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設置辦法 
97.03.28 本校 9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12.6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12.22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提供圖書資訊資源，發揮支援教學、研究與資訊傳播功能，並

推動資訊科技的運用，提升服務品質，設立「圖書與資訊處」（以下

簡稱本處）。  
第三條 本處任務如下：  

一、 徵集教學、研究與學習所需之書刊與數位資源。  
二、 典藏管理與流通使用各類書刊、電子資源與多媒體資料。  
三、 提供數位教學研究資源諮詢、數位學習支援、資訊技術服務。  
四、 國內外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及資訊交流。  
五、 校園網路與機房之建置、管理與維運。  
六、 校務行政 E 化系統及圖書館資訊系統開發與維運，推動電子化校園

之建置與相關應用。  
七、 臺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之營運與管理。  
八、 臺灣高等研究教育網路之營運與管理。  
九、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業務之規劃、推動與執行。 
十、 國內外資訊安全技術之合作與交流。 
十一、 執行校內外圖書資訊相關委辦計畫。  
十二、 圖書資訊相關活動之策劃及執行。  

第四條 本處依業務性質分為五組，職掌如下：  
一、 策略企劃組：處務發展企劃研究、人事與經費統籌控管、書刊資源

採購編目、行政作業、推廣服務、場地管理之規劃與執行。 
二、 智慧營運組：館舍空間營造與網路、機房等基礎建設、圖書館流通

閱覽典藏之讀者服務、網路與資訊系統硬體之建置與管理。 
三、 知識創新組：數位教學研究資源之諮詢服務、數位學習支援、資訊

技術服務、系統應用服務、機構典藏徵集管理。 
四、 軟體工程組：校務及圖書館資訊系統之設計、開發與維護。 
五、 資訊安全組：資訊安全與臺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之營運



與管理。 
第五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授兼任或職員專（代）任之，

綜理本處各項業務。  
第六條 本處得置副處長一人，由處長遴選本校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員

專（代）任之，協助處長處理本處業務。  
第七條 本處各組各置組長一人，由本校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專任之；各組置職員若干人，負責各項業務之執行。  
第八條 本處另設「臺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承教育部委託，支

援高屏澎地區學校與研究機構使用臺灣學術網路資源從事教學研究活

動。 
第九條 本處各項業務之管理辦法及作業細則另訂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設置辦法 

97.03.28 本校 96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提供圖書資訊資源，發揮支援教學、研究與資訊傳播功能，並推動資訊科技

的運用，提升服務品質，設立「圖書與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三條 本處任務如下：  

徵集教學、研究與學習所需之書刊資源。  

典藏管理與流通使用各類書刊、電子資源與多媒體資料。  

提供參考諮詢服務與推廣資訊利用教育。  

國內外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及資訊交流。  

電腦與網路之建置、管理與維運。  

推動本校電子化校園之建置與相關應用。  

台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骨幹之營運。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之協調、維運、研發與推廣。  

網路教學系統之建置、管理與營運。  

執行校內外圖書資訊相關委辦計畫。  

其他圖書資訊相關活動之策劃及執行。  

第四條 本處依業務性質分為七組，職掌如下：  

綜合業務組：行政支援及推廣服務之規劃與執行  

採錄編目組：書刊資源之徵集與書目資料管理維護  

閱覽典藏組：書刊資源之閱覽服務與典藏管理  

參考諮詢組：參考諮詢服務與館藏資源之利用指導  

系統發展組：本校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與維護  

資訊應用組：各種資訊應用系統之營運與維護  

網路系統組：網路系統之建置與管理  

第五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授兼任或職員專（代）任之，綜理本處各

項業務。  

第六條 本處得置副處長一人，由處長遴選本校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員專（代）任之，

另置秘書一人，協助處長處理本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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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處各組各置組長一人，由本校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專任之；各

組置職員若干人，負責各項業務之執行。  

第八條 本處另設：  

一、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推動國內與國際資通安全之交流、資安危機處理、協調與研發。  

二、 台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  

承教育部委託，支援高屏澎地區學校與研究機構使用台灣學術網路資源從事

教學研究活動。  

第九條 本處各項業務之管理辦法及作業細則另訂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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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組織架構 

 

 

各組業務 

一、 策略企劃組：處務發展企劃研究、人事與經費統籌控管、書刊資源採購編目、行政作

業、推廣服務、場地管理之規劃與執行。 
(一) 行政作業 

1. 統籌全處經費之規劃、執行與控管 
2. 財產管理 
3. 公文收發 
4. 辦理任免、遷調、差勤管理、考核獎懲及綜合性人事業務。 
5. 處務發展企劃研究事宜 

(二) 推廣服務 
1. 各項競賽或研討會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2. 統籌綜合性藝文展覽與資源推廣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3. 圖書館專業知能研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 
4. 統籌外賓参觀之規劃與執行 
5. 社群網站統籌管理 

(三) 場地管理 
1. 全處場地借用管理（個人電腦教室、圖書館討論室、研究小間除外） 
2. 圖書資訊大樓門禁，非閱覽空間與場地之管理與維護 

(四) 書刊資源採購與編目 
1. 書刊經費之分配、執行與控管 
2. 書刊採購計畫擬定與執行，含圖書、數位資源（期刊、資料庫、電子書）與視

聽非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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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編、期刊模組設定與控管 
4. 書目資料之建置、維護 
5. 政府出版品管理 

(五) 圖書資源交換贈送業務之執行與協調 
二、 智慧營運組：館舍空間營造與網路、機房等基礎建設、圖書館流通閱覽典藏之讀者服

務、網路與資訊系統硬體之建置與管理。 
(一) 閱覽服務 

1. 全校師生讀者檔案建立與維護 
2. 借、還書等圖書流通工作 
3. 續借、預約、專案借書等服務與諮詢 
4. 門禁與書刊安全系統管理 
5. 紙本期刊、報紙與紙本博碩士論文之閱覽服務 

(二) 典藏服務 
1. 圖書上架、排架等書庫管理 
2. 館藏空間規劃與調整  
3. 館舍環境整潔維護 
4. 公共空間設備使用管理與維護 
5. 紙本期刊、報紙與紙本博碩士論文之典藏管理 

(三) 館際合作服務 
1. 到館館際互借 
2. 國內外線上文獻傳遞及圖書互借（NDDS、RAPIDILL） 

(四) 網路維運相關業務 
(五) 校園光纖骨幹網路與校園無線區域網路之維護與管理 
(六) 機房與供電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七) 宿舍網路管理 
(八) 圖書館公用目錄電腦及全處電腦維護與管理 
(九) 集思軒電腦使用管理 
(十) 電腦教室課程使用管理（含個人電腦教室借用） 

三、 知識創新組：數位教學研究資源之諮詢服務、數位學習支援、資訊技術服務、系統應

用服務、機構典藏徵集管理。 
(一) 數位資源諮詢服務 
(二) 數位學習資源利用課程 
(三) 大學部與研究所新生導覽 
(四) 電子學位論文系統應用服務（eThesys） 
(五) 電子資源管理與應用服務 
(六) 視聽及縮影資料管理與推廣 
(七) 電子期刊整合查詢系統（SFX &Metalib）應用服務 
(八) 機構典藏資料徵集與管理 
(九) 中山網路大學平台之營運與管理 
(十) 網頁系統、內容更新維護與管理 
(十一) 電子郵件(Email)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十二) 全校授權軟體採購、管理、教育訓練與服務 
(十三) 網路視訊應用服務之建置與管理 

四、 軟體工程組：校務及圖書館資訊系統之設計、開發與維護。 
(一) 校務行政 E 化系統之規劃、設計、開發與維護 

1. 電子公文系統 
2. 教務、總務、學生事務等資訊系統 
3. 會計、出納、人事等資訊系統 
4. 校務指標填報系統 
5. 教師評鑑系統 

(二) 圖書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開發與維護 
1.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Sierra） 
2. 電子學位論文系統（eThesys） 
3.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4. Ezproxy server 
5. 電子期刊整合查詢系統（SFX & Metalib） 
6. 機構典藏系統 

(三) 校務行政與圖書資訊系統之採購與管理 
(四) 校務行政與圖書資訊系統委外之作業與管理 
(五) 各項資訊系統設備之維護與管理 
(六) 行動應用系統之設計、管理與維護 
(七) 辦理校務資訊化委員會業務 

五、 資訊安全組：資訊安全與臺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之營運與管理。 
(一) 資訊安全相關業務之規劃、推動與執行 
(二)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導入、推動與認證 
(三) 資訊安全設備之採購、管理與維護 
(四) 資訊安全系統之建置開發與維護 
(五) 資訊安全事件處理及應變 
(六) 國內外資訊安全技術之合作與交流 
(七) 臺灣學術網路高屏澎區域網路中心之營運與管理 
(八) 臺灣高等研究教育網路之營運與管理 
(九) 網路電話（VoIP）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十) 辦理偏鄉資訊服務 
(十一) 辦理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業務 
(十二) 辦理國立中山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