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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一○五年回顧
廖敬華
成功大學圖書館秘書

張義輝
成功大學圖書館（前任秘書）

本館同仁發揮專業素養，在技術服務

前言
民國105年，成大圖書館面臨挑戰卻

面或是讀者服務方面皆能提供優質服務，

也充滿新生的一年。2月的地震與9月接連

包含：增進圖書館業務效能、提升系統管

颱風之影響，館舍經由修繕，展現新風

理效能、開創新式服務及豐富之推廣活動

貌。另因應舊總圖自修室K館於1月底關

等。

閉，敬業三舍籌建新K館學習共享空間熱
烈展開。

壹、經費

本館透過執行頂尖大學與臺灣學術電

105年全校書刊經費執行共約1億

子資源永續發展等計畫與積極籌措SDOL

4,228萬元（包括：圖書1,564萬元、期刊

校核心期刊短缺經費並參與新合約談判工

資料〔含電子期刊〕約7,702萬元、電子

作小組運作，擴增館藏資源，不僅服務本

資料庫〔含電子書〕約4,485萬元、視聽

校師生員工，亦服務區域及國內大學技專

及非書資料477萬元）。本統計包括圖書

校院之學術社群。

館執行之各項書刊經費：圖儀費、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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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頂尖計畫、系撥款、科技部、教育部

調至中央大學，期刊組組員黃育民調

計畫、醫院經費等。【資料來源：105會

組至資訊服務組（106年3月6日調

計年度全校圖書

動），組員職缺105年11月7日由行政

期刊經費使用統計表

（含系自購及委託購置）】

室助理員方美雪調陞，助理員成為期
刊組職缺。該助理員職缺提報106年公

貳、人事

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增額錄取分

105年本館副館長由建築學系簡聖芬
副教授接任，1位主管退休衍生連串的組

發，職務代理人吳令儀106年3月6日起
於期刊組服務。

長、秘書、編審等3職缺之陞遷及補實；

2 行政室校聘技術員吳宗憲105年12月5

同時，事務助理（工友）1人退休、組員1

日離職，繼任人員林宏茂106年3月8日

人商調至校外、校聘技術員及專案工作人

到職。

員各1人離職，而進行相關的補實及陞遷

事務助理（工友）、專案工作人員相

作業。105年人事異動、調動及輪調之情

關職缺之補實或異動：

形如下：

1 行政室事務助理（工友）林翠蘭105年
3月7日退休，此職缺6月23日本校行政

一、人事異動
本館由教師兼任之副館長105年8月1

單位人力評估委員會不同意補實。本

日由建築學系簡聖芬副教授接任（蔣榮先

館事務助理（工友）因而減少為4人。

教授已於102年8月31日辭兼副館長，轉任

2 閱覽組專案工作人員葉秋玲105年5月1

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多媒體視

日離職，繼任人員陳美惠6月23日到

聽組組長兼副館長蘇淑華於105年3月2日

職。

退休，多媒體視聽組組長職缺6月1日由圖
書館秘書張義輝陞任，圖書館秘書職缺11
月7日由資訊服務組編審廖敬華陞任，資

二、輪調
非主管及編審之常態輪調106年1月進
行105年度調查，無人提出調動之申請。

訊服務組編審職缺由醫分館組員106年3月

參、館舍維護

16日盧怡伶陞任。
組員、助理員及校聘組員相關職缺之

本館105年館舍修繕維護請修件數494

補實或異動：

件，其中最大宗為電燈的問題204件

1 資訊服務組組員陳麗君105年8月1日商

（41%），其次為廁所的問題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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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兩者合計約60%，其他40%的

位。

請修件數包括：館舍傢俱48件（9%）、

2 臨時防護措施

飲水機33件（6%）、電話通信20件

部分區域搭建臨時防護通道（總館一

（4%）、給排水17件（3%）、空調7件

樓大廳西側電梯前的曲面屏風牆拱門、寄

（1%）、電力6件（1%）等；而總館清

物室出入口），或局部封鎖避免讀者靠近

潔維護，仍因基本工資持續調漲，在有限

（總館一樓大廳西側及東側出入口旁）。

的經費下，節約外牆清洗費用，勉強維持

3 館舍之修繕與新生（105年6月至11

在學校核撥的預算額度內。從106年1月起

月）

總館地下一樓清潔員改館內自行僱用身心

1. 總館一樓東側多功能區一樓至三樓

障礙清潔人員，故105年12月開始僱用作

樓梯之牆面：拆除大理石板，以仿

業。

岩漆替代。

本館辦理因105年2月6日南臺灣大地

2. 總館一樓大廳其他挑高面積較大之

震後之館舍修繕、勝利校區舊總圖自修室

牆面以植筋工法穩固大理石板，其

K館105年1月23日關閉後之新建敬業校區

他較安全未列入此次修繕之牆面，

新K館KnowLEDGE學習共享空間，以及

總務處營繕組評估有必要後再進行

105年各月館舍重要維護項目摘要如下：

擴充修繕。

一、105年2月6日南臺灣大地震後之館舍

3. 總館一樓大廳西側電梯前的曲面屏

受損、修繕及新生

風牆以包膜方式包覆大理石板，與

105年2月6日強震造成本館總館、醫

本校建築學系吳玉成副教授合作，

學院分館、舊總圖百年書庫館舍部分受

在包膜表面展現書法行草作品〈赤

損，本館除依據不同受損狀況，積極與本

壁賦〉，為總圖書館一樓大廳的曲

校總務處、建築及土木相關系所領域之校

面屏風牆增添文采，在蘇子與客泛

內外專家檢測評估及修繕。

舟遊赤壁之情境，帶領圖書館讀者

1 建築物及書架受損

前往地下一樓的藝術走廊，欣賞各

部分牆面大理石片浮凸或剝落、部分
牆面有裂痕、少數樑柱有裂痕。書架之防
震連桿、層板、側封板、螺絲等修復或補

項藝文創作展覽。
4. 總館各樓層牆面龜裂：進行局部修
補復原。

強，掉落地面之館藏約4,000冊上架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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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舊總圖自修室K館關閉，籌建新K館

1月23日開工，8月底竣工，11月中旬完成

KnowLEDGE學習共享空間

驗收，12月底進行消防安全檢查、完成活

勝利校區舊總圖自修室K館105年1月

動家具採購、網路施作，以及入口標示設

24日起關閉，本館於104年下半年即配合

計案。

校長宿舍學院化政策，積極與校內師生研

三、105年1月至12月各月館舍重要維護項

議在敬業校區學生宿舍規劃建置學習共享
空間（Learning Commons），以期提供
自在親切、鼓勵對話、跨域連結以及建構

目
105年1月
總館：排水系統功能檢測操作，巡檢

知識的共學討論新場域。

地下一樓、地下三樓各水坑水泵功能，更

1 勝利校區舊總圖自修室K館105年1月

換EPDA水坑水位開關1組；處理地下一樓

24日關閉

藝廊外古地圖陶壁滴水問題；修理戶外草

依104年12月31日總務處營繕組召開之

坪故障灑水頭。

「舊圖書館耐震補強工程」開工前協調會

105年2月

議結論，K館開放至105年1月23日止，自

一、總館：與本校總務處、建築及土

105年1月24日起關閉。學生事務處住宿服

木相關系所領域之校內外專家檢測評估

務組於敬一舍、勝一舍、勝三舍及勝八舍

105年2月6日南臺灣大地震後之館舍受損

等學生宿舍區設置分散式K館，做為替代

狀況，搭建臨時防護通道，局部封鎖避免

空間。舊圖書館整修期間，暫停假日百年

讀者靠近；處理地下三樓男女廁所、車

書庫圖書調閱服務，讀者於假日填寫的尋

庫、機房地面排水孔冒水及積水；改善燈

書單將於次一上班日調閱。

控系統定時模組故障衍生問題。二、醫分

2 籌建敬業校區新K館KnowLEDGE學習

館：與醫學院、醫院工務室及校外專家檢

共享空間

測評估105年2月6日地震後之館舍受損狀

104年下半年，圖書館廣邀本校規劃設

況。三、舊總圖百年書庫：東百年書庫四

計學院老師及學生會、系聯會、社聯會等

樓氣冷式空調箱異常跳機處理。

學生幹部參與設計討論會議，在有限預算

105年3月

下，先於敬三舍一樓試做開放討論的學習

一、總館：西側迴廊頂部積水區洗洞

共享空間，以因應學生對討論空間日益強

排水（登革熱防治工作）；新購藝術造型

烈的需求。105年1月13日整修工程決標，

桌椅3組放置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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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樓館員休息室。二、舊總圖百年書

側多功能區一樓至三樓梯之受損牆面修復

庫：東百年書庫冷卻水塔泵漏水處理。

施工，各樓層牆面龜裂開始進行局部修補

105年4月

復原；監視攝影機增設一樓考古題區及資

一、總館：消防設備緊急廣播系統總

訊服務組辦公室外二處，更新地下二樓空

電源控制器修復；申請事務組鋸樹減少落

調主機房及電梯口、五樓電梯口。二、醫

葉及樹蔭（登革熱防治工作）。二、舊總

分館：牆面因地震導致災損之修繕工程全

圖百年書庫：書庫照明改善；舊K館東百

部完成。

年書庫五樓漏水進行防護，請總務處營繕

105年8月

組通知頂樓施工廠商改善漏水；氣冷式冷

一、總館：105年2月6日地震一樓東

氣修復。

側多功能區一樓至三樓梯之受損牆面以仿

105年5月

石漆工法修復，總館一樓大廳其他挑高面

一、總館：維修逆滲透RO製水系統

積較大之牆面開始以植筋工法穩固大理石

故障電路；105年2月6日地震受損牆面修

板，各樓層牆面龜裂持續進行局部修補復

復工法試做、費用評估，總館興建時設計

原；新購掀合式會議桌，以因應研習活動

監造建築師陳柏森會勘研商施作工法。

之需求。二、醫分館：進行年度館舍清潔

二、醫分館：進行牆面因地震導致災損之

工程。

修繕工程。三、舊總圖百年書庫：東百年

105年9月

書庫水冷式水塔散熱風扇、氣冷式冷氣室

一、總館：處理105年9月27日因颱風

外機散熱風扇修復。

強降雨造成五樓頂至地下三樓各樓層積水

105年6月

淹水狀況；維修及採購各組需求高背辦公

一、總館：105年2月6日地震一樓東

椅。二、醫分館：處理討論室因颱風強降

側多功能區一樓至三樓梯之受損牆面修復

雨造成的淹水狀況。三、舊總圖百年書

進場施工。二、醫分館：進行牆面因地震

庫：西百年書庫四樓空調箱皮帶更換，東

導致災損之修繕工程。三、舊總圖百年書

百年書庫五樓室外機風扇異常處理。

庫：西百年書庫一樓水塔移位及室內空調

105年10月

箱更換。

總館：空調主機2臺更換冷媒、零組

105年7月

件之後3臺主機已正常運作；105年2月6日

一、總館：105年2月6日地震一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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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以包膜方式維護；105年9月27日水災受
損四樓及五樓照明系統修復，改善二樓討

伍、執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

論室燈控方式，改善頂樓落水頭樣式降低

105年「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

排水受阻機率，拆除頂樓工作小屋蒙皮減

究中心計畫」書刊經費補助款動支執行率

少風阻及危害風險，修護頂樓避雷針，更

100％，績效良好。

新第2變電站燈具。
105年11月

陸、籌措SDOL校核心期刊短缺

總館：地下二樓特殊資料室分離式冷

經費並積極參與新合約談判

氣3臺汰舊換新；請廠商試做清理105年9

工作小組的運作，爭取合理

月27日水災造成一樓大廳及地下一樓藝廊

訂價政策

地板受潮持續滲出白色碳酸鈣粉末。
105年12月

因應本校整體經費及書刊經費的大幅
縮減，圖書館從105年初開始因應變局，

總館：更新RO製水系統加壓泵及泵

就Elsevier的ScienceDirect資料庫訂購與

浦頭組件；查修給水系統缺水原因並予以

否，對續約或解約兩種可能都做了充分準

修復；會議廳茶水間飲水機取水點減壓閥

備。本校第182次行政會議上通過了校方

故障漏水狀況排除，減壓閥更新。

增加經費投入及系所圖儀費增撥的方案，
本館也至各院與系所主管舉辦了八場說明

肆、圖書委員會審議通過經費分
配及管理規章修訂

會，後續行政程序仍進行中。如果續約，
目前已籌措必要的經費，可以執行。另一

本館於105年3月16日、4月12日與12

方面，本館也從105年初開始預擬解約後

月26日召開3次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105

的因應方案，如：善用Google Scholar、

年圖書館書刊經費分配案；修正「國立成

在館際合作方面協助校內師生取得研究所

功大學數位化學位論文蒐集辦法」、「國

需論文並給予經費上的適度補助。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

柒、協助推動「臺灣學術電子資

法」條文；調整圖書館補假日和寒暑假週

源永續發展計畫」，負責書

六之開館時間。

單勾選彙整作業
在「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基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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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起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同時，引進PlumX Metrics計量加值

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功能，自105年3月15日起提供作者隨時掌

大學、國立雲林大學共同執行「臺灣學術

握自己發表的文章持續被使用與關注的情

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105年度執行1

形，透過與機構典藏系統串接的PlumX

億5,870萬元，採購全體會員師生皆可同

Metrics功能，了解文章被引用

時上線下載或閱讀全文的優質中西文電子

（Citations）、擷取（Captures）、提及

書1萬4千餘冊。對本校而言，除快速增加

（Mentions）、社群媒體（So cia l

優質中西文電子圖書之館藏數量外，同時

Networks）與使用（Usage）之情形，即

節省約20倍購書經費，執行效益甚大。此

時掌握文章被使用情形，並觀測網路上的

批電子書並已悉數轉入本館館藏目錄供師

各種意見，促進更多的學術交流與互動。

生查詢使用，以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

玖、提供優質館藏及資源使用服
捌、積極推廣機構典藏
本校為國內大學機構典藏代表學校之

務
圖書館實體館藏、電子書及機構典藏

一，目前典藏量排名全國第三，依「機構

論文至105年12月底累計超過317萬冊

典 藏 系 統 網 路 排 名 （ R a n k i n g W e b of

件。圖書、期刊合訂本、視聽資料及非書

Repositories）」本校105年7月世界排名

資料等實體館藏合計237萬多冊

第93名、亞洲排名第3名、全國排名第2

用電子書72萬多冊；機構典藏電子全文

名。除持續依「成功大學機構典藏徵集辦

（含數位論文、期刊論文）7萬多篇、摘

法」，主動向本校師生及各單位徵集研究

要超過11萬篇；訂購及免費可用電子期刊

資料，以集結本校之研究成果之外，亦積

約7萬745種、紙本現刊2,251種、紙本過

極建置機構典藏相關加值網站與子系統，

刊超過1萬6,000種；訂購及免費可用電子

以發揮機構典藏在典藏、保存資料外的其

資料庫577種。

他價值，充分展現成大人的研究能量，提

一、開放服務

高本校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至

1 105年總圖書館及醫學院圖書分館進館

105年12月已轉入摘要110,560篇、全文資

總人次合計超過76.7萬，其中校外讀

料（含全文連結）73,753筆，查詢使用人

者約14.63萬人次，約占19.1%。圖書館

次共10,677,234人次。

每日開館時間長，近14小時（8:2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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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一週七天，其中半數時間為

究報導，並提供延伸閱讀服務，引導

非一般上班時段的開放服務，需安排

讀者利用圖書館內的電子期刊資源，

館員於假日開館時間輪值，負責讀者

閱讀醫學新聞引用的期刊資料原文。

服務及全館巡查。

6 自105年1月起，新增館藏目錄

2 K館（開放至105年1月23日止）每日

（WebPAC）電子書推薦輪播服務，

開放時間至少長達16小時（7:00至

每月由館員精選中文電子書20本、西

23:00），提供師生、眷屬及校友使

文電子書10本於館藏目錄首頁進行輪

用。105年進館1萬6,786人次，其中眷

播，吸引讀者即時點閱。

屬及校友1,797人次，約占10.7%。

7 以英語講授「EndNote教育訓練課
程」及「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為

二、圖書資料流通服務
105年圖書借還等相關服務約91萬冊

協助本校外籍同學認識並熟悉

次。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使用與操作，

三、電子資源利用及推廣

與國際處合作開設全程英語授課之

1 電子資源連線使用：590萬3,4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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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2 設置資檢區提供校內外讀者到館使用
電子資源，105年使用人數約3萬5,401

語講授「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8 館員支援教務處104學年第2學期及105
學年第1學期TA研習營圖書館利用教

人次。
3 為了推廣圖書館的各項資訊服務，由

育課程。

本館安排教育訓練課程之講授，105年

9 將教育訓練課程、授權的期刊投稿講

舉辦262場電子資源推廣課程，參加人

座、Web of Science及EndNote等資料

數5,225人次。

庫訓練課程之影音及簡報檔資料，置

4 於總圖資訊檢索區公告欄推出電子資

放於Moodle數位學習平臺、YouTube、

源服務介紹，每兩週至一個月更新內

隨選視訊系統，提供讀者線上自我學

容一次。

習機會。

5 推出「醫學新知報導與延伸閱讀服

0 與Thomson Reuters公司合作，開設

務」：為提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圖

Datastream線上教育訓練服務，開放

書館每月蒐集生動有 趣的醫學新聞研

師生申請參加財經資料庫之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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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在實體課程外，提供另一種選

業20萬8,563冊

擇。

8,803冊

四、每學期利用「新進教師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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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盤點圖書資料21萬

件、盤點期刊合訂本23萬6,099

冊；百年書庫作業合計1萬1,544冊
圖書資料報廢6,393冊

件；

件、期刊報廢

1,195冊。

式等，協助快速掌握圖書館各項資源與服

拾、充實語言學習線上資源、提

務。

供優質自學環境

五、參觀導覽服務
配合接待學校貴賓暨前進成大系列活

一、配合校方「成鷹計畫」的執行，提供

動，本館不分平日或假日均依參觀人員數

語言學習線上系統做為自學平臺，讓

量派適當人數之工作人員進行中、英文之

學生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隨時隨地

導覽活動，105年共導覽84場次，服務訪

利用電腦或行動裝置進行語言學習。

客1,181人次，甚獲好評。

二、建置成大圖書館學生英語自學管理系

六、多媒體館藏及資源使用服務

統，幫助學生記錄學習時數，縮短櫃

105年多媒體中心之使用人次1.6萬多

檯作業時間，並開放學生自行線上下

人次，資料使用量2.4萬多件，數位影音

載學習歷程供成鷹計畫辦公室認證學

網使用近11萬人次。

習時數。
三 、 本 館 隨 選 視 訊 VO D （ V i d e o o n

七、期刊資料上架服務
至105年12月底期刊資料排序上架

Demand）系統擴充行動裝置模組，

（含報紙合訂本），共5萬326冊。

透過手機與平板電腦等智慧型行動載

八、圖書資料上架服務

具，依據授權使用範圍，可於校園內

至105年12月底圖書資料排序上架
（含流通還書及館內閱覽之圖書）共36萬

或校外使用「數位影音網」內之教學
資源。

5,049冊。

拾壹、提供場地及人力，協助校

九、館藏資料維護
至105年12月底館藏資料維護：處理
新入庫圖書資料1萬8,968冊

方舉辦各項活動

件；館藏資

一、提供會議廳場地設備及本館人力，協

料修補、更新書標、更新館藏檔等維護作

助本校系所單位舉辦各項講座及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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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105年共被借用42場次、使

文全文檔案，將於60天後開放下載，如有

用人數5,757人次。

專利申請或其他原因須再延後公開，須填

二、圖書館會議廳已完成舞臺燈光改善，

寫「國立成功大學學位論文授權變更申請

增設黃光白光可調式LED燈12具，大

書」及「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公開閱覽及

幅提升舞臺光線之明亮及均勻程度，

延後公開處理原則（含申請書）」申請文

並更新報到區海報展示板、會議桌，

件，辦理論文全文延後公開申請。

以提供本校教師節大會、榮譽博士頒

二、新版新書通報互動網站

贈典禮、傑出校友頒獎典禮等多項校

於105年6月3日上線啟用，取代原來

級活動及各單位學術研討會議之更佳

的簡易新書通報網頁，「新書通報」互動

服務。

網頁提供到書年月、館別、語言別及媒體
類別等檢索條件，讀者可依需求條件查詢

拾貳、爭取外部單位經費補助或
贊助

到新進之圖書資料，並可連結館藏目錄系
統，取得新書資料的詳細內容。讀者可於

一、圖書館e學習新思維電子書推廣系列

本館「館藏目錄」WebPAC首頁（網址：

活動：獲得「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

http://weblis.lib.ncku.edu.tw）下方「書刊

庫聯盟」105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新

服務」點選「新書通報」（網址：http://

台幣7,500元。

eser ver.l ib.nck u.e du.t w/NewAr r iva ls/

二、圖書館e學習挑戰賽：獲得財團法人

NewArrivals.php）使用。

俊銘基金會經費贊助新台幣13,227

三、ORCID授權登錄系統
於105年5月1日上線啟用，提供擁有

元。

ORCID帳號的本校師生，授權本館可下

拾參、建置系統或調整管理方式

載及維護其在ORCID上的著作清單，以

，提升資訊服務品質及管

便未來將資料整合到其他著作系統。

理效率

四、將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錄影檔上傳至

一、電子學位論文全文公開提醒通知

Moodle數位學習平臺及YouTube

於105年5月17日上線啟用，以電子郵

提供同學自我學習新管道，105年1月

件方式，提醒本校教師指導的電子學位論

至106年1月10日共1,197瀏覽人次，自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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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開放累計共2,162瀏覽人次。

真人圖書館藏，與讀者進行面對面交流及

五、啟用圖書館新網站

經驗分享，拓展讀者視野。105年真人圖

105年7月27日啟用圖書館新網站以

書館活動主題為「黃樹林中那條人跡罕至

新風貌迎接105學年新學期。

的荒徑：成大人的另類人生」系列活動，

六、新增設備系統

邀請成大校友擔任真人圖書。他們追求異

105年4月新購機架式高階儲存設備；
7月新購遠端使用者自動認證管理系統。

於世俗的價值，以熱情舞動生命，走著不
同的人生道路，讀者在真實的面對面中，
閱讀眼前現身的理想與熱情。除真人圖書

拾肆、舉辦真人圖書館系列活動
成大圖書館舉辦真人圖書館，旨在消
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誤解，希望邀請具

借閱外，舉辦系列活動如：主題影展、專
題演講及座談等30場次活動，合計約396
人次參加。

特殊生命經歷的真人成為圖書館的不定期
一、真人圖書借閱
表一

105年真人圖書館系列活動之真人圖書館簡介及借閱場次

姓名

系級

余瀚為

水利系

魔術愛好者NONO余瀚為變出3家餐廳

11/16（三）、 11/17（四）
各1場

楊宇帆

經濟系

「該堅持的不是做什麼事，而是做這件事情的
初衷！」―鳳梨王子楊宇帆

11/2（三）

曾宣靈

醫學系

鮮果診所手術刀換水果刀醫生只賣鮮果不看病

11/12（六）

邱珩偉

材料系

我念成大材料，但我主修電影，跨領域讓我圓
夢更踏實

10/27（四）下午2場

吳俞萱

中文系

返鄉教「詩」詩人吳俞萱的偏鄉教育夢

10/30（日）2場

楊宗翰

環工系

背包客

10/21（五）3場

吳青原

資訊系

音樂設計師

10/19（三）、10/26（三）
各1場

陳欽生

化工系

1971年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美馬共案

11/9（三）下午2場

鄧伯宸

外文系

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

11/10（四）下午2場

吳俊宏

交管系

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

11/7（一）下午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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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表二

105年真人圖書館系列活動之專題演講講者簡介及場次

姓名

系級

簡介

日期

張婉屏（Rola Chang）

中文系

記者、文字影像工作者、ITF跆拳道亞洲盃
冠軍、肚皮舞、瘦身教練

10/22（六）
14:00~16:00

陳柏銓（破批西）

資工系

攝影、文創工作者

11/1（二）
18:30~20:30

三、電影讀詩會：青春的邊界（10月30
日）

拾伍、籌劃建置「陳之藩書房」
完成教務處移轉至圖書館的陳之藩教

1 影片：日本．岩井俊二《花與愛麗
絲》

授捐贈文物與電腦檔案維護，以及分類裝
盒等典藏前置作業。與校內學者專家合作

2 讀詩：比利時．莫里斯卡雷姆〈你就
這樣幾小時地聽著雨聲〉

規劃文物展示，預計改造圖書館一樓多功
能閱讀區做為陳之藩書房展示空間。

四、歸來的盜火少年：《南方有嘉木》紀
錄片播放暨映後座談（11月2日）
1 影片：《南方有嘉木》紀錄片
2 映後座談：邀請政治受難校友參與座
談

拾陸、建置「數位論文線上授權
書系統」
提供畢業研究生線上填寫「成功大學
紙本論文授權書」及「國家圖書館數位論

五、主題影展暨館藏影片展（11月1日至

文授權書」，系統自動連結並帶入畢業研

11月30日）

究生之系級、論文名稱等資料，畢業研究

精選圖書館館藏與人權相關的電影及

生僅須填寫授權開放時間即可列印出授權

紀 錄片，包 括：《好男 好女》（侯 孝 賢 導

書。105年線上填寫「國家圖書館數位論

演）、《牽 阮 的 手》（莊 益 增、顏 蘭 權 導

文論文授權書」及「國立成功大學機構典

演）、《以愛之名：翁山蘇姬》、《曼德拉：

藏博碩士論文數位全文授權書」分別為

漫漫自由路》、《阿罩霧風雲》等60部影片

1,090筆及149筆。

展出或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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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採購Turnitin論文原創性
比對資料庫，提倡重視學
術倫理風氣
採購Tu r n iti n論文原創性比對資料
庫，供師生做為投稿比對論文及課程作業

介紹40分鐘之資料庫利用課程，約40
位特殊教育學生參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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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1月至12月計使用64次。

批改使用，可降低投稿論文及學生作業抄
襲剽竊比例，提倡重視學術倫理風氣。

貳拾、籌組任務小組，著手規劃
建置專家學者人才庫

拾捌、提供同學選修服務學習課
程

由資訊服務組、期刊組、系統管理組
及醫分館等業務單位籌組任務小組，並邀

105年共計有9個學院（文、理、工、

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羅思嘉所長

電機資訊、生物科學與科技、規劃與設

提供專業意見，著手蒐集、研讀相關資

計、管理、社會科學、醫學院）、33系、

訊，並邀請系統廠商到館展示；除進行內

254名同學，選修圖書館服務學習課程，

部討論外，並與本校研究發展處校務資料

灌輸同學服務理念，教導同學利用圖書館

組、學術發展組代表共同研商，合作建置

之基本概念，對同學課業學習助益良多。

學術庫及推廣ORCID（Open Researchers
and Contributor ID）事宜。

拾玖、關懷及服務本校特殊教育
學生
一、105年6月27日至106年6月26日與學務

爭力努力

處資源中心合作，參與105學年「台

一、105年2月正式成為ORCID機構基本

積電招募服務代表職場體驗計畫」，

會員，並向本校教師推廣授權本校可

為本校特殊教育同學提供1個工讀名

下載及維護教師在ORCID上的著作

額，於資訊服務組每週服務12小時，

清單，以便未來將資料整合到其他著

進行職場體驗學習。

作系統，例如：圖書館機構典藏系統

二、105年9月19日與學務處資源教室合
作，利用105學年第1學期資源教室個
別化輔導支持計畫（ISP）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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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壹、為展現本校師生研究競

等。截至105年12月已有104位教師、
醫生及研究人員完成授權。
二、在圖書館網站新增推廣Go 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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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個人學術檔案網頁，並email

貳拾參、參與實證醫學小組，合

介紹及鼓勵師生進行建置。

辦實證醫學工作坊

三、為積極支持開放取用（Open

一、104年11月2日獲邀列席附設醫院教學

Access），自104年7月起付費加入全

中心「實證醫學小組」，並於105年

球第一家開放取用出版社BMC之贊

11月22日成為當然出席代表。積極參

助會員計畫（BMC Support Member）
，

與小組相關活動，包含：建置實證醫

可促使本校研究人員經同儕評閱的生

學資源專頁並於醫院系統建立捷徑、

物醫學研究成果廣泛傳播。本校研究

提供實證醫學文獻搜尋諮詢與課程

人員在BioMed Central和SpringerOpen

等。

共450多種期刊發表論文時，得以享
有 減 免 1 5 % 文 章 處 理 費 （ A r t i cl e

二、舉辦實證醫學文獻搜尋課程與工作坊
共29堂759人次。

Processing Charge）的優惠，並可將

三、「實證醫學資料庫搜尋與應用―臨

論文呈現在專屬的會員網頁（網址：

床、投稿、與競賽」研討會（4月23

www.biomedcentral.com/inst），增加

日）：醫分館與成大醫院教學中心實

本校研究成果的能見度。

證小組及Elsevier合辦，邀請高雄榮
總醫師、新光醫院藥師及醫分館館員

貳拾貳、參加Mendeley機構版
會員

三位不同領域的從業人員，分別從臨
床、投稿、競賽的角度出發，介紹實

103年10月至104年1月31日本館與

證醫學資料搜尋的重要工具與使用技

E l s ev ie r 出 版 社 合 作 ， 於 本 校 舉 辦

巧並分享經驗，計有來自全國各地醫

Mendeley Premium Program 推廣計畫，

療領域人員及醫學圖書館館員119人

104年9月起參加免費試用的機構版會員，

參加。

至105年12月止使用學校帳號登入使用的

四、台灣實證醫學學會2016學術年會（8

教職員工生數成長至1,142人，以學校帳

月27日）：醫分館與台灣實證醫學學

號加入本校機構群組（MIE Group

會合辦，總計出席345人。其中一個

Members）計903位。

並行場次由醫分館館員主講「系統性
文獻回顧研究法―文獻搜尋實作工作
坊（趣味競賽）」，共計3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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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合作於「臺灣醫

為促進醫學圖書館界工作人員經驗交

學圖書館學會2016年會」第二天下午

流，學習相關管理與資訊服務新知，由臺

場次（8月26日）舉辦實證醫學共同

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委託醫分館辦理，共有

議程，開放醫療相關領域人員免費參

來自63個機構之圖書館員、師生、醫護技

加，共計有58位醫療領域人員與117

術人員以及圖書資訊軟硬體設備廠商230

位醫圖人員出席。

人參加。

貳拾肆、積極參與全國醫學圖書

貳拾伍、致力館際服務，績效卓

館事務，辦理多項研討
會

著
一、上傳本館館藏書目至「全國圖書書目
資訊網」

一、解開困境．剖析未來―3D數位解剖

至105年12月底止，累計上傳58萬

讓生命活出來（南部場）（6月29
日）

6,364筆書目，與國內各單位圖書館共

醫分館與飛資得醫學資訊合辦，邀請

享。

專家主講解剖學主 流 3D人體模型資 料 庫

二、館際合作「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績效

發展現 狀 與趨勢、與3D人體模型資 料 庫

卓著

結合之解剖學教學使用、解剖學軟體教學

與國內411所圖書館、學術機構和單

使用經驗分享等主題，共計30人參加。

位進行文獻傳遞及圖書互借服務，本館均

二、Micromedex 2016使用者大會―跨越

力求以最短的時間提供校內外讀者所需的

雲端、多元應用，醫藥資源整合服務

資料，因此皆名列前茅，爲校爭光。

大未來（南部場）（7月23日）

1 本校全國績效排名：

醫分館與碩睿資訊合辦，邀請藥事領

1 外來服務件的處理時效排名：名列

域專家主講醫藥系統建置之臨床電子資料

全國第1名（0.13天），（全國文獻

庫結合經驗分享、藥物諮詢問題之運用資

傳遞的平均的處理時效為0.69天）

料庫經驗分享等實務議題，共計155人參

2 文獻獲取率排名：名列全國第4名

加。

（90.27%）

三、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2016年會暨第38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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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件數：
1 全年之服務量（5,056件）約占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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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總量（47,633件）的10.61%，
全國排名第2名，對全國411個館際

委員
4 參與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合作單位而言，具有重要貢獻。

（CONCERT）之ScienceDirect資料庫

2 本年度處理國內外館際合作件數為

2017~2019年新約談判，為工作小組

7,085件，其中本館向外館申請件數
為2,029件（28.64%）；外館向本館
申請件數為5,056件（71.36%），顯

成員
5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常
設小組」成員

示本館館藏不僅提供本校師生使

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4屆大專校院

用，同時與其他學術研究單位資源

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醫學圖書館委員

共享。

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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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華圖書資訊 館 際合作協會第13屆理
事
8 財團法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研究

七校承諾彼此的館際合作申請件，接

發展基金會第14屆董事

件即馬上處理，且收費為一般申請件的6

9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常務理事

折優惠，本計畫嘉惠七校之師生甚多。本

0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國際合作委員會

年度共處理812件，其中本校向其他六校
申請330件；而其他六校向本校申請件數
為48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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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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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資服組及醫分館兩位館員於105年5月
18日前往逢甲大學「滑世代資訊素養
推廣課程設計工作坊」擔任講員，以
「好設計―資訊素養培育超給力」為

2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2015~2016年工
作委員會委員，並再度獲選續任
2017~2018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題進行分享。
2 圖書館同道實務分享會「環境管理：
細說圖書館開門五件事」（6月1

3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日）：本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

（CONCERT）學術資源發展委員會

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共同舉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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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蔡金順技士、學務處楊念祖先生

Analytics（原湯森路透智權與科學事

聚焦於登革熱防治、空氣品質管理、

業部）共同主辦2016 Master Librarian

環境安全管控、照明節電與省水妙招

圖書館創智學程活動，邀請國內外權

五個主題進行經驗分享，並使用世界

威講者，解析研究資訊分析與應用價

咖啡館方式，由與會者參與分享各館

值，並運用Web of Science（WOS）融

經驗，提供他館參考，共64位圖書館

入日常作業中，解決圖書館員實務上

同道參加。

面臨之困難，開放南部圖書館同道參

3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加，計23人參加。

（CONCERT）：2016年研習暨座談

六、支援因105年2月6日南臺灣大地震受

會「逆境崛起―資源有效整合與翻

損而無法提供服務的大專校院圖書館

轉」於105年3月23日舉辦，計75人參

及其讀者

加；2016下半年教育研習會於105年9
月20日舉辦，計42人參加。

1 透 過 全 國 文 獻 傳 遞 服 務 系 統
（NDDS）提供免費文獻複印服務。

4 資服組館員代表本館在臺灣學術電子

2 針對災情較嚴重閉館時間較長之崑山

資源永續發展計畫105年度南區教育訓

科技大學圖書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

練暨交流座談會，分享本館電子書推

館，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廣經驗。

（NDDS）提供多元取書管道之免費

5 「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2016
年南部場教育訓練活動：教育部支持
的「推動我國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
（Governing Members）計畫」已邁入

借書服務，同時增加跨館圖書互借借
書證30張。
3 外借上架用運書車30部給南臺科技大
學圖書館，協助其館藏復原。

第10年，目前「臺灣OCLC管理成員
館聯盟」會員館共有124個。為提供中
南部會員館同仁更多實用資訊及編目

貳拾陸、與國外單位或圖書館館
員交流

工具使用技術，與文崗資訊公司於105

一、日本讀賣新聞社專任次長田中光甫先

年8月23日合辦南部場教育訓練活動，

生參訪（4月12日），並撰寫參訪心

計28位南部圖書館館員參加。

得刊登在Yom iu r i On l i ne（網址：

6 與 中 華 民 國 圖 書 館 學 會 及 C l a r iva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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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60524/#news160524）。
二 、 大 阪 大 學 圖 書 館 久 保 山 健

費3元估算），大大提高了館際合作效
能。

（Kuboya ma Ta keshi）先生到館參

2 提升本校知名度：除提供本校讀者迅

訪，與閱覽組、資訊服務組及醫學分

速取得本館未收藏的西文期刊文獻

館館員進行交流（5月5日）。

外，也藉由提供本館館藏給其他合作
館，相對提昇了本校的知名度。本館

貳拾柒、積極參與國際圖書館合

提供予國外圖書館之期刊文獻約佔總

作與國際接軌

件數的88.1%（4,263件），遠高於本

一、加入「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

館向外館申請的11.9%（576件）。

加入全球性的圖書館合作組織

3 因應經費縮減協助師生申請文獻：期

OCLC，持續將本館中外文圖書館藏紀錄

藉由學術期刊文獻取得途徑之拓展與

及原編書目上傳至由全球1萬6千多個會員

快速國際館合最密切的暢通，降低不

館共同提供和維護的OCLC線上聯合目錄

常用的期刊之訂購量，以因應期刊訂

中，與各國圖書館共享書目資料。至105

價持續高漲之窘境，並為未來頂尖大

年12月底本館已累計上傳55萬6,818筆館

學計畫補助款停止後經費不足的困境

藏註記資料及3萬5,119筆原編書目。

預做準備。

二、RapidILL文獻傳遞服務

三、提供「Docline文獻複印服務」

RapidILL為一國際性的館際合作組

為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向美國國家醫學

織，彼此共享期刊文獻資源，合作成員包

圖書館（NLM）申請醫學文獻的唯一代

括美、加、港、臺等共275所圖書館，目

表窗口。105年服務量為566件，其中約96

前國內僅有成大、臺大、清大、交大、中

％為國內其他單位之申請件。

興等14個學術研究單位加入。本年度共處
理4,839件，合作效益如下：
1 提供本校師生更快捷及便宜的期刊文

貳拾捌、辦理各項研討會及專題
演講

獻取得管道：申請時程由原本的3至14

一、「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

天縮短至24小時內，且向國外申請文

十三：翻轉教育ing∼圖書館翻轉

獻傳遞的費用，亦由每件450元降至約

吧！」專題演講（4月22日）

45元（以每篇期刊文獻15頁、每頁收

就翻轉教育基礎理念及翻轉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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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圖書館的實務經驗進行分享；翻轉

動，約60位參加。

教育理論基礎面，邀請國內翻轉教育的重

4 圖書館e學習挑戰賽（12月5日至6

要推手之一張輝誠博士講述翻轉教學中自

日）：舉辦圖書館電子資源相關主題

學能力培養與圖書館教養；實務的經驗分

競賽，透過團體挑戰賽邀請讀者組隊

享則邀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組童敏

參加，透過遊戲競賽讓讀者以有趣的

惠組長分享臺大圖書館如何將翻轉教育應

方式認識圖書館的服務、規則與資

用在圖書館的服務上，共107人參加。

源，共60人次參加，其中40人次大學

二、「i閱讀、e學習，讀享美麗新世界」

部、20人次研究生。

研討會（3月24日）
與Wiley出版社合辦，共84位中南部
圖書館同道參加。
三、IEEE台灣學術研討會（IEEE Taiwan

五、再創研究新價值─2016 Web of
Science™使用者大會（9月5日）
為協助研究人員了解在Web of
Science輔助使用下可獲得進階的研究資

Academic Seminars）（5月20日）

源為何，以及研究策略運用之相關作法，

圖書館與電資學院、IEEE臺南分會

進而提升研究競爭力；同時協助圖書館員

共同主辦，共84人參加。

提升圖書館的角色，再創研究諮詢新價

四、圖書館e學習新思維電子書推廣系列

值，共65人參加。

活動
1 「語言學習新思維」演講（9月21日）：

六、「掀起多元電子資源新世代，跨工程
領域網路大串聯─2016 Ei Compendex

邀請《這位台灣郎會說25種語言》作

國際研討會」（南部場）（10月6日）

者謝智翔先生演講，計105位參加。

為增進工程領域人員學術研究之經驗

2 「萬用模板英文論文寫作法」演講

分享交流，本校圖書館、科技部工程科技

（10月3日）：邀請台中榮總幹細胞醫

推展中心、Elsevier、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研究中心主持人陳甫州博士演講，

圖書館與碩睿資訊有限公司共同舉辦，共

計153位參加。

76人參加。

3 「電子書沙龍」（10月3日）：於圖書
館地下一樓舉辦電子書沙龍聚會，營

貳拾玖、透過Facebook粉絲專頁

造咖啡香的輕學習空間，提供電子書

、YouTube播放圖書館

行動載具體驗、電子書資源介紹等活

微電影與讀者互動

12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二十六期‧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一月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一○五年回顧

一、101年與本校學生團隊合作完成之圖

22日至9月27日）

書館首支微電影《索書號》，持續公

舉辦EndNote書目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開於YouTube播放，透過網路平臺向

課程，共開課19場次，總計432人次參

全世界介紹成大圖書館，提升本館及

加。

本校之能見度，累計至105年12月底

三、「翻轉吧！語言學習」電子書推廣活

點閱率達41,276人次。
二、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Facebook粉絲專

動（3月4日至3月18日）
邀請電子書廠商支援擺攤介紹電子書

頁於102年4月16日開版，將最新消息

服務共10場次，總計500人次參加。

與各項資訊，即時傳送到讀者手上，

四、「世界閱讀日，閱讀新世界」活動

並透過網路社群功能與讀者進行交流

（4月21日至4月24日）

與互動，至105年12月底加入粉絲團

從102~104年進館後未被借過的圖書

人數達5,187人，累計公布1,744則動

中挑選活動用書300本，100本包裝成禮物

態報導。

書、原貌展示書200本，在新書展示區進
行展示，共借出178本（禮物書100本、展

參拾、舉辦藝文活動暨推廣活動

示書78本）。

一、105年度員工專書閱讀推廣活動之圖

五、「征服亞歷山大」有獎徵答活動（4

書展示閱覽

月25日至5月24日）

圖書館與本校人事室合辦，提升同仁

為推廣圖書館新訂亞歷山大資料庫，

人文素養，鼓勵行政人員積極參與105年

舉辦「征服亞歷山大」有獎徵答活動，希

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暨閱讀推

望讓師生更了解亞歷山大資料庫內容及其

廣競賽活動」，展出國家文官學院105年

應用，共30人參加。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之「每月一

六、「福爾摩斯的虛擬與現實」有獎徵答

書」12冊及推薦延伸閱讀書籍12冊，包

活動（4月19日至5月21日）

括：《大哉問時代》、《一切都是誘因的

為推廣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s資

問題！》、《巷仔口社會學》、《數位麵

料庫，舉辦「福爾摩斯的虛擬與現實」有

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等公共政策、管理

獎徵答活動，共86人參加。

知能、自我發展及人文關懷等主題好書。

七、「圖書館空間Yes or No大聲說」活

二、EndNote週（3月7日至3月12日及9月

動（6月15日至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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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師生對圖書館空間的想法與建
議，舉辦「圖書館空間Yes or No大聲
說」活動，共蒐集得355位師生之建議。
八、成功戳好禮新生活動（9月19日至9月

者欣賞影片的視野，共計9場次、192
人參加。
2 舉辦「週五電影夜」：於每學期中舉辦
「週五電影夜」影展活動，精選國際著

23日）

名影展得獎或入圍的電影，以及文學著

舉辦成功戳好禮新生活動，上午在參

作改編的影片，包括：《刺客聶隱娘》

考台、週一至週五下午分別在中文系館、

（華語）、《不可能的任務：失控國度》

電機系館、管理學院、規設學院圖書館及

（英語）、《我的家庭樂章》（法語）、

醫圖門口等區域舉行，共293人次參加。

《再會吧！青春小鳥》（日語）、《愛的

九、2016年圖書館週X POKE LIBRARY活

禮讚》（韓語）等12部電影，於每週五

動（12月13日至12月22日）

晚上播映，共計12場次518人參加。

醫分館蒐集豐富的醫學人文與歷史館

3 圖書館2016年莎士比亞主題影展系列

藏資源，許多角落有著成功大學醫學院創

活動：2016年適逢本校85週年，也是

院院長黃崑巖教授的巧思，黃院長也曾撰

英國文學巨擘莎士比亞逝世400週年，

寫多篇文章介紹設置圖書館空間的緣由與

本校圖書館與藝術研究所合作，精選

理念，卻不為讀者所熟知，希望藉由本次

圖書館館藏與莎士比亞作品改編的電

寶可夢活動提升讀者的參與度，從遊戲中

影《馬克白》、《李爾王》、《莎翁情

了解醫分館的歷史與故事，並由大師之路

史 》、《 仲 夏 夜 夢 》、《 王 者 逆 襲 》

書展、藏寶圖與道館賽等活動，實際至醫

《亂》；舞台劇《慾望城國》、《李爾

分館走動或使用醫分館網頁，認識醫分館

在此》、《哈姆雷特》（2009）；芭蕾

的資源與服務。

舞劇《羅密歐與茱麗葉》；動畫《莎士

十、電影欣賞服務

比亞名劇動畫》及作品評論等影片，

1 舉辦「週三電影院」：於7~9月暑假

共計展出62部、放映11部影片，並在

期間舉辦，選播新進得獎影片以及勵

映後座談時段與藝術所老師分享心

志感人佳片，包括：《星際大戰7：原

得。放映及映後座談共計15場次，360

力覺醒》、《女權之聲無懼年代》、

人參加。（此外，已籌備及邀請、但

《你是好孩子》等，藉由歐洲、美洲

因颱風來襲而取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及亞洲各種不同風格的電影，拓展讀

吳興國教授演講「當代經典，傳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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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參拾壹、舉辦二手書募集義賣活

十一、多媒體館藏特展

動，贊助弱勢團體

挑選館內的館藏以主題方式呈現，

圖書館105年共募集由校內外301位善

105年計有「超越極限PARTII」、「青

心人士所捐贈的書刊9,828冊。經館員整

春」、「職場人生」、「春風化雨」、

理、分類及訂價等工作後，於105年9月26

「心，病了嗎？」、「聽見罕病呼喚聲、

日至10月2日舉辦第13屆二手書義賣活

看見罕病生命力」、「Hey！我的新朋友

動，人氣、買氣十分熱絡。義賣所得總計

Alzheimer」、「鑑醫倫」等館藏精選主

209,170元，全數捐贈給「創世基金會台

題以及新進館藏等靜態展，推廣圖書館多

南分院」，贊助弱勢團體。本館自93年度

媒體精選館藏。

開始舉辦此項有意義之活動歷經13年，共

十二、音樂欣賞服務

計有2,625位校內外人士參與活動捐出超

於圖書館音樂聆賞區提供5個館內衛

過61,000冊書籍，義賣所得超過新臺幣

星音樂頻道，提供讀者收聽欣賞音樂，增

200萬元，全數捐出社福機構，頗具成

加人文素養，提升生活品質。

效，歷年義賣金額和捐贈對象詳見表三。

表三

成功大學圖書館二手書歷屆義賣捐贈之社福機構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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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基金會台南分院

94

144

2,386

NT$148,510

家扶基金會台南家庭扶助中心

95

172

2,152

NT$144,455

瑞復益智中心

96

153

2,390

NT$138,330

創世基金會台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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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復益智中心

99

152

4,444

NT$1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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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台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102

394

8,070

NT$200,201

天主教台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103

308

9,149

NT$221,385

家扶基金會台南家庭扶助中心

104

275

9,000

NT$213,420

瑞復益智中心

105

301

9,828

NT$209,170

創世基金會台南分院

合計

2,625

61,300

NT$2,030,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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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拾貳、透過館內教育訓練室提
供偏鄉學童遠距教學服
務

參拾參、出版圖書館館刊
出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5期，內容包括：本館邀請中山女子高級

自104年3月10日起免費提供借用教育

中學張輝誠老師、臺灣大學圖書館童敏惠

訓練室，做為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

主任等學者專家發表之專題論述，實務工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臺南市左鎮公

作者投稿之專題研究，以及本館退休蘇淑

館社區遠距學伴課程之教學場地，每學期

華副館長及同仁執筆之館務紀實及服務推

每週一、四晚間19:00~21:00、每週三

廣等，共計10篇文章。除以紙本發行寄贈

15:00~17:00、18:00~20:00。104學年第2

國內圖書資訊相關系所及各圖書館典藏

學期共使用46次、105學年第1學期共使用

外，並將創刊號至今各卷期內容數位化後

3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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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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