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立嘉義大學圖書館館訊     96年 9 月 

 

 

 

 

 

 

 

   

   

壹、 館藏資源 P2 

   

貳、 圖書館流通統計 P3 

   

參、 圖書新知  P3⋯P4 

   

肆、 問與答 P4⋯P10 

   

伍、 活動報導 P10⋯P10 

   

陸、 公佈欄 P10⋯P12 

   

柒、 聯絡我們 P12⋯P14 



 2

壹、館藏資源 

 

 

 

 

 類別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備註 

中文圖書

(冊) 
334,606 358,814 375,586 399,262 415,436 

 

西文圖書

(冊) 
54,739 74,944 82,935 95,083 99,902 

 圖書 

小計 389,345 433,758 458,521 494,345 515,338  

電子書 電子書  7,909 9,014 11,902 470,263 

包含圖書館訂購、

netLibrary聯盟

共享、免費公用冊

數、美加數位化博

士論文及國科會人

文處訂購 5種人文

資料庫所含電子書

中文視聽

資料(片) 
8,052 9,447 11,973 14,021 14570 

 

西文視聽

資料(片) 
456 988 1,728 2,891 3758 

 視聽資料 

小計 8,508 10,435 13,701 16,912 18328  

中文資料

庫(種) 
5 6 6 6 8 

包括圖書館訂購及

National License 

資料庫 

外文資料

庫(種) 
17 19 20 20 31 

包括圖書館訂購及

National License 

資料庫 

資料庫 

小計 22 25 26 26 39  

電子期刊 
電子期刊

(種) 
7,152 12,874 15,193 10,736 15,230 

包括資料庫所含索

摘及電子期刊 

中文期刊

(種) 
309 332 302 362 375 圖書館訂購 

外文期刊

(種) 
502 491 350 362 335 圖書館訂購 

期刊 

小計 811 823 652 72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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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圖書館流通統計 

95 學年度（95.08.01～96.07.31）圖書館流通統計如下： 

 蘭潭館 民雄館 新民館 林森館 合計 

借閱人次 21238 17131 11378 4814 54561 人次 

借閱冊數 70651 87141 33276 14304 205372 冊 

續借冊數 16410 11479 8798 4299 47986 冊 

預約冊數 4563 2554 2821 830 10768 冊 

參、圖書新知 

一、 本校訂購的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已上線，該軟體提供書目輸入與管理功能，同時可以查找

圖書館內資料、網路上資料庫、圖書館館藏目錄，撰寫文章時可配合 Word 等文書處理軟體

撰寫文章、在文章內文中插入引用文獻、自動產生參考書目清單、設定新期刊投稿格式，軟

體就在圖書館電子資源項目裡，不要忘了下載好好使用它！ 

 

二、 您常使用 Google 或 Yahoo 網站嗎？您可知道進入英文 Google，在 more 下拉選擇 books，就

可以飽覽美國密西根大學、 史丹福大學、哈佛大學與英國的牛津大學等知名大學圖書館及紐

約公共圖書館的圖書嗎？當然 Yahoo 也不讓步，使用 Yahoo 的學術搜尋可以同時搜尋國家圖

書館資源：全國博碩士論文、全國書目資訊網、中文期刊篇目，大陸萬方期刊全文，學術網

路資源，數位典藏聯合目錄，Google 與 Yahoo 兩者相爭，得利的可是第三者的我們。 

 

三、 Jimmy Wales 在 2001.1.15 創立人人可編輯的 Wikipedia 百科，內容含括世界各國 249 種語

言，中文維基百科創立于 2002年，條目量規模排名第十二，簡體、繁體、奧語、港澳繁體、

新加坡繁體、台語，這樣一個重量級的百科全書，只要連上 http://www.wikipedia.org/　 立

可享受，連線速度超快的。更值得期待的是今年 8 月 4 日 Wales來台，透露未來 Wiki 計畫設

立 Search Engine 挑戰 Google，大家不妨拭目以待這場搜尋引擎誰是第一的爭奪戰！ 

 

四、 期刊評鑑新方法 

Journal-ranking.com 是 2007年一月開始的期刊評鑑服務。由香港科技大學的林良材(Andrew 

LIM)  

創建的 Center for Journal Ranking (CJR)運作此一網路服務。CJR 目前收錄超過 7,000 種期刊，

並開放免費註冊取用。 

與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相同，CJR 也是透過對文獻的引文結構分析，以計算出期刊

與文獻的品質指標。其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對 SCI Impact Factor (IF)的修正。此修正主要有兩

方面。一方面，CJR 參考了 Google 的 PageRank，透過引文網路結構決定該引用的品質權重，使

文獻的品質不單單只由引用的數量決定；並設計了兩種新的評比指標：期刊影響指數 (Journal 

Influence Index)與論文影響指數(Paper Influence Index)。根據網站內的說明資料，這種評比

館 
別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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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較 IF更貼近由學科專家對期刊評鑑的結果。另一方面，CJR 提供多種不同的引用率計算的時效

期間，包括有：  

2-bca: 該年間引用過往兩年文獻率 (2-year span backward citation to article ratio) (即  

Impact Factor)  

5-bca: 該年間引用過往五年文獻率 (5-year span backward citation to article ratio)  

5-fca: 往後五年間引用該年文獻率 (5-year span forward citation to article ratio) 

5-pfca: 最新五年間引用該年文獻率 (projected 5-year span forward citation to article    

ratio) 

PageRank 是 Google 創辦人 Larry Page 於 Standford University 所發展的一種網頁資料

檢索排序方法，並於 2001 年取得美國專利( U.S. Patent 6,285,999 )。PageRank 的原則是，由

網頁的超連結網路結構，經遞歸演算法來決定一個網頁的品質權重。越多超連結指向的頁面，在

PageRank 中會有越高的權重。也許是因為 PageRank 與引文分析工作頗為類似，同時間美國華盛頓

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啟用的 Eigenfactor.org 也同樣是受到參考 PageRank 而發展

的期刊評比搜尋引擎。Eigenfactor 目前收錄超過 115,000 種出版品，範圍涵蓋學術期刊、博碩

士論文、新聞報紙、流行雜誌等等。  

CJR 主持者林良材現為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及物流管理學系(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i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副教授，也是 Red Jasper 顧問公司的創辦人；CJR 是 Red Jasper 之下的一個研究機構。（陳啟

亮。Journal-ranking 簡介。轉引自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電子報，2007年第五期） 

肆、問與答 

服務停看聽 

Q1：校外人士可以進館嗎？可以借書嗎？ 

A1：校外人士可持身分證或駕照向管制櫃檯工作人員換取臨時閱覽證進館，但不能借書！ 

Q2：圖書館的哪些資料不可外借？ 

A2：參考工具書、特藏資料、學位論文、期刊及合訂本、視聽資料及報紙 均限館內閱覽。 

Q3：如何找尋期刊資料？ 

A3：請先查詢本館館藏記錄是否有此館藏，因為期刊常有缺刊的情形，補刊不易，請先確認本館

是否有該期館藏。 

＊期刊分現刊及過刊分開放置： 

‧ 現刊指當年度期刊，中文先依大類分，再依架號排列， 

西文則依刊名之字母順序排架。每年現刊到齊後會整理 

送廠裝訂。 

‧ 期刊合訂本即為過刊，其排架方式無論中西文皆依刊名之 

筆畫筆順或字母順序排列。 



 5

Q4：在校外可以使用電子期刊或資料庫嗎？如何設定呢？ 

A4：在校外可以使用電子期刊或資料庫。校外使用區域網路或是數據機、 

      Cable Modem、ADSL 撥接上網者，需設定為圖書館專用 Proxy，方能 

      於遠端使用。圖書館專用 Proxy 為 proxy.lib.ncyu.edu.tw，連接埠為 3128，   

      設定方法請參看本館網頁上之說明。 

Q5：使用 Netlibrary 電子書須先申請帳號嗎？ 

A5：（1）在校園網域內任一部電腦皆可 24 小時線上瀏覽，無須申請帳號。 

  （2）若於校內網域欲使用借閱及個人化功能或於校外網域使用，則須先申請免費帳號。 

Q6：如何申請 Netlibrary 免費帳號？ 

A6：利用校園網域的任一台電腦連線至 http://www.netlibrary.com，於網頁右上角藍色字體

處點選「建立免費帳號」，在必備欄位輸入建立帳號的所需資料，再點選＂建立帳號＂，

出現＂已成功建立帳號＂之訊息即為完成帳號建立。 

Q7：每人最多可借閱幾冊電子書呢？借期又是多久呢？ 

A7：全新 Netlibrary 4.0 介面已取消借出功能，故無借閱冊數及期限之問題。（OCLC 表示 

依據世界各地許多圖書館的反映，讀者對於"View" 和"Check Out"兩個詞彙常感到混淆 

雖然兩種方式皆可達到閱讀電子書內容的目的，但大部分的讀者會直接選取"View"進行 

讀。為利於讀者的使用習慣，因此目前的新介面已將"借出"的功能停止。） 

Q8：每冊電子書有限制同時使用的人數嗎？ 

A8：Netlibrary e-book 的使用規則為每冊電子書僅限 1人使用，故請於閱畢後務必將電子 

「關閉」以利其他使用者瀏覽。 

Q9：我們學校的教職員工生可以到其他學校圖書館借書嗎？ 

A9：本校圖書館與彰雲嘉地區大專院校、台大、成大、立德管理學院、興國管理學院等圖書 

訂有館際借書協定，並且參加全國技專校院、師範校院圖書館聯盟，以上學校皆可提供 

書。 

Q10：其他大學圖書館借書證如何取得，如何到其他大學圖書館借書？ 

A10：請攜帶服務證或學生證，至本館各校區流通櫃檯辦理借證手續，借書證使用辦法參見本

館規則辦法「圖書館跨館圖書互借服務要點」。 

1. 使用彰雲嘉地區大專院校、技專校院聯盟借書證，借書需扣留 

借書證，向其他合約學校借書不扣留借書證。 

2. 師範校院聯盟借書證由民雄校區圖書館統一辦理，本校教職員生

憑證至閱覽組辦理所欲前往圖書館借書證，持證至對方圖書館 

使用並可借書。 

3. 彰雲嘉地區大專院校聯盟學校為：國立中正大學、雲林科技大學、

南華大學、大葉大學、中國醫藥學院、虎尾技術學院、台灣體育

學院、大同商專、吳鳳技術學院、環球技術學院、稻江管理學院、

建國技術學院、明道管理學院、中洲技術學院，彰化師大。 

4. 其他大學圖書館借書證使用期限是以本館的借出及還回日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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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證借期一律為 14 天（不得續借），每次借閱冊數為 5冊。 

5. 讀者務必於期滿前將所借圖書還清後，再將此互借證歸還本館。

借書期限遵照各大學圖書館之規定。 

Q11：研究小間為什麼無法開放大學部學生使用？ 

A11：研究生、老師及部分職員會有論文寫作或構思研究計畫的需求，他們常需要花較長的時

間及獨立的環境去研讀學術期刊或寫作論文，與大學部學生利用圖書館是為了自習或準

備考試有很大的不同。且本校目前僅有 48 間研究小間，故限制使用。 

Q12：什麼人可以使用研討室？ 

  A12：本校教職員工生皆適用，但使用人數須在 3人以上。 

        （請向閱覽組提出申請，分配研討室後，依本館讀者服務之場地及設備服務辦法使用，每

次借用為 2小時） 

Q13：過期報紙會保存多久？ 

  A13：過期報紙，因無空間存放，僅保留最近三個月舊報。 

Q14：為什麼不能在電腦檢索區使用文書處理軟體、打 BBS 及 E-Mail？ 

  A14：圖書館電腦檢索區設置電腦的目的在推廣本館資源的利用；另外，也讓大家透過圖書館

網站，瞭解本館的最新動態、服務及措施等，而不是供大家當成私人電腦使用。如果大

家都將該區電腦據為己有，進行個人的文書處理、BBS 或 E-Mail，不但影響真正要利用

本館資源使用者的權益，而且也違反本館提供每位使用者公平使用圖書館資源的原則。 

Q15：讀者攜帶筆記型電腦入館，如何上網？ 

  A15：1.新民館、林森館使用有線網路上網： 

           新民館設有有線網路上網桌、林森館請上樓使用有線上網桌，請將有線網卡設定為「自

動取得 IP 位址」、「自動取得 DNS 伺服器位址」即可上網，無須認證。 

  2.蘭潭館、民雄館使用無線網路上網： 

   蘭潭館全館樓層 1B-5F、民雄館 2F-4F，將無線網卡設定為「自動取 得 IP 位址」、「自

動取得 DNS 伺服器位址」即可上網，無須認證。 

 蘭潭館 民雄館 林森館 新民館 

區域 / 位置 B1 ~ 5F 2 ~ 4樓 樓上電腦桌 閱覽桌 

上網方式 無線 有線 

設定方式 請將網路設定為「自動取得 IP」方式 

Q16：我想要推薦圖書館購買圖書，請問有哪些推薦管道呢？ 

  A16：管道一透過本館網頁線上推薦書目。 

（圖書館網頁→讀者服務→推薦贈送→書刊薦購） 

管道二親至圖書館櫃台索取紙本推薦單。 

＊ 班級推薦專業圖書，每學期每班 15 冊。 

 

校長信箱 1212 號: 

標題: 圖書館寒暑假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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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校長您好.. 

    我是進修部園藝大四的學生曾月美,學校的圖書館又大又漂亮,裡面農業藏書

和資源也很多,是讓學生找資料的好地方,快畢業了,在學校時間不多了,同學們準

備四年級專討是急需要蒐集資料,還有準備各項考試,想要多補充自己不足的學識.

圖書館就是最佳補給站,學校寒暑假期間開館期間是週一至週五 8:10-17:00,週六

與周日是休館,對於在工作的進修部學生是極大不便,無法利用圖書館的資源和提

昇自己的專業知識,希望是否能開放晚上時間或一個假日時間,讓我們進修部學生

也有學習的權利. 

謝謝校長   

答覆: 

本案經簽請  校長 960126 批示，圖書館寒暑假期間星期六開館時間為 08:10

至 17:00。（林森館因未藏書，僅開放蘭潭、新民、民雄三館）。 

 

校長信箱 1220 號: 

標題:景觀系藏書不足 

李校長您好： 

   嘉義大學有校長睿智領導做轉型跳脫傳統師範教育雖然感覺學生的學習資源

比起大台北市有些不足的地方但每一次孩子回家與家人分享學校的服務與熱心的教

學總讓家長欣慰這是北部所缺乏的四年大學孩子的競爭力決不用操心但對於新設系

的景觀設計系學生覺的圖書館的藏書非常有限孩子覺得參考資料不足可見教授引導

出學生的求知意願可否增添圖書設備或是以跨校借閱方式暫為解決 

答覆: 

    感謝貴家長的寶貴意見，圖書館針對景觀系藏書不足問題回覆如下： 

一、 圖書館在校長的大力支持下，近年皆獲積極之圖書經費補助，以促進圖書質

與量的成長。 

二、 景觀系為新成立的系所，圖書館藏亟待充實。將請景觀系提出薦購圖書清單，

圖書館會以新設系所據以優先採購。本館亦歡迎學生推薦專業書目，可透過

網路推薦或提出紙本推薦書單，以滿足師生所需求的圖書資源。 

三、 感謝貴家長對圖書館藏資源的關注，這將是本館成長進步的最大動力。 

 

校長信箱 1267 號: 

標題:二樓服務鈴 

校長您好! 

我是應屆畢業生陳同學,最近在圖書館查詢相關的文獻及參考資料的時候發現

了一個問題,就是在二樓的部份服務櫃檯是採用以按服務鈴的動作做為讀者向工作

人員洽詢的方式,但是我發現有時候會因為相關資料的交叉查詢上會有些問題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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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要連續的向工作人員來請教,因此不得不以連續按服務鈴的方式來詢問並請工

作人員協助解決我的問題,我想一方面會因為按服務鈴的這個動作而影響到其它讀

者及圖書館內的安靜,一方面我也認為既然有設置了櫃檯卻沒有工作人員或是工讀

生在櫃檯待命,那麼似乎也就失去了設置櫃檯的意義,與其如此乾脆在牆壁上設計一

個門鈴算了;我想我們學校的圖書館業已搬遷到目前這麼新穎的環境當中,勢必很多

相關的服務與配套措施也應該跟著有所提升,也許在二樓會來找尋資料及查詢文獻

的師生並不多,但是我想也不應該因為來閱讀的讀者數量少就忽略這樣子的服務品

質,相對的更應該以一致的標準來看待每一個樓層的服務,過去就曾有同學反應出這

個問題的重要性,卻一直沒有能夠獲得改善,希冀校長也能夠以讀者的利益與服務師

生的品質為前提,為這個問題進一步的來做改善,謝謝! 

註:猶記之前校園進行評鑑的時候我也親眼目睹校長您好像也是來到二樓這邊要洽

詢相關的業務,可是卻不得其門而入,一時之間也無法以最有效率的方式為校長您解

決問題,換一個角度來思考的話如此一來可能造成每天來到圖書館的讀者多大的不

方便,因此在這邊誠摯的希望校長也能夠換一角度思考來協助我們爭取為圖書館改

善的空間,謝謝! 

答覆: 

    感謝同學對本館之關注及寶貴建議，惟因本校圖書館分佈於四校區，館員人力

有限，且參考櫃台服務量不多，目前調派人力長駐並非經濟有效之做法，故以按服

務鈴的動作做為讀者向工作人員洽詢的方式所採之權宜辦法，俟將來業務量增加，

讀者需求之狀況再做合適之調整。 

  

校長信箱 1268 號: 

標題: 新民校區的國高中生的問題 

校長您好： 

    我是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理學系大四的學生 沈觀達我發現新民校區最近發現

很多國高中生破壞我們校區的設施‧最近我發現我們管理學院的校區出現很多國、

高中生來使用我們的圖書館和一些設備，分享校園和資源給社會大眾來使用是很不

錯，能增進和社區以及附近居民的互動，但最近實在是忍無可忍了，靠近圖書館附

近的廁所每到六日，裡面的衛生紙還有設備就會被破壞，垃圾也變的很多，在圖書

館內的情況更為嚴重，很多國高中生都不能尊重他們自己的行為。 

學生想可否請此校區的人出面管制一下情況，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校區好像變成社區

大學一樣，我們應該還是大學，不過國高中生聚會的場所吧？如果他們能自重當然

沒話說，但最近的情況真的讓我忍無可忍了。 

答覆: 

 新民校區圖書館空間有限，為滿足本校師生教學研究優先，即日起制校外人士

進館最大容量為 15 人，視成效再檢討改進，並請館員加強服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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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信箱 1269 號 

標題:書目管理軟體 

校長您好: 

    我是研究所的學生，最近在寫論文時，發現我們學校竟然沒有論文參考文獻管

理軟體(例如 endnote)，台大，清大，交大，逢甲，中興，成大，屏科圖書館都已建

立並開放在校學師生下載應用，我們學校是國立學校，其資訊竟然如此落伍，不知

有如此方便管理的軟體存在，學校跟不上潮流實在令學生覺得遺憾，希望學校能考

慮使用。 

敬祝: 

    萬事如意 

答覆: 

    感謝您寶貴的建議，Endnote 為重要學術工具，本館己將學校資料提供廠商，待

國外報價後，即可採購進館，謹此敬覆。優先納入本年度資料庫採購評估清單。 

註：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已於 96年 8 月份上線使用 

 

校長信箱 1283 號: 

標題: 行政中心自修室關閉~~ 

校長,您好: 

      早上到行政中心自修室自修時,赫然發現有張公告,其內容為"因圖書館自修

室已搬遷至圖資大樓,故行政中心自修室開放自六月 30 日止"~~ 

      看到這篇公告,非常的驚訝~~ 

      因之前有寫信給您,您答應學生會把行政中心的自修室留著~~如今卻突然的

關閉,這樣的舉動,實在令人很不解~~~ 

      而行政中心的自修室,離餐廳很近,且每個座位都有檯燈,座位舒適,開放時間

長(使用方便)...等等,對我來說,真的很喜歡到此自修~~~而最近考試,大家都愛到

此唸書..還一位難求呢~~為何會把它關閉呢~~~~     煩請您告知學生關閉原因

~~~(內心還是希望能把行政中心自修室留住)~~~謝謝~~^^ 

答覆: 

同學您好： 

      來函收悉，有關詢問行政中心自修室將關閉問題，經總務處提出說明， 

蘭潭校區自修室自七月一日起關閉主要係考量下列因素： 

一、因圖書資訊大樓設有專用之自修室，空間寬敞、環境清幽，且因圖資大樓 係採

中央空調，無目前行政中心自修室水冷式冷氣機體所發出之噪音影響同學自習之缺

點，希望同學能善用較好的空間，用功唸書。 

二、目前已進入用電高峰期，尤其冷氣耗電量大，為節約能源，讓學校整體資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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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最大效益，關閉目前行政中心自修室，實是情非得已。 

三、行政中心因是以辦理校務行政為主，下班後同仁紛紛離開辦公室，由於自修室

的開放，門禁無法完全管控，基於前述空間、資源及安全考量，在不得已的情況下

將行政中心自修室關閉，請同學善用學校資源，自 7月 1日起前往圖資大樓自修室

自習，謝謝來信。 

      耑頌 

學安 

伍、活動報導 

一、新鮮人看過來！ 

新生圖書館利用指導，自 9月分至 10 月底舉辦，請鼓勵系所新生班級就近於各校區圖書館

報名，圖書館將安排專人教導圖書館資源利用。 

二、獎金等您來拿！ 

蕭萬長院長資料室徵文活動至 10 月底止，入選作品每件頒發獎金 2000 元，到圖書館不要忘了

上五樓蕭萬長院長資料室參觀。 

 
陸、公佈欄 

二、本館「201 圖書館圖書資料借閱規則」已經 96年 6 月 12 日行政會議第 8次   
    會議修正通過 ,「203 圖書館入館借閱証件申請辦法」、「203 圖書館讀者違     

    規處理辦法」亦已於 96年 8 月 14 日圖書館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三、寒暑期間增加開放每週六 0800~1700，增加圖書館開放時間以服務全校讀者。 

四、為宣導智慧財產權，圖書館已於各館提供影印服務地點張貼海報宣導，亦請 

    各單位代為宣導。 

五、95 學年度第二學期國際會議廳及演講廳申請統計表 

【96年 04 月至 07 月】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申請者 支援人數

96年 04 月 11 日 

13:10-15:2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食品科學系(所)主

任與學生座談會
食品科學系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4 月 11 日 

13:10-15:2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學習指導講座 

學生輔導中

心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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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年 04 月 27 日 

08:30-17: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在職訓練 
人事室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4 月 27 日 

08:00-12: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幼教系閱讀演講 幼教系 

工讀生1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02 日 

13:10-15:2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留遊學宣導 

教學發展中

心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02 日 

13:20-16: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輔導與諮商學系

系週會 
輔諮系 

工讀生1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09 日 

13:00-15: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系週會專題演講 特教系 

工讀生1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16 日 

13:00-16: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系週會專題演講 輔諮系 

工讀生1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18 至

20 日 

09:00-19:0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教育策略聯盟與經

營管理國際研討會

教育行政與

政策發展研

究所 

工讀生3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19 日 

09:0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生質能源研討會

生物農業科

技學系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22 至

23 日 

08:00-17:0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2007年嘉義大學

幼兒教學與國際研

討會 

幼教系 
工讀生3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23 日 

13:3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輔導主題講座 

學生輔導中

心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25 日 

09:00-17:0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學生輔導法說明會輔諮系 

工讀生1名

館員 1名

96年 05 月 30 日 

13:0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輔導主題講座 

學生輔導中

心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6 月 06 日 民雄校區圖書分 系週會專題演講 特教系 工讀生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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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30 館國際會議廳 館員 1名

96年 06 月 07 至

08 日 

08:00-18: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及 4間

會議室 

2007 全國資訊安

全研討會 

資訊工程學

系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6 月 11 日 

13:0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及會議

室 

研究生畢業論文發

表 

生物農業科

技學系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6 月 13 日 

13:00-16: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館國際會議廳
輔諮系系週會 輔諮系 

工讀生1名

館員 1名

96年 06 月 22 日 

08:00-17: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及會議

室 

2007 國際研討會 生命科學院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7 月 16 日 

10:00-14: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展覽廳及會議

室 

嘉義大學參選金檔

奬評奬委員蒞校評

奬 

文書組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96年 07 月 20 日 

13:30-17: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科技創新與產業發

展研討會 

創新育成中

心 

工讀生2名

館員 1名

柒、組織暨服務 

九十六學年度圖書諮詢委員會成員 

 

圖書館館長 ：吳館長 煥烘教授 

教務長 ：丁教務長志權教授 

師範學院院長 ：李院長 新鄉教授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劉院長 豐榮教授 

管理學院院長 ：蔡院長 渭水教授 

農學院院長 ：劉院長 景平教授 

理工學院院長 ：曾院長 志明教授 

生命科學院院長 ：邱院長 義源教授 

 

■ 蘭潭校區 總機：(05)2717000 傳真：(05)2717242、(05)2717243 

負責業務 人員 / E-mail 分 機 

圖書館各項政策擬定與發展   館長：吳煥烘  7230     

採編組綜合業務 組長：劉秀玉 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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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分類編目 助教：巫秋蘭  7232 

圖書分類編目 專案：王映丹 7232 

圖書採購業務 專案：張君夷  7232 

典藏組綜合業務 組長：廖以民 7240 

流通政策業務 工友：胡采玲  7233 

流通借還業務 專案：林嘉琪 7233 

閱覽組綜合業務 組長：潘淑惠 7237  

綜合行政業務 組員：林嘉祐 7236 

館際合作、中文期刊 專案：徵聘中 7238 

西文期刊、電子資源 專案：陳昭君 7238 

系統資訊組綜合業務 組長：葉晴辰 7235 

大樓水電空調等業務 組員：吳永勤  7236 

電腦網路、視聽業務 專案：吳一宏 7241 

電腦網路、視聽業務 專案：張宏祺 7241 

 

■ 民雄校區 總機：(05)2263411 傳真：(05)2264643 

負責業務 人員 / E-mail 分 機 

民雄館綜合業務 主任：張淑儀 1620 

圖書分類編目 專案：江亭穎 1622 

圖書分類編目 專案：蔡雅芳 1623 

流通借還業務 組員：張淑珍 1640 

流通借還業務 組員：郭朝輝 1641 

參考服務、館際合作 專員：龔惠如 1630 

期刊業務 組員：孫玉華 1632 

 

■ 林森校區 總機：(05)2743111 傳真：(05)2713956 

負責業務 人員 / E-mail 分 機 

綜合業務 組員：陳阿令 3512 

 

■ 新民校區 總機：(05)2717000 傳真：(05)273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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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業務 人員 / E-mail 分 機 

綜合業務 編審：侯碧慧 2972 

綜合業務 專案：王雅貞 2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