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山科技大學圖書委員會第三十七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24 日(星期二) 上午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四十分

地

點：行政大樓七樓會議室

出席代表：校長、副校長、各院院長、各系所主任、各系圖儀介購老師、各系學生代表
出

席：略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閔蓉蓉館長：感謝各位委員代表出席這個會議。由於本學期圖書館舉行多項會議，如圖書
館學會的國家競爭力系列論壇、數場 IR 30 plus 機構典藏說明會等等，以致於拖延到期末
才匆忙召開會議，還望各位委員見諒。接下來由各組進行業務報告。

三、業務報告
視訊組：
﹙一﹚ 本校與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合辦之「台灣機構典藏實務研討會」，於 6 月 13 日假
十樓國際會議廳舉行，與會者來自全國各地，近 150 人，規模盛大。教育部電算
中心楊正宏主任亦親臨與會。研討議題集中在推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及
因應之道，共同完整保存台灣的學術研究資源。
﹙二﹚ 本館與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工商時報合辦之「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力」系列論
壇，於 3 月 19 日假國際會議中心舉行，共同研討知識輸出與學術傳播、學術生產
力間之相互關係。相關報導並刊載於 3 月 31 日工商時報全國版。
﹙三﹚ 在擔任教育部機構典藏計畫種子學校業務上，本學期已舉辦說明會 2 場次、教育
訓練 5 場次。
﹙四﹚ 在資訊及英語課程學習元件方面，目前已與巨匠公司合作完成 408 個單元、與空
中英語教室合作完成英語 400 個單元，提供教師申請使用在課程中。
﹙五﹚ 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進行，共舉辦 3 場學習元件製作與教學設計教師研習、1
場觀摩會，與年度競賽活動。

閱覽組：
﹙一﹚ 為擴大社區居民的參與、利用，本館至永康市包括市公所、衛生所、圖書館等 10
餘機關推廣市民辦理借書證，且持續開放校外人士憑身分證件換取來賓證入館。
目前成效已漸顯現，特別在 4、5 月間，經常出現 50 張來賓證同時用罄的情況。
﹙二﹚ 本館近年接連舉辦全國性活動，能見度提高；且閔館長今年起獲邀擔任中國圖書
館學會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報記者接連來訪，對本館之求精求進，
多所肯定。
﹙三﹚ 本館在學期中，獲校外陳舒珊博士、蔡三元教授、本校李創辦人、資科學院鄭院
長等十餘位熱心人士贈書，內含眾多珍本、官書，市面上不易徵集；而李創辦人
更捐贈中文圖書 533 冊，西文圖書 272 冊，共 805 冊圖書，其中包含百科全書 3
套、經典套書、精緻童書及文學名著等，皆為內容豐富，閱讀價值極高之圖書。
謹此向各位贈書人深致感謝之意。

﹙四﹚ 4 月以來，本館參觀來賓數量大增；包括台南縣市 6 所高中、高職學校學生近 1,000
人，及大陸山東省多所大學校長、教授，上海同濟大學教授等共 30 餘位。本館同
仁皆悉心導覽，務使來賓留下良好印象。
﹙五﹚ 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進行，共舉辦 2 場電子歷程 ePortfolio 推廣，與年度競賽活
動。

參考組：
﹙一﹚ 目前新引進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OJDA) 、 Times Digital Archive(TDA) 、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SOJA) 、小魯童書電子書資料庫、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化學化工冶金環
境礦業專輯 2005-2006 年資料)&(機電航空交通水利建築能源專輯 2005-2007 年資
料)、台灣商學企管資料庫、台灣飲食文化資料庫、國家考試題庫系統、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Web of Science(含 SCIE, SSCI)等多種資料庫，歡迎踴躍利
用。
﹙二﹚ 本館於本學期陸續舉辦英語學習平台研習--Easy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OJDA)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 、
SDOL & EV、Times Digital Archive(TDA)1785-1985、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SOJA)等電子資源教育訓練，期藉此教育訓練活動，提升師生們對該電子
資源之瞭解，進而充分利用。
﹙三﹚ 本學期初進行之電子資源教育訓練活動，對象是正進行畢業專題之高年級同學，
共計 990 餘人參加。該活動已於 3 月順利完成。
﹙四﹚ 目前正在進行 97 學年度的期刊介購，俟整理後將一一將訂購狀況與介購老師做確
認。尚未提出介購的單位請儘快回傳。
﹙五﹚ 去年裝訂的期刊合訂本約 2300 冊，已經全部編目、上架，請老師、同學多加利用。
﹙六﹚ 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的電子檔上傳及紙本繳交情況良好，感謝系上老師的配合。

採編組：
﹙一﹚ 96 學年度圖書經費之支用、請購作業已告一段落。感謝各單位均配合如期執行。
到館的圖書資料亦編目完成，可於館藏系統進行查詢。
﹙二﹚ 本校參加成功大學主辦之「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人社圖書購置計畫」已執行
完畢。本館經分配之「媒體文化」、「都市研究」、「空間設計」等類別圖書，
均己編目入藏，歡迎全校師生多加利用。另外本計畫的館際互借服務，待借書證
製作完成後再行公告使用辦法。
﹙三﹚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購入「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pringer」、「Siam」
等三種電子書，己開通可供利用。歡迎全校師生於校園 IP 範圍內或設遠端登入。
其連結途徑為：圖書館首頁>館藏查詢>電子書>牛津線上學術電子書；或於館藏查
詢系統中查得直接連結。其他持續進行採購之電子書，有新到消息時，本館會利
用 RSS 服務立即公告。
﹙四﹚ 97 年度補助款圖書設備，將於 8 月提出請購；近期本組將發送訊息，請各單位提
出需求及介購，屆時請務必於限定之期限回覆，才能順利執行採購。

四、學科館員問題彙整回覆：
閔蓉蓉館長：已要求學科館員主動並確認各系的需求，這些蒐集回來的問題雖已個別回
覆，在此仍由陳副館長做一個統整的答覆。

陳國泰副館長：各系的問題如下所列。
◎ 紙本期刊可否轉成電子期刊？
答：期刊的出版方式相當複雜，並非所有的紙本期刊均有電子版；再且，基於評鑑的考
量，不適合將紙本期刊都轉為電子期刊。
◎ 商管學院的電子期刊全文較工程學院為少。
答：經費計算係依學生人數與教師分配，商管學院的經費分配原本就會比工程學院為少；
再且，購買何種電子期刊及資料庫均是由各院自行決定。
◎ SDOS 與 SDOL 的差異。
答：Elsevier 公司已經 SDOS 轉售給其他公司，日後將全面使用 SDOL。
◎ 巨匠數位課程每章節 10 元嗎？
答：是的，每一個編號 10 元。這項費用是用來支費燒錄資料的工讀費及空白光碟片的費
用。
◎ SDOS 若停訂，其中的 alert 會消失嗎？
答：此項 alert 並不會消失，若有訂閱，仍可收到訊息。
◎ SDOS 停訂後，有哪些期刊可以看全文？
答：詳細的清單請參考圖書館的網頁公告。
◎ 介購書未進館，經費也沒了，為何？
答：本校是將圖書與儀器的經費預算合併一起計算，圖書介購未使用的部份，請查明是
否被系上的儀器項目所取代。
◎ 介購資料被刪除卻未通知。
答：圖書館的介購系統將逐步更新，請再寬限部份時間進行更新。
◎ 電子資源不足，影響研究，已反應但未理會。
答：電子期刊或資料庫均是依照各院、各系所提出來的需求訂閱，還請各院及各系日後
仔細考量。
◎ 介購通知以院為單位，可了解他系介購情形。
答：介購通知除了給各系介購老師之外，並通知各院，請介購老師向院助理索取資料
◎ 尋書單未處理，導致圖書又被其他讀者借出。
答：很抱歉造成使用者的困擾，我們會再加強改進。
◎ 金石堂暢銷書展示期可否縮短。
答：由於暢銷書每月一次，而暢銷書也有很多使用者會前來翻閱，若縮短展示期，這些
書僅能讓少數人使用，相當可惜，所以不予考慮縮短展示期。
◎ 成大借書證可否延長借期。

答：成大借書證使用人數眾多，而且是與成大圖書館簽訂的合約，無法延長借期。
◎ 多媒體資料放在 VOD 上。
答：若老師們因為授課需要，視訊組可以協助將圖書館內的視聽資料轉錄成 VOD 型式，
讓授課老師在上課期間督促學生使用。
◎ 北大方正電子書，可否由讀者自行買斷？
答：廠商回覆可以個人買斷，但是費用相當高也不划算，並不建議個人購買。
◎ 如何拿到博碩士論文全文？
答：若您已查到為各校的博碩士論文，請多利用館際合作機制向該校申請複印。

五、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與學生團體合作，於本館開放空間舉辦活動，請委員提供相關意見指教。
說 明：本館位於學校中心，建築宏偉，迴廊高挑寬敞，非常適合舉辦活動。為更顯青春
活力、給予學生更多空間選擇，擬於下學年度起，與學生會、系學會或社團合
作，舉辦各種活動。惟仍須考慮館內讀者之安靜閱讀權益，請委員提供相關意
見，以利採行。
決 議：下學期召開協調會議。
進修部黃陽明主任：根據自己曾擔任學務長的經驗，學校將校內空間分為行攻、教學、運
動、課外活動等區，而且規畫完善。目前課外活動區已有六處。建議各學生團
體在學期初將所有活動排好，由學務長召開協調會議，並由圖書館及總務處、
學生代表審查所有的活動，在學期初分配好所有場地，也可知道是否有合適的
活動可以利用圖書館前的大廣場。基本上不贊成太過動態的活動在這裡舉辦。
企管系陳光偉老師：同意黃主任的意見。圖書館前的大廣場的確不適合舉辦動態活動。

五、臨時動議
電算中心徐國鈞主任：電算中心設有自由上網區，請多宣導學生前往利用。
企管系陳光偉老師：圖資大樓停車場 B2 到 B1 的地板，灰塵太多，請人員將該地清掃；
書城是否需要負責這個區域呢？
閔蓉蓉館長：在責任未釐清之前，暫由圖書館人員代為清掃，並立即通知總務處分配負
責人員。

六、主席結論
閔蓉蓉館長：感謝各位委員代表抽空參與這個會議，希望透過這個會議能夠達到彼此溝
通的地步。若仍有任何需要，請盡量告知我們，會盡全力給予協助。謝謝大家。

七、散會
十一點四十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