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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定期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公
布檢驗測定結果紀錄。

❏ 本館依法規定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送審，並經由中華民國

111年3月10日嘉義市政府函府授環空字第1115101158號經審查

通過，同意授予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使用權(證號：

202203101202)，故本標章有效期限三年，自111年1月11日起

至114年1月1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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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嶄新樣貌展覽廳並完成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展覽廳申請

使用實施要點」，以充分發揮多面向展覽功能

1.為提升圖書館藝文展覽品質及服務，讓展覽者與參觀者有更寬敞舒適的空間，110年12

月完成圖書館展覽廳擴大及設備再升級。

2. 為推動使用展覽廳以充分發揮多面向展覽功能供本校各單位、或校外生產單位舉辦產品

展示、典藏活動、研究成果、展示與教育推廣之內藏能量。本館於110學年度第7次行政

會議(111.05.10)修正通過訂定展覽廳申請使用實施要點。

3. 嶄新樣貌專業性展覽廳服務

(1)111年5月13日「木育森機_成果發表分享暨作品展」

(2)111年7月20日40年磨一劍推薦花生蘆烯醇-長生果的健康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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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育森機_成果發表分享暨作品展(1) 木育森機_成果發表分享暨作品展(2)

木育森機_成果發表分享暨作品展(3) 40年磨一劍推薦花生蘆烯醇-長生果的健康
使者

嶄新樣貌展覽廳

40年磨一劍推薦花生蘆烯醇-長生果的健康
使者 第4頁，共45頁



推動更新本校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冰水主機空調系統

及監控系統汰換工程，以發揮節能效益(橫向連結)

1. 由環安中心111年6月13日向教育部申請111年教育部建構低碳校園節能專案。

2. 由圖書館111年6月28日提計畫送研發處向教育部提111年健全發展計畫申請書「節能
減碳-圖書館空調冰水主機及附屬設備更新工程」。

3. 圖資空調系統已用18年其系統性能不佳且老舊耗能，任何維修都次以萬到十萬為單位，
本計畫配合國家能源政策，推動綠色節能與全校節能，以更新改善空調系統設備，結
合太陽能光電並導入資通訊監控系統，藉以提升設備及系統效率、降低耗電及避免嚴
重浪費能源問題，達到改善空調環境品質及節能減碳之目的。預期改善後空調主機系
統年度耗電用量為651,456kWh/年，全年用電費用約為1,856,649.60元/年。(舊設
施:1,064,044.80kWh/年) : 致謝:環安中心與研發處, 總務處等

4. 困境應變: 統計同學使用率下溝通後稍減開館時間以支撐全面換新前不會有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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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1冰水主機 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1水泵系統 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冷卻水塔

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冰水系統預估節電量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更新系統規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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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編組--電子書PDA選購
本館參與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共購共享電子書，111年電子書PDA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s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使用選購作業，為讀者可先使用，

再依使用量來決定採購書單。目前選購作業的電子書產品有「HyRead中文電子書」、

「iRead eBooks華藝電子書」、「udn讀書館中文電子書」及「Wiley西文電子百科」

四種，產品使用時間自111年5月6日至12月31日止。

前述電子書產品專屬網站如下，歡迎師生踴躍點閱使用：

(1) HyRead PDA專屬網站：

https://taebc.ebook.hyread.com.tw/taebcTrial.jsp

(2)   iRead PDA專屬網站：

https://www.airitibooks.com/Search/Collections?SubID=80

(3)  udn PDA專屬網站：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taebc111pda/exhibition/271

(4)   Wiley PDA專屬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pexwiley/2022試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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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編組

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 圖書館提供服務，依業務功能分為技術服務與讀者
服務，而技術服務中的編目工作，是圖書館專業的
核心，採用編目規則、控制詞彙並提供圖書館書目
紀錄與檢索點，故編目館員必須精通與運用許多標
準來建立書目紀錄，包括編目規則、圖書資料分類
法、主題詞表及機讀編目格式，是幫助使用者有效
查詢與取用館藏的關鍵。

● 編目業務的進展著重於實務與經驗累積，因此編目
館員的養成教育十分重要，複雜困難點需具長期經
驗同仁之耐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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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分類與編目為核心工作，包括：記述編目、主題分析、
分類與編碼，需具備專業知能如下：
( 一 ) 資訊組織原理
1.瞭解知識與資訊組織理論
2. 瞭解資訊組織產品與服務是為滿足使用者需求
3. 瞭解編目理論與工具
4. 瞭解圖書館目錄系統的重要性、結構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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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 二 ) 記述編目

5. 瞭解並進行記述編目的資源描述

6. 瞭解並進行記述編目的檢索款目決定

7. 瞭解並應用適當記述編目規則以組織資訊資源

8. 執行抄錄編目或原始編目

9. 使用編目自動化系統進行編目

10. 應用MARC 格式進行編目

11. 瞭解書目紀錄功能需求 FRBR 理論與應用

12. 應用書目公用中心編目工具、服務、與書目紀錄

13. 進行電子與數位資源編目

14. 進行非書資料的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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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 三 ) 主題分析

15. 瞭解主題分析理論與方法

16. 應用中文分類法以提供分類號、索書號

17. 應用西文分類法以提供分類號、索書號

18. 應用中文主題標題法以提供主題詞

19. 應用西文主題標題法以提供主題詞

( 四 ) 詮釋資料

20. 瞭解 Metadata 理論與相關標準

21.建立 Metadata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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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 五 ) 編目管理與科技

22. 編目工作完成與進度管理

23. 編目合作與工作協調能力

24. 瞭解資料庫書目的關聯性與管理概念

25. 應用編目標準以評估書目紀錄準確性和完整性

26. 瞭解擴大目錄核心功能的意義以提升使用者館藏的取用

27. 學習編目的新工具和技術，提高編目工作效率與提升使

用者資源取用

28. 瞭解目錄以書目鏈接電子和遠端資源的重要性與技術

頁9-12參考資料：政大圖檔所張艾琦「我國編目館員編目專業能力認知與工作績效研究」論文第12頁，共45頁



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簡而言之，本館編目人員需熟稔：
（一）建檔格式：書目資料須符合MARC21。
（二）編目規則：

1.中日韓文圖書資料依「中國編目規則」第二著錄層
次或資源描述與檢索(Resource DescriptionAccess, 
RDA)著錄。

2.西文圖書資料依「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 2002 修正
版)」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Second Edition, 2002 Revision)第二著錄層次
(Second level of description)或資源描述與檢索
(Resource DescriptionAccess, RDA)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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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類法：
1.中日韓文圖書資料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中文圖書分類
法」、「何日章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日本十進分類法」
等。
2.西文圖書資料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chedules）、「杜威十進分類法」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美國醫學圖書館分類法」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lassification）等。
（四）標題 / 主題詞：
1.中日韓文圖書資料採用「中文圖書標題表」、「中文主題詞
表」。
2.西文圖書資料依「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編目業務之特定核心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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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或協助合作其他單位之方向

➢ 因資源著錄的標準化達到書目資源的共享與利用，本館參與國家圖

書館之「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英文名稱為National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Network，以下簡稱NBINet)，基於

互惠之原則，與其他合作館共同發展圖書資料合作編目作業。

➢ 電子書採購持續參加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或不

定期參與靜宜大學電子書聯盟、漢珍數位圖書UDN讀書館全國大

專院校圖書館共享聯盟…等，以最少經費共購共享擁有最大電子書

資源，以服務教學研究。

➢ 每年2次院系所中、西文圖書推薦、教職員工生每人每月5冊線上

圖書推薦及館員主動協助充實系所圖書、購置暢銷書等豐富館藏素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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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組─強化主動性的閱讀服務_1

❏ 統計篩選借閱排行前50名

❏ 建立前50名讀者興趣閱讀檔案

❏ 確認讀者興趣主題

❏ 新到書籍，依讀者興趣主題主動發送通知(除書目外，另有書評或介

紹文字)，推薦讀者借閱

❏ 預期成效：增加讀者借書率提昇服務品質

❏ 預計完成：

成效若為正成長繼續建立讀者興趣檔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完成50位 完成100位 完成2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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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組─強化主動性的閱讀服務_2

執行業務必須之特定核心專業

➢ 以借閱條件及讀者建檔年代等參數鏈結出統計報表(剔除當年畢

業讀者)

➢ 以借閱歷史統計常閱書籍並辨類、定主題

未來規劃活動方向

➢ 前3年以人工服務特定愛閱讀者觀察效益及得失

➢ 後依前面衍生之問題調整、改進服務方式，以自動化系統本身

的功能，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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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術資源導航者-學院館員諮詢服務制度

❏ 本館最熟悉學校各專業領域可使用之學術資源(期刊、資料庫、電子書、圖書

等)，透過專責館員可為讀者解惑釋疑或提供所需資訊。

❏ 客製性服務：依不同校區共有6位專責館員負責：每種資料庫查詢介面平台不

一，由相關館員熟悉使用操作，並依館內可配置人力，分成師範學院、人文藝

術學院、管理學院、農學院(含獸醫學院)、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

❏ 館員替各學院系所新手整理出可利用之主題資源：包括圖書資料、期刊、資料

庫、碩博士論文、相關網站連結等。

❏ 網址請連結至

https://www.ncyu.edu.tw/lib/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5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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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學院館員諮詢聯絡方式

學院名稱 學院館員 電話 E-MAIL

人文藝術學院 李姿青 2263411#1631 tzuching@mail.ncyu.edu.tw

師範學院 何雅婷 2263411#1632 hoya@mail.ncyu.edu.tw

農學/獸醫學院 陳力豪 2717238 chenlh@mail.ncyu.edu.tw

理工學院 張齊家 2717238 simba@mail.ncyu.edu.tw

生命科學院 王映丹 2717238 yingtan1000330@mail.ncyu.edu.tw

管理學院 林以薰 2732972 ashleylin@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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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

❏ 本學期開學前發e-mail通知各院系所申請，由各館分別
派館員協助講解電子資源利用(含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等29

種資料庫)，整學年度預計可辦理30場次以上。
❏ 讀者若有任何問題可隨時採臨櫃方式，由各館館員就近
協助提供諮詢服務。

預期效益：協助讀者操作使用本校學術資源，蒐集個別需求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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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組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於電腦教室提供讀者即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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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學位論文
送存與典藏

郵寄論文送存國家圖書館及本館各校區典藏紙本論文，預計本年度新增500筆電子學

位論文於本校碩博士論文系統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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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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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行政與管理
❏ 期刊資料庫每年自然漲幅平均8.5%約需增加支出新台幣80-100萬元(依美元、英鎊、歐元匯率而定)

❏ 校內經費分配無法增加，必須嚴謹管控每年期刊資料庫之新增訂數量，並管控規劃各期刊資料庫總

支出經費，以避免某學院無專科資料庫可用之困境。

❏ 爭取教育部補助款—

Oxford Art藝術資料庫及I-EEE期刊資料庫因受限使用母群人數，多年使用狀況不佳，本館採

購單位

須預先規劃爭取下年度採購經費或與代理商、原廠交涉分年支付經費之可能性。

資料庫名稱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Oxford Art On line 

藝術資料庫

停訂 128,668(商請館內各組撙節

支出並流用給閱覽組支付購

案)

配合教育同意部補助900萬

元案，擬規劃由校內所分配

本館經費支付

I-EEE期刊資料庫 1,750,000(因美元匯率減少

支出+管控紙本及電子期刊

單刊增訂，共105萬元；另

上簽由校內同意撥款70萬

元)

1,837,500(因美元匯率及歐

元匯率減少支出+檢討紙刊

刪訂數量+部分期刊轉OA成

免費刊+採編組購書結餘經

費50萬)

擬規劃由教育部同意補助款

900萬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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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年度採購期刊資料庫支出經費

❏ 期刊資料庫自然漲幅、物價上漲、採購預算分配未增加等因素，致本館欲維持續訂各學院
所需專業期刊資料庫的難度越來越高。

❏ 電子期刊資料庫未有一套標準化計價模式，亦加深採購作業過程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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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採購電子外文期刊及資料庫之作業暨流程

1. 各家廠商定價策略及產品組合琳瑯滿目，可刪刊比例及停

訂後相關權益規範亦不盡相同，頗為繁瑣，採購者必須花

費頗多心力及經驗累積使能釐清了解，否則不易為本校圖

書館爭取到有利的訂購條件。

2. 依各資料庫進行個案判斷,進行後續採購作業控管，共計

以下5張圖檔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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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組
執行業務特定核心專業

➢ 依據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制
定之圖書館專業的核心能力計8大範圍(1) 圖資專業的基礎知識
(2) 資訊資源(3) 知識與資訊組織 (4) 科技知識與技巧 (5) 參考諮
詢與讀者服務 (6) 研究 (7) 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 (8) 行政與管理
（ALA, 2009）。

➢ 本館閱覽組館員本質上需具備上述各範圍能力，方能持續提供
讀者優質服務。惟依現行館內業務職掌分工，以下四項範圍之
專業核心能力是需要相當嫻熟才能勝任業務：

 凡參加教育訓練學生亦能增加了解提供GUI之該有元素，
能增加GUI 工作機會或設計友善GUI工作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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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專業的基礎知識：具備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之倫理、價值及基本認知。

● 資訊資源：1.與期刊及資料庫等資源採訪及配置相關之概念、議題與方法，

包括評價、選擇、購置、處理、儲存及撤銷 2.本館過刊、參考用書、紙本論

文等與館藏維護相關之概念、議題與方法，包括保存與保護。

● 知識與資訊組織：因應業務管理整合查詢系統及使用自動化系統，必須熟悉
資訊組織的概念與方法，包括分類編目知識(如機讀編目格式MARC21規則及

杜威十進位圖書分類法等)、詮釋資料、索引摘要、知識組織、發展趨勢（如

RDA）等。

● 參考諮詢與讀者服務：具備良好的人際關係技能及參考晤談能力；具備豐富

的主題專長知識及資訊素養，可釐清讀者參考諮詢問題給予適切指導；具備

豐富的參考諮詢經驗，方能確知回答各年齡層讀者問題的周全性及掌握整合

所有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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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之活動或協助合作其他單位之方向

❏ 每學期與各院系所申請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教師進行合作，由其提供中文英專業關鍵

詞，或其他議題，彼此溝通確認後，排定日期由館員在課堂中講解資源檢索示範，

協助師生透過圖書館所提供資源平台，進一步瀏覽、建檔或蒐集個別研究與學習所

需參考文獻資料。

❏ 透過加入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所成立的「全國學術電子

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CONCERT)」

以優惠聯盟價購得資料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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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組

❏ 本館IG帳號自5/18起，目前累積169位粉絲。
❏ 雖前有規劃約10萬經費聘用工讀生負責小編一職，

惟試行期間仍由館內同仁專責，並未花費任何經費。
❏ 為提升觸及率，未來將朝向與學務處IG整併為原則，

各館/組訊息同步發布於本館網頁最新消息、FB，
傳送文字及圖片請學務處發布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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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IG未來經營方向

各館/組訊息

圖書館網頁最新消息

ncyu_official ncyu_lib

各館/組將文字及圖片
e-mcil給本館及學務處
同仁協助發布

圖書館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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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組

執行業務必須無誤之特定核心專業

➢ 1.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維運及管理。

➢ 2.資訊安全風險管理與維護。

➢ 3.圖書館相關資訊系統與網站之設計、建置及維運。

➢ 4.電腦機房、伺服器、網路設備及電腦週邊設備之維運管理。

➢ 5.協助各館組電腦化作業之流程及自動化需求整合。

➢ 6.單一及異質性資料庫架構規劃、建置與維運管理。

與人文藝術學院合作

➢ 圖書館１Ｆ展廳辦理展覽活動，預計辦理活動期間：10月16日至11月19日

➢ 配合前項活動，將人文藝術學院部份藝術作品轉為文創商品製作，於開幕式

當天販售。

明年開始朝向跟校各教學單位合作發展暑期之專業文藝技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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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圖書館 - 舉辦主題書展推廣閱讀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次

111/2/7 – 111/3/6 福虎生豐─虎年主題書展 580人

111/5/11 – 111/6/15 2021 OPENBOOK 好書獎得獎書展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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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圖書館 - 舉辦主題書展推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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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圖書館-未來規劃之活動或協助合作其他單位之方向

● 「民雄校區圖書館無障礙電梯增設工程」
○ 109-110年

■ 民雄分館為地上五層樓建築，現僅設置一部1至4樓運書專用昇降貨梯，
已使用將近30年，考量身心障礙者及讀者安全使用需求，
故申請教育部110年度部分補助大專院校改善無障礙環境案，
經教育部核定結果可優先改善。

○ 111年
■ 本案將採於現有電梯位置改建成無障礙電梯之方案，營繕組業於

111年6月16日召開無障礙電梯增設工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

○ 112年
■ 依據建築師事務所與營繕組規劃建議，本案擬於112年4月開工，
並於同年9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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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圖書館-未來規劃之活動或協助合作其他單位之方向

●太陽能光電設備租賃案

○ 民雄分館配合總務處資產組之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租賃案執行，

自111年4月14日起進入設置施工階段，施工範圍為圖書館頂樓南面、

東面一半及西面一半，業於111年6月竣工。

●頂樓局部防水工程

○ 針對民雄分館5樓中廊漏水，111年4月26日總務處營繕組偕同廠商會勘，

建議優先改善頂樓原空調機房之屋突防水工程，廠商業於111年6月完工，

因本分館經費拮据，感謝營繕組協助支應本案所需費用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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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圖書館-辦理Openbook好書展

❏ 111年1月辦理openbook好書獎

暨2021台北國際書展得獎書展。

❏ 往後不定期辦理類似巡迴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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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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