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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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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0  

西文圖書

(冊) 
54,739 74,944 82,935 95,083 

95,917  

圖書 

小計 389,345 433,758 458,521 494,345 500,937  

電子書 

電子書  7,909 9,014 11,902 11,902 

含圖書訂購、

netLibrary聯盟

共享及免費公

用冊數 

中文視聽

資料(片) 
8,052 9,447 11,973 14,021 14,293 

 

西文視聽

資料(片) 
456 988 1,728 2,891 2,938 

 

視聽資料 

小計 8,508 10,435 13,701 16,912 1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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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新知 

一、本校訂購的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為了加強訊息獲取的即

時性，提供了 RSS 服務，使用者只需經過簡單的設定，即可依據設定的條件，收到資料

庫最新的訊息，還可看到本校老師在 SSCI 資料庫的種種情形，當然如果用起來不順利，

圖書館閱覽組幫您解決！ 
 
二、本校訂購大陸文史哲重要資料庫：中國期刊網，自 4 月 1 日起已有新的檢索平台，他就

叫 KNS5.0，新增了許多人性化的功能，例如：跨資料庫的檢索、期刊導航、作者單位

導航、庫間引文鏈結、知識元鏈結， 經常使用這個資料庫的老師同學們，不要忘了用

用看這些好處呃！ 
 
三、國內第一套中文個人書目管理軟體：HyNote，終於由凌網科技研發，是一套專為國人設

計、中文化操作介面、結合整合查詢、全文檢索功能之書目管理軟體，可連結至

http://www.hyweb.com.tw/hynote 下載作為個人書目管理應用，有興趣使用的人或者用起

還有問題的人，到圖書館來吧！ 

四、Portico 的介紹 / 出處：西文電子資源的視界 E-Resources（本文轉載自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   2007 No.4） 

在之前寫的關於電子期刊等電子資源的維護與典藏，裡面有提到 Portico 是

可以協助圖書館或出版社來典藏他們的電子期刊，最近又看到 Portico 的新聞(IEEE signs 
archiving agreement with Portico)，且剛好有學長問到，想說就稍微再了解一下。 
   首先這則新聞提到，Portico 宣佈與 IEEE 簽署了同意書，要保存該組織的期刊與會議論文，

這項同意書提到 IEEE要委託Portico長期保存137 種期刊(journals, transactions, magazines, 
newsletters)及 163 種會議論文(conference proceedings)，以確保將來的學者、研究人員跟

學生可以繼續使用其出版品，且 IEEE 每年將提供財務的援助給 Portico，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是一個非營利組織，中文是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

學會，該組織在電子電機及電腦科學領域所出版的文獻量約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強，IEEE 目

前在 150 個國家有超過 365,000 個會員(包含 68,000 個學生)，每年出版 128 種 transactions, 
journals and magazines，且在全球舉辦超過 300 場的會議，目前共有 900 個有效的 IEEE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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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要介紹一下 Portico 是什麼樣一個組織。 
一、緣起： 

   從頭說起好了，1990 年代中期，美國美侖基金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註 1]執
行了一項專案，創立了 JSTOR[註 2]，一個非營利性機構，來典藏過期電子期刊，在 2002 年，

美國美侖基金會又贊助了 JSTOR 執行其電子期刊典藏種子計畫(E-Journal Archiving 
Program)，此計畫在 JSTOR 底下成立了 Electronic-Archiving Initiative，也就是 Portico 的前

身，此計畫主要是希望對典藏電子資源用收費模式的方式經營，以建立長久的典藏機制，接

下來的兩年多的時間裡，計畫的工作人員開始建立所需的平台與機制，並且與各出版社跟圖

書館洽談，以建立合作的基礎，並希望在出版社與圖書館之間取得平衡，在 2004 年，

Electronic-Archiving Initiative 變成了一個非營利組織公司 Ithaka Harbors, Inc.,的一部分，

該公司的目標是要促進資訊科技的利用以利益全球的高等教育，它其中的一項電子資源典藏

服務的名稱就叫做"Portico"(英文的直譯是門廊、柱廊的意思)，Portico 發表於 2005 年，受

到 JSTOR, Ithak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等單位

的援助[註 3]。(按：光美國國會圖書館在 2005 年就贊助了 3 百萬美金喔，看來此計畫是可以

長久的) 
二、主要目標： 

   Portico 的任務是保存電子形式的學術文獻，以確保將來的學者與研究人員仍然可以持續的

使用，也就是說 Portico 對學術電子期刊提供永久的典藏服務，因為電子期刊不像紙本，圖書

館採購之後有擁有權，但是電子期刊採購進來後，有可能因為出版社更換網址，被交易出去，

甚至出版社倒掉等種種狀況，圖書館會無法取得其曾付費採購的電子期刊，特別是有些出版

社會宣稱圖書館所採購的電子期刊享有永久連線使用權(Perpetual Access or 
Post-cancellation Access)的，特別容易有爭議。 
三、為何要做典藏? 
   學術的工作就是研究與教學，且學術的工作需要前人研究的累積，而期刊就擔負這樣的傳

播職責，在期刊日益電子化的同時，其可持續被取得性，越顯重要，舉例來說，在三個知名

的期刊(NEJM, JAMA, Science)所引用的網路資源中，有 13%已經在其研究出版後的 27 個月內

消失，無法取得[註 4]，另外根據 Ithaka 公司針對 7,403 教員所做的調查，有 83%的老師認為

為將來保存學術的電子資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圖書館也花費了大筆金額在電子資源上，ARL
所做的 2003-04 圖書館調查，那些被調查的圖書館在該年度共花費了$301,699,645 美金來採

購電子資源(三億多美金耶，難怪要好好典藏) 
四、如何保存： 

   Portico 表示她主要的保存方法就是 Migration(遷移)，也就是當檔案的形式(如.pdf)過時，

不再被廣泛使用時，可以將就檔案的格式轉換成為新的常用的檔案格式，另外兩個常見的保

存策略是 emulation 跟 byte preservation，前者利用 mimic technology，後者則牽涉到位元

的儲存(這兩個比較技術方面的就不是很懂了，知道的朋友再請解釋一下)。至於出版社端，

則會提供 Source files，這些檔案比一般掛在出版社網站上的全文資料還包含更多的資訊，例

如圖可能是更高畫質的。 
五、運作模式： 



 4

   Portico 的營運除了之前提到幾個單位的捐贈外，它也會向出版社收取年費，費用包括處

裡、轉換、典藏她們的檔案，它也會向參與的圖書館收費，聯盟(consortia)的圖書館也有優

惠。 
六、參與的出版社與圖書館： 

   目前參與此計畫的出版社很多，如 Elsevier, Wiley, Taylor & Francis, Haworth, AIP, BioOne
等都是，這裡有詳細的出版社清單，與完整的收錄期刊清單，而這裡是參與圖書館的清單，

目前有 297 個館參加，知名的學府如哈佛、耶魯大學與 MIT 都有加入。 
七、如何參加 Portico 呢： 
   台灣有的圖書館有收到 Portico 的 email 了，根據 Portico 網頁所載，若圖書館在 2007 年

加入的話，可以成為其 Portico Archive Founders，前五年的年費可享九折優惠，有興趣的朋

友可參考它的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Journal Archive License 或是去函

(participation@portico.org)詢問，在那個 License 中有提到大家最關心的計價方式，它是依

據該圖書館的年度採購總額(Library Materials Expenditures, LME)為計算基礎，不過真正要

問價錢，還是得洽詢 Portico 的(遭了，老毛病又犯了，好像又賣起產品來了，我真的跟 Portico
沒有任何關係喔 ^_^)。 
八、感想： 

   稍微的了解之後，發現 Portico 這樣的 business model 也能成立，真不簡單，可能也是切

中圖書館的需求吧，至於出版社方面，我想這些出版社也不是沒有能力維護她的電子出版品，

但是異地保存，是有其必要性的，記得以前聽說過 Elsevier 要做將紙本期刊回溯做成電子檔

時，發現她們很多過刊都沒有留存，反而還要跟不同的大學圖書館調過期的期刊，她們就曾

跟菲律賓的圖書館調過期刊來掃描，所以當科技進步，載體不斷更新時，檔案的保存在將來

的時代，是越顯重要的。 

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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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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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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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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閱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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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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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訂有館際借書協定，並且參加全國技專校院、師範校院圖書館聯盟，以上學

校皆可提供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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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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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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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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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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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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 
標題: 關於圖資大樓 
校長您好： 

  今天和同學去圖資大樓走了一下，整體感覺真的很棒。裡面空間很大，且設備齊全，真

的提供了學生們很好的學習環境和資源。寓教於樂功能兼善，此外還有４樓視聽去可供學生

們休閒放鬆，真的很感謝校長您和校方的建設和支持。不過我有一些看法想提出來，就是相

信很多人都知道圖書館（圖資館）對於一個大學生來說是很重要且有好處的，校長您也不例

外吧！！可是今天（5/10）我去圖資館的時候發現去的人數有點少，我覺得這不是一個大學

應有的樣子（不知道是剛開館所造成的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此外當我有時候邀同學一起去圖

資館的時候一堆人常常嫌路程太遠，不過就我個人觀點來看我是覺得比起其他大學（例如成

大）來說其實路程是還ｏｋ的。不過我想圖資人數過少的原因路程因素只是占少數，最重要

的還是學生們的惰性吧！！所以我希望校長您或是校方們可以利用機會多多開導學生們關於

圖書館對於一個大學生的重要性和好處，提升學生們去圖書館的次數和人數，不然我會覺得

那麼好的學習資源被這樣糟蹋甚至是浪費會有點可惜。相信圖書館的人數增加對學生對校方

都是有好處的。另外或許是中正樓圖書太少且圖資大樓空間太大以致於搬遷後書架上面空空

蕩蕩，此外有些書籍（教科書）已經老舊甚至不符現代潮流，我知道校方有在籌畫購書一事，

期許校方購書後使得圖資大樓更多元化。最後關於通往圖資大樓的木棧道不知是否會裝置路

燈呢？？ 

  文末我想謝謝校長您對於嘉大目前甚至是未來的貢獻和建設，上次在農學院集合時說的

那些話我認為是可行且是指日可待的，甚至是校長您的那一番話加強了我對於嘉大的信心。

其實剛就學時我對於嘉大是擔憂且沒信心的，不過校長您的那一席話使得我不再那麼的憂心

匆匆，謝謝校長。最後還是懇請校方能過多多加強宣導圖書館和大學生的關聯性和好處，千

萬千萬不要糟蹋了校方的一番美意和那麼好的學習資源，謝謝。 

本單位會簽意見如下：（案號：0950511 -1041 圖書館、總務處） 

感謝讀者的寶貴意見，有關讀者反應新館藏書不足問題，圖書館回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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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在校長的大力支持下，近年皆積極擴充圖書資料。本館 93 及 94 年度皆獲教育

部補助款 1,500 萬，悉數用於增購圖書資料。本年度並由本校統籌款提撥 2,000 萬購置

圖書，以促進圖書質與量的成長。 

二、 本館 94 年度中文圖書增加 20,372 册，西文圖書增加 7,991 册，總共增加 28,383 冊圖書；

其中蘭潭館增加中文圖書 10,093 册，西文圖書 2,123 册，總計 12,216 冊。目前蘭潭館

藏書量為中文圖書 113,073 册，西文圖書 24,805 册，總計 137,878 冊。雖然近年本館對

圖書的擴充不遺餘力，但因新館空間大，館藏仍顯得相當不足，有待充實。 

三、 館藏的充實非一蹴可躋，除了繼續積極爭取經費外，亦希望讀者踴躍推薦專業書目，

以滿足師生所需求的圖書資源。本館目前圖書推薦的管道如下，歡迎多加利用：  

   1.由各系所推荐書目給學院，學院彙整後依採購優先順序排序，交給圖書館採編組採購． 

    2.以班級名義推薦與學習相關之專業圖書，每學期每班 15 冊。 

   3.讀者可於本館網頁上線上推荐書目。 

四、本館搬入新館並開始啟用之訊息已通知全校各院系辦公室請轉各位同學多

加使用，將再廣為宣傳。 

五、感謝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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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2 
標題:請多開闢民生校區自修室空間 
         感謝您如此悉心回覆 
         我以身為嘉大校友為榮 
         無奈今年報考研究所通通槓龜 
         家人冷嘲熱諷、女朋友也走了 
        痛定思痛好不容易找到民生自修 室打算好好 k 它一年 
        蘭潭校區總圖書館自修室位處郊區 
        離家很遠有時必須經過墳場 
  
        敬愛的校長 
        民生校區操場每到黃昏時 
        扶老攜幼、全家大小、男男女女......... 
        成群健走、運動、打球時 
       你知道他們有多麼感念您嗎？ 功德無量啊！ 
       況且九月如果學生住進宿舍 
       自修室這樣的空間肯定是不夠的 
       所以依您上我們課時的衝勁以及辦學的智慧 
       開闢民生校區自修室空間應該是必須的 
       無限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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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友意見—請多開

闢民生校區自修室空

間 
一 、圖書館自修室依學校政策規定開放使用對象有限,其他大學也是如此, 

學生宿舍區已有規劃自修室空間 
二 、蘭潭校區環境好,是唸書的好地方,如果不方便請至民生館,就開放時間內利用自修空

間 

三、 未來圖書館將會視學生使用狀況再增加空間 
四、謝謝您寶貴的意見 
五、家人的話應是良言,你還年輕,更好的對象還在後頭,並請你再接再厲,明日成功將屬於你 

                     
校長信箱 1143 號 

標題: 給校長的信   

To:李校長您好~ 

       我是貴校的學生,我有一些疑問想請教李校長,圖書館雖然設施很新,   可是網路上

查詢的資料,去到圖書館找書往往找不到,標誌都不清楚,還有漏書的情形發生(像是期刊),

然後麻煩圖書館的工讀生幫忙找,服務態度超不好的,都擺\\\臭臉,工讀生不是在服務學

生的嗎?不然那麼多工讀生在圖書   館都在什麼啊?反應一下,另外冷氣也不用開那麼

強吧?(不是說要節約能源嗎?)怎麼好像就在浪費國家資源一樣... 

       還有一個疑問,圖書館裡面的電腦為什麼連一些基本的 word.Excel 的程式都沒有啊?

這樣都不能打資料? 

       圖書館附近好多野狗唷!是否可以想辦法改善一下啊?不然有時在圖書館找資料太晚

回家都很心慌! 

 

 

親愛的同學您好！ 

感謝您對本館的關懷，有關問題回覆如下: 

1. 圖書館期刊都有做定期催缺，但缺期在所難免，若遇缺期資料可洽請服務台向他校影印。 

2. 工讀生服務會加強管理。 

3. 有關冷氣太強問題:圖書資訊館空調設計原則:◎分期、分區、分時段、省能 ◎不使用空調

時,可以引外氣除濕，目前由於屬於夏秋季節交換時段空調溫度及時段監控現由原造空調

廠商依本館之溫度進行溫度調變（9/20-/9/28 因溫度感測器故障，業經廠商修復已正常運

作）。 

4.圖書館電腦功能為館藏及資料庫檢索並非提供讀者繕寫作業或其他功能，故未安裝

word.Excel。 

本單位會簽意見如下：（案號：0950726 -1114-2圖書館） 

本單位會簽意見如下：（案號：0950929 -1143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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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信箱 1158 號 

標題:: 我有三個問題? 祝校長早日康復! 
校長您好： 
有關學生所提問題謹答覆如下： 
問題ㄧ、圖書館ㄧ樓的網路列印紙張,最近悄悄的漲價成 A4 ㄧ張兩塊錢,沒有事先公告就漲價,
先前是ㄧ張ㄧ塊錢,漲價應該屬於不合理, 因為外面影印店和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影印店,都
是ㄧ張ㄧ塊錢, 印多還有打折,最多打到 7 折,ㄧ張兩塊錢已經是 7-11 的價格,可是店家有開發

票還有專人服務,他們是營利導向,當然學校不是,況且網路傳輸列印,也不是什麼大不了的科技,
不需要多花設備成本,ㄧ般公司行號或是家庭都已經很普及化了,希望圖書館方面能檢討,因為

真的很營利. 
答覆： 
1.     並未悄悄漲價。 
2.      原契約〈92 年 11 月 1 日至 95 年 10 月 31 日〉的條件是：數位影印機影印 A4B4B5 使用

ㄧ次磁卡跳兩格，A3 使用ㄧ 次磁卡跳四格。 
3.     新契約〈95 年 11 月 1 日至 98 年 10 月 31 日〉的條件是：數位影印機影印 A4B4B5 使用

ㄧ次磁卡跳一格，A3 使用ㄧ次磁卡跳二格。 
4.     本校磁卡 130 格售 100 元，每張 A4 祇要 0.769 元，280 格售 200 元每張 A4 祇要 0.717 元，

比其他學校〈中正、臺大〉便宜。 
問題二、圖書館 3 樓的視聽中心,真的很棒,但是最近也發現尺寸最大的個人座液晶螢幕,被換

成電視機或是小一號的尺寸,我有詢問櫃檯,可是不願意說明,希望校長能查一下,是否有問題,
或是被特權挪作他用. 
答覆： 
1.     沒有被特權挪用的問題。 
2.     原有液晶螢幕ㄧ件也未少。 
3.     我們把可用的舊電視螢幕加以運用，避免浪費財物，而善加運用。 
4.     只是位置稍作調整。 
5.     希望同學有問題立即向櫃檯反應，期能獲得及時的服務。 

校長信箱 1168 

標題:有關今天的演講有一點生氣 
校長您好： 
  因為今天李遠哲院長到嘉義大學演講，造成學校一片轟動，大家爭先恐後的要一

聽李院長的演講，但是我是蘭潭的學生，要過去民雄比較不方便，所以欲使用學校提

供之視訊來聽演講，而我聆聽的地方是電子計算中心，本來有連線到，但是突然中斷，

連線不到，所以打算先回圖書館看書，結果我發現圖書館開了十幾台電腦在轉播，試

問圖書館有必要轉播這場演講嗎？因為圖書館要保持安靜，所以開了等於白開(看到影

像，聽不到聲音)，如果圖書館要轉播應該利用三樓的視聽教室同步轉播(要公告一下)，
這樣一來不佔上線人數(限定 150 人)，而且可以聽到聲音，不然真有損其他校區同學

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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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看不到演講有一點生氣的學生） 

有關李遠哲今天的演講「讀者有一點生氣」 回覆如下： 

一、發現圖書館開了十幾台電腦在轉播，試問圖書館有必要轉播這場演講嗎？ 

答覆：圖書館遷館迄今，對於網路環境流量及設備負荷程度尚未有 

            實測機會，茲利用網路直播視訊有高容量傳輸機會對圖資大 

            樓標案設備進行檢測，測試完畢後，亦陸續將轉播的十數台 

            電腦逐台關機。 

二、 有關未來視訊演講建議如下： 

    〈一〉主辦單位應考量名人演講學生踴躍的狀況，考慮採用大型 

                會議室配合網路直播〈如國際會議廳、演講廳等〉，滿足 

                學生的需求。 

      〈二〉演講 結束後，主辦單位可將錄影的視訊檔置於網站上，讓 

                錯失現場聆聽的人，還有機會觀賞。 

    〈三〉本次演講 主辦單位為教師發展中心向民雄圖書館借場地， 

               本人事先派人且親自檢視場地與視聽設備，並請電算中心 

               遠距教學組查詢說無問題，並未提到只限 150 位可以連線， 

               爾後網站上應放置詳細的說明與使用人數限制等說 

    〈四〉經此次事件圖書館仍需與各單位有更多的溝通協調，提升             服務品質  。 

 校長信箱 1189 號 

標題:安全維護之回答 

李校長  道鑒： 

    愚生就讀本校多年，因屬駑鈍之材未克順利畢業，至今仍在修業。雖言，生本應韜光養

晦、積極學習才不負期望，而今卻欲振筆疾書表達個人淺見，唯生才疏學淺，如有冒犯不敬

之處，敬請  鈞長見諒。 

    自本校改制大學以來，生已於本校就讀七年之久。眼見本校發展與進步，心中總有萬分

感動。然而，為了共同朝向一流大學而努力，生提出下列建議，提供相關處室改進之參考： 

一、圖書館 

圖書館的竣工與啟用，對於本校發展而言是一重要的里程碑。新的圖資大樓為嘉大帶

來了一流學府的氣度，當生第一次踏進該館時，內心為之撼動無法言語，甚至感動的

紅了眼眶。在細心感受新的環境時，認為有下列幾項可以改善： 

1. 館藏圖書再充實。 

2. 總館、分館藏書分佈不均。總館藏書不夠完整，且部分書籍僅於分館收藏。 

3. 總館應多辦理活動及加強宣導，致使本校師生善用該館資源，避免淪為＂蚊子

館＂。 

4. 安全維護再加強。樓梯及有挑高設計的樓面，應加設防護措施，防止人員於高處失

足墜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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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品質總檢討。公部門的建築難免有疏失已非新聞，但本館應仍在保固期內，對

於電路、扶手接縫等細項可再加強，以免有金玉其外、敗絮其中之感。 

二、教學行政 

1. 綜合教學大樓將進入竣工驗收階段，希望相關單位能確實驗收，以保障本校師生權

益。而大樓旁的拱橋設施有其設計上的美意，但以目前施工情況來看，似乎與大樓

格格不入，且弧度設計過大難保未來不造成公共安全上的隱憂。 

2. 本市市民向生反應，其於本校修讀進修學分班期間，有教師以＂我今天累了＂之理

由，逕自宣佈該堂課自修，老師則坐在教室內＂休息＂，讓該班學生極為不滿。但

因該班學生多為社會賢達，以取得進修證明為目標，並未將此事反應。取得學分證

明後遂向生反應，難免有使人感到校譽蒙塵之憾。 

三、嘉農亭 

嘉農亭是由本校校友捐贈經費並依照舊建物所設計施工，其意義除了讓學長先進緬懷

嘉農精神，亦使我輩更加了解學校的歷史與發展。因生就讀獸醫學系，每日必經過該

處，遂將意見列於下： 

1. 加設安全防護設備。本校假日親子休閒人數為眾，未避免人員失足落入水中，應於

池畔增設救生圈等安全急救設備及緊急聯絡系統。沁心池、天人池及鵝湖等水域應

比照辦理。 

2. 石桌方位調整。該處設石桌椅設備並於桌面書誌，銘記該亭建設始末。因石桌擺放

位置之故，在閱讀銘文時總是面對本校大學路，背對嘉農亭，無法滿足緬懷攬勝之

興，應予以改善。 

3. 植栽的養護。該處草皮及植栽有生長不良甚至枯死的現象，需要多加照顧。 

四、校園工程 

1. 台電公司設於本校之高壓電塔拆遷工程，歷經兩任校長及多位總務長的努力，至今

仍無進一步改善動作。拆遷費用過高是台電長久一來的顧忌，但站在本校師生的立

場而言，校園發展以及身心安全才是我們最關切的。也許為了本校長遠的發展，並

不適合以強硬的態度與台電公司協商，但是如果以學生的力量去向台電爭取，是否

可以加速達成拆遷電塔之目的？ 

2. 據悉中央研究院游正博所長曾經與本校及中正大學提及設立＂靈長類動物試驗中

心＂之計畫。中正大學雖然較本校積極爭取，但因先天條件上的劣勢而未如願；本

校的評估過程較為嚴謹，曾提出社口林場作為計畫中心，但因本計劃案中央政府單

位不耐久候及國科會主委人事異動等因素下，讓本案延宕。對此，生有一些淺見： 

(1) 使否可再度向游所長爭取本計劃合作的空間？本計劃遭國科會新主委判定緩

議後，游所長亦感失落。 

(2) 本校將建立＂動物診療中心＂，是否可配合該計畫進行？兩者配合對本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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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醫學領域有相當的幫助，甚至可以減少本校經費支出。 

五、校園資料 

“十年樹木百年樹人＂說明了教育並非立竿見影的工作，但相對於教師們的辛勞，行

政人員的付出與努力也是不容忽視的。然而面對每日龐大的文書處理工作難免有些差

錯，例如：校園危險區域圖示，其所引用的便是舊的空間配置資料，甚至有文字誤植

的情形。當然本校師生有能力自行分析出正確的資訊，但是很容易造成同學處事態度

上的缺陷＂沒差啦！反正又不是看不懂，學校的文件也是這樣啊！＂這非我所樂見

的。有些錯誤也許是無傷大雅，但卻會讓人留下很深的印象，例如：去(94)年行政院發

出＂犯罪率下降＂的相關文宣，因承辦人員一時失察將圖表錯置，造成＂犯罪率年年

上升＂的烏龍笑話。因此學校應更加以避免此類疏失，以免＂魔鬼真的藏在細節裡＂。 

六、環境衛生 

1. 本校擁有許多美景，也是本市市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本校流浪動物在環安組、獸

醫系及動物寶貝社的努力下，已有明顯的改善。針對本校的環境衛生部份，生認為

當務之急是清除四處林立的廣告物！從校門口、機車停車場到宿舍，租屋、洗衣店、

機車行⋯⋯等五花八門的廣告都出現在校區內，給人的感覺除了亂還是亂。因此，

生認為相關單位應研擬相關辦法甚至是委請市府環保局協助以維持校園整潔，美麗

諸羅之外也要有＂魅力嘉大＂！ 

2. 針對＂租屋廣告＂的部份，建議委請學務處處理，一方面維持校園整潔之外，在其

承辦業務範圍下也可以建立更有效的租賃資訊。如有相關收入，即可運用於租賃生

的輔導、安全維護等工作上。 

3. 本校鄰近的里長與里民表示，該里租賃族有任意棄置垃圾的情形。經里長等人於垃

圾中抽絲剝繭，發現了＂本校的請假單＂、本校活動的選手證、實習報告＂等物件，

希望能由師長對同學加以規勸，以正本校名聲。 

    近日我國交通事故的新聞頻傳，其中有以高雄市鼎金國小遊覽車反覆事件為最。有賴本

校的規範以及學務處與系所的督導，在多年前即對大眾運輸工具有所有求，此為本校師生的

福氣，至深感銘。本校的進步本在於全體師生的共同努力，特此函達，祈願愚生之淺見，能

為本校的進步帶來一絲綿薄之力。 

偉珍同學惠鑒： 

來函收悉，師生能共同朝向一流大學而努力，讓人萬分感動，感謝您對學校提供的寶貴意見。

您的建議除轉請各單位積極辦理外，相關單位也針對一些問題提出說明及處理如下： 

一、 圖書館部份： 

（一）有關反應圖書館新館藏書不足及分配不均問題： 

1.圖書館在校長的大力支持下，近年皆積極擴充圖書資料。圖書館 93 及 94 年度皆獲教育部補

助款 1,500 萬，95 年度獲教育部補助款 1,000 萬，悉數用於增購圖書資料。本年度並由本校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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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提撥 2,000 萬購置圖書，以促進圖書質與量的成長。 

2.雖然近年本校購置圖書經費大幅增加，但因本校有四個分館，導致圖書資源分散。在經費

有限的情況下，為因應四個校區師生教學研究之需求，圖書館採重點館藏發展政策，蘭潭館

以農業及科技類為主，民雄館以教育及人文藝術類為主，民生館以商學類為主，林森館以教

育類為主。蘭潭館為總館，理應館藏蒐藏最為完整，但其在合併前原有館藏即相當不足，館

藏的擴充非一蹴可躋，尚待持續積極加強充實。 

3.未來除繼續積極爭取經費外，亦歡迎讀者踴躍推薦書目，以滿足師生所需求的圖書資源。 

（二）辦理活動及加強宣導方面： 

1.圖書館於新學期開始，皆有固定辦理新生圖書館導覽活動及圖書館利用教育，會不定期邀

請資料庫廠商進行資料庫研習課程。 

2. 圖書館 12 月舉行圖書館週系列活動，包含：徵文活動、書展、尋寶競賽、有獎徵答、電影

欣賞、資料庫研習課程，並在學校及圖書館網頁上宣傳及印製海報張貼於校園，以及列印宣

傳單發放至各系所信箱。 

3.圖書館所舉辦的活動，目的在於讓更多師生了解及使用圖書館，希望全校師生踴躍參與。 

（三）維護及工程品質方面： 

1. 圖書館樓梯及挑高設計的樓面是設計師為力求美觀及特色之突顯，至於安全防護措施部

份，移請總務處請專家會戡其如何增設。 

2.另為維護館內之安全及安寧，規定 12 歲以下兒童須有家長的陪同及安全切結方可入館，並

標示於圖書館管制櫃檯處。 

3. 圖書館相關人員在參與工程品質驗收過程上，一直以來求其工程品質盡善盡美﹔就其參加

工程驗收過程也力求無疏失。就其電路而言圖書館一直以來做為保固期維護重點，保固期廠

商也很配合館內有關電力問題改善；土建部份之扶手接縫處圖書館會要求原造廠商將其接縫

處力求完美。 

二、教學行政部份： 

（一）有關本校修讀進修學分班上課問題，進修部已採以下措施尋求改善： 

1.於適當場合時機或於學分班開課前向授課教師宣導，提醒注意學生之受教權益。 

2.本部將於課程中藉服務品質問卷調查，以早期回應學生有關服務品質之反應，作為本部服

務品質改善之依據。 

（二）有關綜合教學大樓部份： 

1.南側設置有水土保持所需滯洪池，建築師配合該滯洪池規劃具有景觀生態池之功能，而於

池上設置拱橋，係建築師希望於綜合教學大樓周邊營造親近自然的緩衝空間，該拱橋造型係

一般景觀常用造型，是否與建築物格格不入，屬見仁見智之問題。 

2.至於拱橋弧度安全問題，建築師表示在顧及安全下先前已請承造於弧面較陡處設置止滑條

以維安全，同學的反應學校很重視，將再請建築師就拱橋安全性，再研議增加相關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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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台電工程部份： 

有關原台電輸電線下地工程（原初估約需經費 1 億 6 仟餘萬元），依據台  灣電力股份有限公

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95 年 3 月 21 日 D 南供字第 09503062871 號函表示，該公司輸變電工程

處南區施工處正規劃於本校校門外設立連接站，由此連接站施設地下電纜經彌陀路及大雅路

至擬新建之嘉東變電所，再配合嘉義市政府林森東路至大雅路間新闢道路工程，施設地下電

纜，屆時應可拆除跨越校區之架空輸電線路。惟據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表示，本案若連接站用地取得及管線施工順利，初估可於土地取得後 3 年內完成。 

四、校園資料及環境衛生部份： 

本校軍訓室之之網站建置有租屋資訊項目且有專責教官管理，每年 3 至 5 月校外租屋熱潮期

軍訓室皆會宣導同學使用，校外人士欲刊登租屋資訊可將資料寄送軍訓室豋載於網站，學務

處在宿舍資訊網頁內與軍訓室之網頁做連結處理。此項租屋資訊刊登純服務不收費，針對校

區內之違規＂租屋廣告＂ 部份，已由環安中心負責加強處理，校外部份通知環保局處理。謝

謝來信。 

耑此函覆順頌 

學安 

  秘書室 啟 

                                                                        

肆、活動報導 
 
圖書館 3 月至 4 月間提供本校師生資料庫講習，講習場次內容： 
 
一、WOS 資料庫 RSS 功能說明會 

舉辦時間：96 年 3 月 20 日(星期二)，15：20～16：20 

舉辦地點：民雄校區圖書館 5 樓 504 教室 

活動內容：針對 WOS 資料庫提供的新功能：RSS，邀請資料庫講師做詳細的操作說明，該功

能可以顯示及查詢本校教師發表論文被 SSCI 收錄及引用情形。 

 

二、人文社會科學資料庫講習 

舉辦時間：96 年 3 月 27 日(星期二)，9：00～10：50 

舉辦地點：民雄校區圖書館 5 樓 504 教室 

活動內容：科資中心於 2007 年，以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方式引進五種人文社會學科

資料庫，供全國大專校院及中央研究院使用。五種資料庫名稱包括： 

1. 17 至 19 世紀初期美國文獻資料庫(Early American Imprints(EAI) ) 

2. 15 至 17 世紀珍本英語文獻全紀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 

3. 19 至 20 世紀典藏學術期刊全文資料庫(Periodical Archive Online(PAO) 

4. 十八世紀經典古籍全文資料庫(18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E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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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代經濟學全文資料庫(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MOMW) 

本次活動亦開放鄰近學校參加。 

 
三、SDOL 資料庫教育訓練 

舉辦時間：96 年 4 月 9 日(星期一 )，15：00～16：00 

舉辦地點：蘭潭校區圖書館 2 樓資訊推廣教室 

活動內容：SDOL 提供 1600 餘種電子期刊全文及摘要資料，主題涵蓋各學系所需參考資

源。邀請 Elsevier 公司專任講師，詳細講解內容及使用方法。 

 
四、SSCI 資料庫講習 

舉辦時間：96 年 4 月 27(星期五)，10：00～12：00 

舉辦地點：新民校區電腦教室（D02-215） 

活動內容：SSCI 收錄社會科學類期刊計 1,800 餘種，亦從近 3,300 種科技類期刊中挑選相關資

料收錄，涵蓋主題約 50 餘種。邀請金珊公司專任講師，詳細講解內容及使用方法。 

伍、公佈欄 

一、圖書館 2007 年增購資料庫 
1. Testing and Education Reference Center(TERC)留學資訊與考試資源參考中心 
2.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 JSTOR-Arts & Sciences II 電子期刊典藏資料庫系統 
4. EconLit 經濟學資料庫 
5. 鵝湖知識庫線上版 
  
二、新加入電子期刊聯盟 
1. IOP(Institute of Physics)英國物理學會電子期刊 
2. OSA(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美國光學學會電子期刊 
 
三、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小組新購全國版本資料庫 
1.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ECCO)十八世紀經典古籍全文資料庫 
2.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MOMW)近代經濟學全文資料庫 
3.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15 至 17 世紀珍本英語文獻全紀錄 
4. Early American Imprints(EAI)17 至 19 世紀初期美國文獻資料庫 
5.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PAO)19 至 20 世紀典藏學術期刊全文資料庫 
 
四、95 學年度第二學期國際會議廳及演講廳申請統計表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申請者 支援人數 
96 年 01 月 03 日 民雄校區圖書分 教學卓越計畫:台 教學發展中 工讀生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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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館國際會議廳 北教育大學莊校長

創意教學理念與實

務經驗分享座談會

心 館員 1 名 

96 年 01 月 03 日 

13:20-15:2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專題講座 美術系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1 月 06 日 

08:00-12: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嘉義市國立台灣大

學校友會 
理工學院生

物機電系 
工讀生2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1 月 17 日 

12:00-15: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系週會演講 特殊教育系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2 月 13 日 

09:00-14:0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校務行政會議 秘書室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07 日 

13:00-16: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系週會演講 輔諮系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08 日 

12:00-16:0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社團評鑑籌備會議 學生會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12 日 

08:00-17: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中獸醫學術研討會 獸醫系 

工讀生 2 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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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14 日 

13:0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微免生藥專題演講

微生物與免

疫學系 
工讀生2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21 日 

12:0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會議室 
禮賓大使甄選 

學務處生輔

組 
工讀生2名 

 

96 年 03 月 21 日 蘭潭校區圖資大 國家考試講座 實習就業輔 工讀生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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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30 樓演講廳及會議

室 
導處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22 日 

12:00-15:3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全校社團評鑑第二

次籌備會 
學務處民雄

學務組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27 日 

08:00-18:0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演講廳 
2007 兩岸森林經

營學術研討會 
森林暨自然

資源學系 
工讀生2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28 日 

13:00-15:1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中文系系科大會 中文系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96 年 03 月 28 日 

12:00-15:30 
蘭潭校區圖資大

樓會議室 
禮賓大使甄選 

學務處生輔

組 
工讀生2名 

 
96 年 03 月 30 日 

09:00-12:00 
民雄校區圖書分

館國際會議廳 

內政部兒童局 95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

成果發表會 
幼教系 

工讀生1名 
館員 1 名 

 
五、95 學年度第二學期電化教室(含電影小劇場)申請統計表 

月份 校區 名稱 次數 備註 
96 年 01 月 民雄校區 

民雄分館 
電化教室 69  

民雄校區 
民雄分館 

電化教室 5  
96 年 02 月 

蘭潭校區 
圖資總館 

視聽教室 4  

 

陸、圖書館組織暨服務電話一覽表 
九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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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教務長 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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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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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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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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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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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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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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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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衣岑 2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