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本年度進行推動數位
活化資源之佈建規劃

Speaker Chair 章定遠



擬圖資文科發展中心
藝文展覽《蘭潭》
活絡1F展覽廳空間

圖書借閱《三館》
增加圖書借閱量

文創工作坊《民雄》
文創產學合作

教育推廣《三館》
電子資源訓練課程及研習活動

數位服務《蘭潭》
電子資源及訊息推播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服務
(預計 111 年 7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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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檢索服務

支援各式引文格式

更準確的多樣化排序

讀者透過單一、直覺、簡潔的查詢框，在同一套系統中便可
探索整個圖書館所購買或建置的各類型資源。

支援三大書目管理引文系統Endnote、Mendeley、
Zotero並提供APA、IEEE、MLA等主流格式的匯出功能。

所有檢索結果可依照不同選擇進行重新排序，例如相關性、
年代等，可讓讀者依據自身需求調整其檢索策略。

整合本館館藏目錄、本館電子資源及開放取用(open access)等電子資源資料來源，提供圖書、期刊、影片以及電子
資源等不同資料類型查詢，並支援章節內容、文獻篇名等檢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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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連結

檢索詞預測

雲端儲存整合

運用OpenURL的機制，讀者一鍵即可開啟或下載本館已採購的
資料庫全文。透過Full Text Finder的連結，讀者可選擇多種路徑
連結至全文，或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獲取全文。

檢核相關出版刊物、資料庫、熱門主題與自動更正文字，
支援讀者於檢索詞拼寫錯誤時，系統將會預測及修正讀
者所下的關鍵詞，並給予建議的選擇。

在檢索列表中，已登入之讀者可將PDF檔與其他重要專案一
樣儲存在Google Drive、Dropbox、Microsoft OneDrive
等個人雲端空間，便利存取使用。



系統在雲端的優勢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服務



Auto Scaling (自動擴展維持運算使用順暢)



Security (資訊安全)

資料從身份驗證、資料傳輸、
應用程式各方面都得到保護

雲端每天面對各種駭客測試攻擊，早已發展
出完整的團隊來專門應對，相關解決方案的
研發也不斷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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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Backup (自動備份)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雲端伺服器支援數據自動同步備份的
功能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

傳統伺服器備份麻煩，需要硬碟
的擴充以及RAID的技術支援



系統功能優勢
新版RWD網頁
• 利用智慧手機的閱覽及查詢功能 (自動吻合框面)
• 使用 iOS 和 Android “分享”工具
• 即時搜尋工具：最近搜尋、熱門搜尋和最近瀏覽
過的專案

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
• 以圖像/影片等方式來組織和查看檢索結果
的另一種方式

• 協助讀者建立與自己的研究主題和其他相
關主題間建立新的連接性和關聯性

• 尋找在不同概念之間的隱藏關聯性，替跨
研究領域建立聯繫

• 在主題查詢中添加語義層級，讓讀者在檢
索中可以使用更自然的語言

新的出版品檢索介面整合主題學科導覽

整合身分認證ProxyOne

本校師生使用現有校務行政系統帳密即可使用
(類似 all in one)

SCI、SSCI、EI Tag

提供SCI、SSCI、EI的標籤於
檢索結果

雲端儲存整合
提供將PDF文件儲存在雲端的選項，
通過這些系統與其他平臺合作保存
研究材料

創新研究平臺
搜尋功能

EDS

利用EDS API進行各科系、學院主題的導覽



EDS API

1
支援 JSON, XML

格式，為現今主流

資料交換格式

2

可與多種框架整合

3

容易執行，非

程式開發人員

也可管理

4

豐富的資訊

(Metadata, 文章以及

連結)，支援大量回顧

研究分析資料串連



經費預估

產品名稱 新台幣(含5%稅)價格

EDS探索服務系統
(含Database listing：資料庫表列系統)

NT$450,000

訂購一年期 (最新期限自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辦理採購作業，由圖書館系統資訊組現有經費支應，不需申請經費



訊息推播服務
( 預計 111年 11月對圖書資源推廣
與運用有興趣師生之涵蓋完成)



評估方案比較

APP
推播

• 建置成本高、維護成本高、
資安問題、額外安裝軟體不
便、使用率績效檢討。

• 排除此方案。

現有
推播
軟體

• LINE、FB、IG 官方帳號推播。
• 採租用及申請使用方式。
• 無上述APP問題。

建立與推廣即時推播

校內外專業分享與可

利用資源訊息之系統，

以增加師生多元運用

和開發圖書資源之意

願與建議。



以建立圖書館LINE官方帳號為例
方案一：免費申請一組隨機亂碼ID

方案二：專屬ID $720元/年(未稅)



發送訊息分類
訊息分為：「主動發送」與「被動發送」兩個類型，只有主動發送的訊息會列入計費。

由管理者直接發送給
帳號好友的訊息



發送訊息價格
可彈性安排當月的行銷預算，每月依需求選擇合適的方案；
訊息則數計算是以（發送次數）＊（帳號好友數）＝（總訊息發送數）來計算。

方案一
低用量

方案二
中用量

方案三
高用量

固定月費 免費 800元 4,000元

免費訊息則數 500則 4,000則 25,000則

加購訊息費用 不可 0.2元 0.15元~(右表)

館員數：蘭潭館15人 + 新民館2人 + 民雄館6人 = 23人
學生數：以110學年度第2學期在校學生數計12,067人
倘若加入本校圖書館LINE官方帳號有23+12,067=12,090計算，每主動發送1次，為12,090數量。



經費預估

單價 一年費用

專屬ID $720元/年(未稅) $756

高用量訊息則數 $4,000元/月起(未稅) $50,400起

合計 $51,156起

由圖書館內相關經費勻支，不需申請經費

建議帳號建置初期先以低用量免月費方式經營，
俟加入成員數逐漸增加，再調整為中/高用量支付月費。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例：國際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校友中心
教育學系
…

國立嘉義大學 例：教務處招生組
國際事務處
圖書館
各系所
…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學生智庫是由一群對學校充滿熱忱的學生所組成，希望透過學生的角度提出

有助於學校未來發展之建議，將學校內各項學生活動能量、生活點滴及學術

研究表現發布於當今學生最常使用的社群網站Instagram。

(嘉義大學Instagram網址：
https://www.instagram.com/ncyu_official/)



校內現有推播機制

5499位粉絲

期待與學校現有最暢通IG
無縫發揮具行銷力之推播合作



推廣教學資源
( 預計 111 年 7 月完成 )



電子資源整合系統推動方式

1
操作手冊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l
ib/EDS_QRG.pdf

2
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399A1CaYnS4&feature=youtu.be

3
教育訓練課程
由閱覽組辦理說明會或錄製剪輯短
YouTube影片即時推播，使師生能了
解與體驗EDS系統操作及使用。

4
有獎問答活動
每學期辦理線上有獎徵答活動，另不
定期邀請各資料庫廠商蒞校共同設攤，
提高所購電子資料庫使用次數。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lib/EDS_QRG.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99A1CaYnS4&feature=youtu.be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

1.每學期開學前通知各院系所申請，由各館分派館員協助講解電子資源
利用(或論文比對系統、書目管理軟體說明等)，整年度預計40場次，
經現場錄影亦可直接即時line教學網址。

2.讀者若有問題可隨時採臨櫃方式，由各分館館員就近協助提供諮詢
服務。

預期效益：

促進讀者熟悉館藏學術資源及提升使用率。



於電腦教室教學使用，學生可即時操作



線上有獎問答活動推廣電子資源

1.每學期辦理線上有獎徵答活動，透過簡易題目及獎品吸引

學生參加，提高所購電子資料庫使用次數。

2.學期中不定期邀請各資料庫廠商蒞校共同設攤，服務讀者。

預期效益：

協助讀者操作使用本館學術資源。



定期傳播使用效能讓全校師生理解

• 電子資料庫期刊採購調查
每年4或5月提供期刊資料庫使用分析及調查資料，調查期間約50至60日，本館依各教學單位提供意見，彙整後提送每學期上學期之圖書館諮詢委員
會做決議，確定新年度擬採購之期刊資料庫清單。

預期效益：

1.依歷年各資料庫使用成本(即價格/使用次數)單次不高於100元為基準，及兼顧保障各學

院專業資料庫需求，討論資料庫續訂與否，可在有限經費內維持多數料庫的續訂(本館在

不增訂新資料情況下，依各資料庫自然漲幅，各年度需多增加支出80萬至100萬元不等)。

註：使用效能 (使用次數/購入費用)×weight(未來評估方案)

weight come from 校內教師就 a 計畫(已通過具審查機制)申請、b 期刊論文發表及c 教學融入成長三面

向各提一個對其最有幫助之電子資源，以設計另一可能有核心性之CP值統計 (與研發處合作研議可行性)

2.滿足利害關係人對教學研究學術資源之需求。



不定期E-MAIL資料庫使用統計(目前做法)



研究生學位論文

除郵寄論文送存國家圖書館及本館各校區典藏紙本論文外，預計111

學年度可新增500筆電子學位論文於本校論文系統平台，依授權與否

提供給讀者利用。

預期效益：

提供重要研究成果文獻供師生利用。



豐富館藏，精進編目--服務學習與教學研究

•購置相關中西文專業

圖書及電子書，提供

教師教學研究、學生

全人教育學習及發展

所需涉獵之圖書資源，

並提高學術之國際化

水準與館藏素質

發展目標

•向各學院徵集教學研究所需圖書。
•透由書刊薦購系統提供師生推薦管道，
彙集學習與教學研究需求。
•館員主動購置專業圖書及優良暢銷書，
加強圖書採購的深度與廣度。
•參加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逢
甲大學電子書合作社、靜宜大學電子書
聯盟等，以有限經費與聯盟學校共購共
享共同擁有電子書永久使用權。

執行策略

•擴充中、西文實

體圖書與電子書館

藏數量，預計增加

紙本中西文 1.5 千

冊 ; 電子書 7 千冊。

預期效益



典藏組

• 讀者暢銷借閱書排行統計推播

每季以館藏借閱人次多的圖書排行

公告網頁並推播推薦讀者借閱

• 推薦購書讀者享有優先預約借閱之權

推薦書購入建檔完即通知薦購者, 並主動視為其

預約之書, 保留9天之預約權利

• 分析借閱資料，統計分析建立讀者興趣profile

以借閱多之愛閱讀者前20人先試辦，主動提供新到書符合其興趣通知(12   

月底前完成檔案之建立)

1. 提高圖書
借閱量之
可能

2. 增強對愛
閱讀者之
主動服務



增加進館人數

親子活動
1.提供體驗教育(例如
書籍整理與上架)
2. 故事坊(與師院師生
合作)
3.電影賞析



增加圖書借閱量

建立小編合作及時推播機制



改善硬體設施

• 民雄館新設五層電梯：克服可能與原四層樓架構下
造成防火問題之盡速開標發包，完成新設五層電梯
之施作。

• 民雄館多處壁癌漏水已完成調查盤點，待請商工務
專業人員幫忙估價中。



藝文展覽



文創工作坊

• 嘗試民雄教授群合作，提供建立文創工作坊計畫。

• 相關課程與特殊材料/磁磚列印技術整合，促成
具真正利基之文創產學合作。

• 舉辦文藝展，活絡展覽空間。



2014-2021年館務績效指標
KPI 名稱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備註

1.進館總人次         397,722         386,798         341,545         335,286         327,446         346,252          150,810          248,531 因新冠疫情所致近2年進館人數大幅下降

2.外文藏書冊數         145,450         146,308         147,815         147,491         149,129         150,293          151,059          151,752

3.電子書(中外文)         727,742         751,833         764,129         781,238         796,140         809,832          790,804          820,387 2020年四部叢刊及四庫全書下架

4.電子書(外文)         620,853         642,168         652,843         665,349         696,128         686,816          699,382          725,729

5.電子書使用人次(檢索+下載)         420,759         428,794         391,197         665,308      1,717,545      1,527,472       2,185,983       1,493,944 2020因參加三個聯盟, 推廣活動多, 使用率上升

6.電子書增購（含贈閱）           13,445           11,995           11,697           14,793           14,979           15,594            20,716            12,698

7.電子資料庫(種,含免費)                166                224                231                264                290                294                 292                 293

8.電子資料庫檢索次數(ERMG + MetaLib)         276,415         296,234         269,544         228,868         269,736         296,620          260,773          281,371

9.電子資料庫使用次數(檢索+下載)         846,959         842,234         970,182         964,802         958,715         842,693          906,958       1,165,208

10.館藏紙本期刊(中外文)             3,834             3,841             3,929             3,930             3,946             3,948              3,967              3,982

11.館藏紙本期刊(外文)             1,282             1,285             1,347             1,367             1,367             1,402              1,406              1,411

12.研究間使用(人次)                144                183                131                  88                  40                  58                   40                   33

13.研討室(人次)             1,989             2,623             2,864             2,565             2,520             2,407                 955              1,148

14.資料庫與電子書講習(班次)                  41                  59                  51                  76                  88                  64                   43                   42

15.參加資料庫與電子書講習(人次)                889             1,560             1,050             2,018             2,502             1,376              1,140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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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