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山科技大學圖書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

97 年 12 月 10 日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業務報告
副館長暨視訊組：
﹙一﹚ 國家圖書館顧敏館長於 9 月間就任，即召開會議邀請圖書館界先進提供興革建言；
本館服務與設備特色向為大學校院圖書館界稱道，並積極參與館際合作事務。閔
館長即獲顧館長之邀請，於 10 月 7 日赴國家圖書館參加會議，提出相關建言。
﹙二﹚ 12 月 3 日協助通識教育委員會暨語言中心辦理「97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內英文檢
測」，當天約有 200 多位同學參加，過程順利圓滿。
﹙三﹚ 崑山機構典藏已達 4 千多項，透過 Google 等搜尋引擎將校內師生學術產出展現給
全世界；目前仍持續蒐藏本校出版品、專題演講、數位學習教材、活動照片、研
討會資料、結案報告及技術報告，歡迎各系提供資料以利擴充典藏。
﹙四﹚ 本組可協助各系攝影研習會活動及專題演講，拍攝影片將置於圖書館隨選視訊系
統供全校教職員生使用；若有需要請上網下載協助攝影申請單，向本組提出申請。
﹙五﹚ 電算中心移轉 6 組 OA 隔屏和電腦已於上星期移置於本館七樓多媒體中心，將提
供讀者自由上網。
﹙六﹚ 新購 138 個巨匠數位課程供教職員生使用，課程網址為http://gjun.lib.ksu.edu.tw；
其中包含時下相當熱門的台灣金融研訓院「理財工具與新金融商品」和「理財規
劃」系列課程，歡迎多加利用。
﹙七﹚ 為鼓勵教師開設網路課程和製作學習元件，本館提供下列資源與服務：
1. 小型影攝棚及各種錄影剪輯設備，方便老師製作教材；
2. PowerCam 與 AniCam 系統操作說明及使用輔導；
3. 數位課程元件（空中英語教室 2004 至 2008 年內容、巨匠數位、LiveABC）；
4. 協助老師將教材包裝成符合 SCORM 格式之學習元件。並根據本校「鼓勵開設
網路教學課程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經審核通過之學習元件，每件得申請補
助教材製作費 2000 元。
﹙八﹚ 本館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將於近期舉辦 3 場研習會，時間如下，歡迎具教學熱忱
或對製作學習元件有興趣之教師參加：
1. 97 年 12 月 17 日舉辦「數位課程錄製工具研習會」；
2. 97 年 12 月 24 日舉辦「評量試題製作工具研習會」；
3. 98 年 1 月 7 日舉辦「教材學習元件製作研習會」。

閱覽組：
﹙一﹚ 9 月 25 日起一週，本館辦理大學部新生圖書館導覽，共 40 個班級參加；由館員解
說各項設施及利用規則，並實際操作線上查閱館藏及借閱狀況，為新鮮人打好利
用本館資源之基礎。活動圓滿順利。
﹙二﹚ 本館與台灣創價學會於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5 日間，合辦「人性變革展」活動；內
容由「人類安全」、「以武力維持的安全：危險的邏輯」、「人性變革」、「全
球社會為和平所作的努力」等方面，揭示「人性變革」的重要性。開幕式當日，
國際創價學會總會長池田大作先生並贈送其著作 60 冊予本校，由台灣創價學會副
理事長吳大和先生代表致贈。本校則以「教育之光」、「文化之光」獎牌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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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2 月 5 日本館協辦「97 年度高中高職圖書館輔導團圖書館行銷策略工作坊」相關
課程，計有各高中高職圖書館主任約 100 人參加，於中午並安排參觀圖書館。
﹙四﹚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0 屆會員大會暨最佳圖書館經營與服務研討會」，12
月 6 日於國際會議中心舉行。該活動往年皆在國家圖書館辦理，因本館設備優良，
又具辦理全國性活動的經驗，獲得學會特別重視，第一次走出國家圖書館，即選
定在本館辦理。參與當日會議來賓近 400 人，可謂盛況空前，並邀校長親臨致詞。
學會同時在場外舉行資訊展，在本館一樓大廳舉行最佳海報票選賽，熱鬧非常。
﹙五﹚ 本學期之校外來賓參訪絡繹不絕，且不乏遠道而來的重量級人物；包括瓜地馬拉
總統府秘書長伉儷、俄羅斯大學校長團、印度印道爾大學副校長、大陸民辦高校
（私立大學）校長團，及奧地利、捷克、越南等地之大學教授。台南科技大學 RFID
學程師生 60 人亦慕本館全 RFID 環境而來見學。本館同仁皆悉心導覽，屢獲嘉賓
稱道。

參考組：
﹙一﹚ 本學期之電子資源教育訓練活動，對象為研一新生與正進行畢業專題之高年級同
學，共計 380 餘人參加。該活動已於 11 月順利完成。
﹙二﹚ 為協助即將畢業之研究生更加瞭解論文上傳程序，本館於 11 月份已舉辦 10 場「學
位論文系統」教育訓練，說明論文上傳程序與注意事項。
﹙三﹚ 配合圖書館週活動，12 月初，邀請各資料庫廠商前來舉辦 4 場電子資源研習，內
容包含 EBSCO HOST、中國期刊網、聖典中文電子書、Web of Science(WOS)、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JCR、SDOL、EV 共 8 種資料庫。
﹙四﹚ 2007 年的過期期刊於暑假期間進行裝訂作業，目前已全數到館，待驗收及加工完
成後將陸續上架。另 2009 年的中文期刊、日文期刊、大陸期刊已完成採購作業，
西文期刊正進行公開招標中。
﹙五﹚ 目前正進行 2009 年各系專業期刊與「期刊目次服務調查」的統計調查，希望各單
位能於 12 月 25 日前回傳調查表，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採編組：
﹙一﹚ 97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圖書資源部份已執行進入尾聲，共計購入空中英語
VOD、視聽資料近 150 種、西文圖書 600 餘種，及數位學習資源 126 種。其中數
位學習課程已上線提供使用。
﹙二﹚ 本校圖書館參加「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人社圖書購置計畫」聯盟，97 年 8 月
起各館館際互借圖書證陸續開通，歡迎全校師生利用。
﹙三﹚ 台灣學術電子書聯盟己購入 97 年度新增之近 1 萬冊電子書，包括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 CRCNetBASE 、 Greenwood 、 IOS 、 Lectrix(~2009.9.17) 、
MyiLibrary、NetLibrary、Orlando(~2009.9.17)、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Sage
eReference、Siam、Springer 等。凡於校園 IP 範圍內或設定遠端登入之讀者，皆可
以自圖書館網頁逕自連結個別電子書資料庫使用。其連結途徑為：圖書館首頁→
館藏查詢→電子書；或於館藏查詢系統中查得直接連結。聯盟第二年計畫亦將開
始執行，現階段請廠商提供多種電子書試用中，有最新試用消息，圖書館會利用
學校訊息平台及 RSS 服務立即公告。

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於本館特殊讀者借閱規定中增加「其他特殊讀者」一類，以統括各類本校進修
課程學生之入館與借書需求，提請審議。
2

說

決

明：一、本校除既有學制外，尚包含推廣教育等短期進修課程（如不動產經紀班、進
階商用英語會話班），此類課程多為不定期舉辦，其學生亦無學籍，通常難
以追蹤，但有借書之需求。
二、為統括此類特殊讀者，擬增列於借閱規定中，並做相關之修正，以平衡各種
讀者之權益。
三、本館特殊讀者借閱規定修改如下：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第二條
本規範所指「特殊身分」， 本規範所指「特殊身分」，
包括下列六種對象。
（中略） 包括下列五種對象。
（中略）
其他身分來賓，未經館長核 其他身分來賓，未經館長核
可者，不得外借本館圖書。 可者，不得外借本館圖書。
一、本校畢業或肄業校友： 一、本校畢業或肄業校友：
（後略）
（後略）
二、曾任職於本校之教職員 二、曾任職於本校之教職員
工：（後略）
工：（後略）
三、社區民眾：（後略）
三、社區民眾：（後略）
四、本校兼任教師、專任助 四、本校兼任教師、專任助
理、駐校廠商及本校邀
理、駐校廠商及本校邀
請之訪問學人。
請之訪問學人。
五、準研究生：（後略）
五、準研究生：（後略）
增列項目，統括
六、其他特殊讀者。
非前五類之特殊
讀者。
第三條
第三條
前條第一至三款人士，另應 前條第一至三款人士，另應 第三條未修改。
備妥兩吋脫帽相片 1 張、保 備妥兩吋脫帽相片 1 張、保
證金 3,000 元、晶片卡工本 證金 3,000 元、晶片卡工本
費 180 元（後略）。
費 180 元（後略）。
第四條
第四條
第二條第四至六款人士（中 第二條第四至五款人士（中 將其他特殊讀者
略）因免押保證金，應由人 略）因免押保證金，應由人 比照第四條規定
員所屬單位主管或準研究 員所屬單位主管或準研究 辦理；若無法比
生之指導老師於申請表上 生之指導老師於申請表上 照，即依第三條
簽章，保證該員遵守本館借 簽章，保證該員遵守本館借 規定視為ㄧ般校
書規定，並連帶負責任何欠 書規定，並連帶負責任何欠 外人士辦證。
款或賠償，方得辦理建檔。 款或賠償，方得辦理建檔。
（中略）
（中略）
第二條第四至六款人士，若 第二條第四至五款人士，若
無法覓得校內相關單位主
無法覓得校內相關單位主
管或指導老師簽章保證，亦 管或指導老師簽章保證，亦
得比照前條規定辦理。惟辦 得比照前條規定辦理。惟辦
理時需出示符合該二款身
理時需出示符合該三款身
分之相關證明。
分之相關證明。
議：

提案二：擬增加讀者「傳遞證件」為違規情形之罰則一項，列入本館使用規定，提請審議。
說 明：一、讀者出入本館，向採憑證刷卡管制，以計算流量並可間接防止不當人士入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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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常有讀者不帶證件，而由已入館同學於管制口附近傳遞證件，再持以入館
之情形，造成管理困擾，更恐導致館內潛藏危機，影響他人權益。
二、因冒名使用他人證件可屬犯罪行為，成大、雲科大等圖書館亦有類似規定；
為加強讀者法治觀念，增列「得比照處罰」以資警示，實有必要。
三、相關規定配合增列文字如下：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前略）
。食物或飲料(礦泉 （前略）。食物或飲料(礦泉
水除外)禁止攜入館內，違 水除外)禁止攜入館內，違者
者罰款新台幣五百元，並依 罰款新台幣五百元，並依校
校規處理。
規處理。
同條增列第二項
讀者持證入館後，再將該證
件傳遞他人持以入館者，業
規定。
經查獲，得比照前項處罰。
決

議：

提案三：擬以電子資源的使用統計呈現，做為電子資源訂購之參考依據；請委員提供相關
意見指教。
說 明：目前大學圖書館普遍面臨經費遞減窘境，電子資源的支出成本卻逐年增加；為撙
節開支，以有限經費徵集最符合利用效益之電子資源，遂擬藉使用統計的呈現，
瞭解資源被使用的情形及其對讀者的價值，進一步訂定該電子資源之使用目標
值，而做為該電子資源是否訂購之參考依據。謹請委員提供相關意見，俾利採行。
試舉參考例如下：
◎檢索人次
資料庫名稱
Engineering
Village
效益值(NT$/人
次)

01/2008

02/2008

03/2008

… 11/2008

147

60

145

…

65

154.79

219.84

193.92

…

276.87

01/2008

02/2008

03/2008

… 11/2008

88

24

60

總計
(人次)

總價
(NT$)

目標值
(NT$/人次)

904

273046

310

總計
(篇數)

總價
(NT$)

目標值
(NT$/單篇)

1057

207895

200

◎下載全文筆數
資料庫名稱
EBSCO BSE
(Business
Source Elite )
效益值(NT$/單
篇)

決

196.87

309.37

302.17

…
…

275
180.29

議：

提案四：因 97 學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分項三執行「教師讀書會」之需要，擬請圖書資訊館
提供協助。【提案單位：幼兒保育系】
說 明：一、97 學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三預定推動 25 組「教師讀書會」，每組讀
書會需進行 4-6 次的書報討論，最後編訂實用的教材供全校教師參考。
二、由於讀書會的進行需要收集相關的專業文獻及合宜的場地，擬請圖書資訊館
能協助進行館際合作等相關事宜，並優先開放討論室給讀書會成員使用。
三、各組讀書會的教材成果編定完成後，將放置乙本於圖書資訊館，供學生或有
共同領域的老師翻閱參考。
決 議：

五、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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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主席結論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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