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文科技大學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4次館務會議會議紀錄
日期：100年11月10日(週四)15:30~17:00
地點：圖書館三樓會議室
主席：于第館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王秀惠、黃久華、刁維明、游金釵、蘇玉琳、鍾美莉
會議紀錄：刁維明

壹、主席致詞：
1. 介紹一本好書給大家－印度圖書館學大師（阮甘納桑）所著：圖書館學五律，
同仁們有空可看看。
2. 針對下星期（11 月 16 日）召開的諮詢委員會，請兩位組長說明準備狀況。
3. 校長已宣示：101 學年度起，圖書館將與資訊中心合併，同仁們現在起可以腦
力激盪一下，兩單位將如何互助？如何分組？服務的態度、採購的方法如何地
加強？屆時，希望能以最佳的團隊、最好的服務、最優的效率，呈現給全校師
生。
4. 新的教學卓越計畫案於明年起，開始執行，本館目前所辦的「師生讀書會」，
應不再新計畫內，因此會影響到工讀生的聘用，人力要如何調配，須先行思考。
5. 全校新生導覽工作，再加一把勁，多和老師聯絡安排時間，希望在期末前完
成。
6. 進辦公室第一件事請先收信，留意有什麼是急需辦理的業務，以免耽誤時程，
影響公務。
貳、業務報告：
資服組 秀惠組長：
1. 近期因嘉晧離職，新進同仁需於 11 月 21 日正式上班，工讀同學來代
班的時段也不穩定，感謝玉琳的幫忙及採編組同仁的支援，二樓多媒
體區得以運作正常。
2. 工讀費用俟 11 月底核銷後，依剩餘之工讀金與未來使用情形進行預
估，若有不足，再向學校提出增加工讀金之申請。
採編組 久華組長：
1. 明日（11 月 11 日）保管組將派員到館查核新增財產資料，請同仁多加
配合。
叁、臨時動議：
1.兩位組長就諮詢委員會議提出業務報告與提案之說明，其議程如附件。
2.本館於 99 學年度榮獲行政滿意度第一名，為慰勞同仁及工讀生之辛勞，
訂於校慶（11 月 22 日）當天閉館後，本館全體同仁與工讀生聚餐。
肆、散會：下午 17 時

附件

景文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會議議程
時間：100 年 11 月 16 日（週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圖資大樓二樓 I206 會議室
主席：鄭校長永福
出（列）席人員：
記錄：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
一、 資訊服務組業務報告
(一)訂於 100 年 11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本校圖書館閱覽借書要點，該要點經
100 年 10 月 4 日召開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決
議修正通過，奉 校長核可，借出書刊與多媒體視聽資料逾期歸還，逾
期滯還金每冊(件)下修為新台幣貳元，並訂定最高滯還金以每冊(件)書
刊伍佰元為上限。
(二)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館舉辦各項活動成果報告
1. 配合 100-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舉辦之師生讀書會，截至 10 月 31
日止，學生組共舉辦 44 場次，參與 333 人次；教師組共舉辦 17 場
次，參與 71 人次。
2.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代借代還服務（連結網址
http://library.nttlrc.scu.edu.tw/）
，自 10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參與學校有中國文化大學、真理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
臺北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淡江大學、景
文科技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銘傳大學（台北校本
部及桃園校區）、東吳大學(士林校本部及城區部)、輔仁大學，自
10 月 18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本校圖書館合計 63 件申請案（借入
39 件，貸出 24 件）。
(三)2011 年圖書館週系列活動（截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
1. I 悅讀大放送集點趣-借閱圖書/多媒體數量達 20 冊(件)，從中挑選
1 冊(件)圖書/多媒體撰寫心得 300 字以上，授權將該篇讀書心得公
開 PO 在圖書館深耕閱讀部落格者，可集 20 點，獲得小禮物，集滿
40 點可參加 12 月 16 日三項大獎之抽獎。
2. 行動學習 E 起來-電子書推動閱讀@100 學年系列活動訂於 12 月 14

日舉辦「電子書 HOLD 住哥(姊)有獎搶答」，配合活動於 11 月 29 日
至 12 月 1 日起推出電子書講習，將館藏電子書平台內容作精彩介
紹，歡迎有興趣者參與。
3. 讀書會經營經驗分享-12 月 6 日中午邀請師生讀書會教師組與學生組
之組長，將其經營讀書會作法及心得進行分享。
4. 專題演講-科技巨人賈伯斯(名稱暫定)，針對創造蘋果電腦的靈魂人
物史帝夫‧賈伯斯 (Steve Jobs)為主題，館方邀請講者蒞校講演。
(四)關於本學期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有委員提議:「如有人預約時立即通知讀
者一星期內必須還書，如此做法有助於增加書籍流通量」，本組同仁以
電話詢問大台北地區之大專校院相關措施，均表示已提供預約優先借書
之機制，為不侵害原借書讀者之權益，並未縮短原借書者之借書期限。

二、 採購編目組業務報告
(一) 依據「景文科技大學各系所圖書資料經費分配要點」第四條：自 98 學
年度起，各系所可依據個別需求自訂購置中文、外文圖書及多媒體之經
費比例，每三年重新調查，由各系所自行調整比例。有關「101-103 學
年度圖書資料系所經費自訂比例」，經重新調查彙總表詳如【附件一】
(p.4)，中文圖書佔總比例 36%、外文圖書佔總比例 41.65%、多媒體佔
總比例 22.35%，原 98-100 學年度之中文圖書佔總比例 35.95%、外文圖
書佔總比例 42.68%、多媒體佔總比例 21.37%。相較結果：外文圖書有
下降需求比例，然多媒體則有需求上升之趨勢。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2012 年電子資源新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1.2012 年電子資源預算經費為 400 萬元，依本學期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
之決議，確定續購 CONCERT 聯盟電子資源與學校自行訂購之資料庫，以
及保留 10 萬元預算提供電資學院師生申請 2012 年 IEEE 會員會費，共
計 3,419,191 元，預算經費尚餘 580,809 元，詳如【附件二】(p.5-6)。
2.序號 21-29 之資料庫，為系所推薦或廠商提供師生試用，建議優先購置
序號 21-23，俟所有資料庫完成訂購後，如在預算範圍內有餘額，再行
採購餐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買斷至 2012 年 12 月底。
【決議】

提案二
【案由】2012 年中外文期刊擬訂購案，提請討論。
【說明】100 學年度中外文紙本期刊編列經費為 500 萬，本採購案中文期刊擬訂購
種數為 224 種，預估金額約為 392,213 元；外文期刊擬訂購種數為 204 種，
預估金額約為 4,802,965 元，全案擬訂購種數為 428 種、預估總金額約為

5,195,178 元。各系擬訂購種數暨金額統計表詳如【附件三】(p.7)，2012
年中文紙本期刊擬訂購彙總表詳如【附件三-1】(p.8-12)，2012 年外文
紙本期刊擬訂購彙總表詳如【附件三-2】(p.13-17)。
【決議】

提案三
【案由】 100 學年度學校經費各系所中文圖書暨多媒體資料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所圖書經費預分配金額暨擬購金額
表」
，詳如【附件四】(p.18 )。中文圖書擬採購總金額約為 380,010 元，
約 1,156 冊；多媒體擬薦購總金額約為 334,980 元，約 62 種(109 片)。
為求減碳環保，各系所薦購中文圖書及多媒體彙總書單另隨附於會議
議程資料於會前以 e-mail 方式傳送至各委員信箱，會議現場備有完整
資料乙套俾供委員們查閱。
【決議】

提案四
【案由】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臨時動議決議
辦理。
二、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組織成員增加學生代表一名，修正總說明、修正條
文對照表及修正後之條文，如【附件五】(p.19-20)。
三、本設置辦法經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提報行政會議，俟
核定後擬自 101 學年度起實施之。
【決議】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