月16日止在圖書館1樓新書展示

區展示，供師生閱覽、參考。

4、 「成功大學世界華人作家工作坊：大

師講堂」--鄭愁予‧瘂弦著作作品展

為配合本校文學院中文系之「國立

成功大學標竿創新計畫提升本校中文寫作

與閱讀教學計畫」所舉辦之「成功大學世

界華人作家工作坊：大師講堂」邀請鄭愁

予(駐校期間：10/31-12/01)、瘂弦(駐校期

間：11/21-12/20)蒞校講述有關「詩」之

講座，為使此項活動更加熱絡，圖書館特

於11月3日至12月20日在圖書館1樓新書展

示區舉辦兩位大師作品特展活動，供全校

師生親臨圖書館參閱相關特展資料。

六、舉辦「第五屆成大圖書館數位平面影

像設計比賽」

由圖書館和財團法人俊銘基金會共同

舉辦的「第五屆成大圖書館數位平面影像

設計比賽」，共有來自16個系所單位及3

位校友參賽，計33人、51件作品，此次以

「NCKU Library connects with the world」

為主題，強調與世界接軌為本校朝向國

際化的主要目標，經過11月7日的評審，

選出首獎、二獎、三獎各1名和優等獎10

名，於11月14日上午9點在圖書館一樓大

廳舉行頒獎典禮，由本館館長謝文真教授

和俊銘基金會董事長李克讓名譽教授共同

主持，頒發獎牌予優勝者，圖書館並將所

有參賽作品展示於一樓大廳，供眾欣賞，

也為此次的比賽畫下完美的句點。

七、舉辦研討會和研習會

1、舉辦「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

系列(十)資訊科技在圖書館的應用」研

討會，於3月27日，邀請淡江大學圖書館

林泰宏先生、梁鴻栩先生講述「Library 

2.0 !?」、「Web2.0、Blog⋯然後呢?：由

BLOG@TKULib來思考」。

2、舉辦「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

列(十一)圖書館資訊服務之新挑戰」研討

會，於5月20日，邀請美國密蘇里大學圖

書資訊學及學習科技研究所陳信良助理教

授講述「資訊使用者、需求面與提供者：

學術圖書館的新挑戰」以及「數位媒體與

資訊服務的整合」。

3、舉辦「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學資

料庫檢索系統」南區教育訓練，於6月6日

舉行，計有中山、臺南等15所大學校院約

30位之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

4、主辦「第三十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

研討會」，於9月18-19日舉辦全國第三十

屆醫學圖書館年會，二天的會期，共有來

自全國醫學院校和醫院機構之圖書館60個

單位，百餘位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

5、舉辦「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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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十二）數位內容著作權保護」研討

會，於12月5日邀請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

研究所謝國廉助理教授講述「數位內容與

數位典藏之著作權基本問題」、「數位內

容之著作權侵害與合理使用之主張」，邀

請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單位圖

書館工作人員130餘人參加。

柒、獲得全校網頁設計和計量評

　　比競賽特優

本館除獲得本校「97年度全校各單位

網頁設計競賽」行政單位組「最佳人氣

獎」和「分組決選」之特優外；又於年底

獲得全校網頁計量評比「優等獎」與「進

步獎」雙料第一名。

捌、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學購置

　　人文社會圖書計畫」

由本館規劃彙整含本校及其他19所夥

伴學校之主題書單向教育部申請之「教育

部補助大學購置人文社會圖書計畫」，獲

得教育部審查委員肯定，評為最優，獲

得第一年4,600萬元之補助款。此案為雲

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項下之計畫，以成

大為核心圖書館，服務含括中正、中山、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等19個夥伴學校。本

計畫案已於97年7月執行完畢，在六個月

內與夥伴學校完成21,137筆圖書資料之採

購，其中本館執行金額達3,050萬元，採

購13,790筆外文圖書，強化本校及夥伴學

校人文社會圖書之館藏。所有採購書目除

轉入各校圖書館目錄供查詢外，並已建置

於聯合目錄中，同時透過雲嘉南區域大學

校院圖書館聯盟之運作，提供跨館互借圖

書，提升本校帶動周遭學校學術研究之能

量。

玖、協助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畫」

97年繼續協助本校教師申請「國科會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共通

過5案，補助金額達3,567萬元。國科會的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案主要

在協助學校建置主題式的圖書館藏，雖然

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但跨領域的主

題也倍受肯定，像醫學、護理、工程方面

也可以和社會結合，可以增加老師們研究

教學所需特定領域之圖書資源。

拾、推動「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由中興大學圖書館、成功大學圖書館

及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共同推動之「臺灣大專校院電子書共購共

享計畫」，招募國內大專院校及研究單位

等88個圖書館，成立「臺灣學術電子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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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預計每年各校購置西文電子書1萬

冊，聯盟88校每年增加88萬冊，約需新台

幣1.7億元，每年可節省25.4億元之購書經

費，第1年已獲教育部補助6,430萬元。第

1年計畫在推動小組四校的合作努力下，

已於97年10月執行完畢，共採購16,000冊

電子書，除快速增加本校圖書館西文圖

書之館藏數量外，同時節省約20倍購書經

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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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年電子書共購共享計畫，於97年

10月向教育部提出，亦已於97年底通過審

核，獲教育部補助約6,500萬元。

拾壹、成立「雲嘉南區域大學校

　　　院圖書館聯盟」

為強化南部地區之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研究資源，促進雲嘉南地區大學校院師

生有效利用各校圖書館館藏資源，本館於

5月20日正式成立「雲嘉南區域大學校院

圖書館聯盟」，促成以本館為中心之20所

大專校院圖書館開啟合作新頁，加強區域

內大學校院師生有效利用各校圖書館的館

藏資源，預計可嘉惠雲嘉南地區超過20萬

名師生，共享20所學校600萬冊(件)圖書

館藏資源。第二年起將提供線上圖書借閱

優惠免運送費用之補助措施，並持續協助

聯盟館建置機構典藏系統，以推動教育部

「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帶動周

遭學校學術發展。97年聯盟館借書9,347

人次、借閱27,757冊。

拾貳、建置機構典藏系統

本館為教育部「建置機構學術成果

典藏計畫」之種子學校並輔導6所其他校

院。機構典藏系統主要是蒐集本校教師的

研究產出，如期刊、會議論文、研究報

告、投影片、教材等，以數位的方法保存

全文資料，並建立網路平台，提供全文檢

索與使用的系統。以最便利且最有效率的

方式，集結本校之研究成果，以在成大機

構典藏系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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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2月共轉入30,711篇摘要(其

中教師期刊論文共12,940篇、學生數位論

文共17,716篇、校刊55篇)；全文資料共

15,205筆，查詢人次72,760人次。

拾叁、執行本校行政業務改進計

　　　畫

本館獲本校研發處補助九十七年度行

政業務改進計畫計有二項：

一、圖書館藏線上即時盤點之研究及實驗

以本館十分之一約十萬冊圖書館藏為

對象，執行一大規模實驗，以現有資訊設

備規劃適當之併行作業流程，藉以開發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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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輔助程式來協助館員，在執行館藏線

上即時盤點時，能及時比對圖書架位之資

訊並辨認錯架誤置之圖書，進而修正錯架

的圖書，俾能更有效率地以最少的人力、

最短的時間來完成館藏一次性精確盤點並

提高盤點正確性。

二、Library2.0技術研究與實際架設計畫

規劃架設電腦伺服器Blog平台，提供

醫分館最新消息、電子資源資訊、多媒體

教學⋯等與圖書館相關之訊息與資訊，將

圖書館的資訊結合library2.0的概念與技

術應用，加強資訊的傳播，提供醫分館與

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平台，並可透過RSS格

式發佈訊息通知圖書館使用者，讓使用者

擁有更便利的資訊管道接觸醫療資訊，激

發學術實務研究發展。

拾肆、開設「服務學習」課程

為充分發揮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宗

旨，實施社區服務及其他公眾服務，擴

大學習成果，以及配合各系招生活動之需

要，圖書館繼續開授服務學習(三)圖書館

導覽服務和圖書典藏服務的教育課程，提

供同學選修服務學習課程。 

97年共計有7個學院(文、理、工、電

機資訊、規劃設計、管理及社會科學學院

)19系、536名同學，選修圖書館服務學習

課程，本館在課程中灌輸同學服務理念，

教導同學利用圖書館之基本概念，協助書

庫架位整理和巡邏，藉由圖書架位整理，

同學可瞭解書籍排架方式，減少參閱後歸

錯架位下一位讀者找不到書的情況，本年

度更由服務學習的同學協助巡視各閱覽

區，以維持圖書館秩序，因其勞動服務的

付出，更珍惜圖書館的資源，不僅對同學

課業學習助益良多，而且給予圖書館在書

庫管理上極大的支援。

結語

本校圖書館為南部館藏資源最豐富的

大學圖書館，在資源共享的理念下，提供

周遭學校師生利用館藏資源，向來為本館

所秉持的服務目標之一，97年有超過24萬

人次的外校讀者入館使用館藏資源，今後

本館亦將持續提供此項服務，以達到帶動

學校或南區之學術發展。

在建置機構典藏數位資源方面，本館

已獲得學校的支持給予經費上之支援，除

了繼續建置本校碩博士數位論文資料外，

將更積極的蒐集本校師生發表於期刊、會

議論文上或其他的研究報告，使本館之機

構數位館藏可以更豐富，以展現本校師生

的研究能量，提升本校學術地位。

在館藏方面，將繼續充實圖書資源，

每年以至少增加4萬冊中外文圖書為目

標，並與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及台灣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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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共同推動教育部補助台灣學術電子書

共購共享計畫，發展電子化圖書館藏，以

補實體館藏之不足；至於電子期刊、資料

庫則維持訂購3萬種電子期刊、90種電子

資料庫為目標，同時積極蒐羅優質之免費

電子資源，供師生使用。

在強化人文社會領域資源方面，將繼

續加強人文社會館藏，執行並繼續協助本

校教師申請國科會人文社會專案圖書採購

計畫，以建置人文社會領域之專題館藏，

另外將扮演知識火車頭之角色，以成大為

核心圖書館，開放周遭學校共享館藏，藉

以帶動週遭學校之學術研究發展。

除此之外，建構便捷的知識汲取環

境，建置整合檢索系統及提升資訊設備亦

將是本館未來的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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