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山科技大學圖書委員會第三十六次會議

96 年 12 月 19 日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業務報告
視訊組：
﹙一﹚ 本學期開始實施「學科館員」制度。學科館員已於各系召開系務會議時列席報告
圖書館的各項服務內容。感謝各系配合推動學科館員制度，及各系所老師向學科
館員反映許多建議事項，包括經費、借閱、電子資源、介購、代印服務、期刊目
次服務、RSS 與館藏查詢等問題。
﹙二﹚ 本學期新購巨匠資訊數位學習課程 28 個單元已上線，包含 illustrator、flash MX、
Premiere Pro、Windows Server 2003 及 XML 等課程，歡迎大家多多使用，網址為：
http://service.lib.ksu.edu.tw/ksulib/home.asp；後續 200 個單元也正採購中。
﹙三﹚ 12 月 19 日針對「教材學習元件製作競賽」得獎作品，與電算中心合辦「網路課程
競賽獲獎課程觀摩會」。
﹙四﹚ 12 月 21 日及 27 日將各召開一場「教育部臺灣機構典藏計劃南區說明會」，出席
人員以南區有意願建立機構典藏的技專校院為主，報名相當踴躍。
﹙五﹚ 為了讓老師能快速的製作數位課程，我們採購及製作了大約 200 個（章）學習元
件，分為資訊及英語學習兩大類，將於下學期初陸續上線供老師們使用。

閱覽組：
﹙一﹚ 為加強本校新鮮人利用圖書資源，本館與各系協調，在 9 月 27 日起一週，排定大
學部一年級每班同學，進行一小時的圖書館導覽活動（研究所新生則配合資料庫
教育訓練實施）。內容包括圖書館使用規範、館藏資源種類要項、線上資源基本
介紹，與館際合作服務使用等，盡全力使參與同學感到收穫豐碩。
﹙二﹚ 帛琉共和國教育部長 Mario Katosang 先生率 Edwel Ongrung、Ananias Ngiraiwet 等
一行貴賓，於 11 月 15 日參訪本館。經人員引領參觀與詳細介紹，獲得讚許，認
為本校就學環境相當優秀。
﹙三﹚ 11 月 30 日，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四年級近 40 位同學，在呂明珠老師率領下，
來館參訪學習。這些未來的圖書資訊界精英，有鑑於本館運作頗具成效而來，除
由館內同仁熱誠接待外，並相互交流經驗或想法；該班師生對本館經營之規模與
成效十分稱道。
﹙四﹚ 12 月 3 至 7 日為本年度圖書館週。除影展、書展等活動外，今年特別舉辦全校學
生「查找崑山歷史新聞」活動，共同發現崑山數十年來的成長、辛勤與輝煌。報
名者十分踴躍，並持續進行至 12 月 21 日。整體而言，本年圖書館週成功吸引更
多讀者關注圖書資訊服務，成效良好。
﹙五﹚ 為增加多媒體呈現方式與響應節能環保概念，自下學期第 15 期館訊起，擬改採電
子出版型式，不印製紙本小冊，而直接在網頁上發佈及透過 RSS 訂閱。

參考組：
﹙一﹚ 本館開始受理 2008 年期刊目次服務(CCS)之申請，請老師於 12 月 21 日（星期五）
前將「期刊目次服務申請單」寄回anyin@mail.ksu.edu.tw。2008 年中文、日文、大
陸及西文期刊已完成續訂，總數為 1047 種。此外，95 學年度期刊合訂本共裝訂

2228 冊，已陸續整理上架，歡迎利用。
﹙二﹚ 本館為使學生自行上傳畢業專題電子檔，在其撰寫前，均蒐集各系之專題分組名
單，以利將來核對，完成其畢業程序。目前僅一系尚未提供名單，請與本組聯繫。
﹙三﹚ 為協助教學與提升全民英檢測驗率目標，10 月中旬起，於本館三樓教育訓練室開
辦一系列教師與學生的研習活動，為期一個月；包括 Easytest、LiveABC 及網路英
文檢測練習系統，並於會後發與研習活動證明。
﹙四﹚ 11 月間安排 5 場「學位論文系統」教育訓練課程，以協助研究生順利完成電子論
文上傳作業。同時，針對研一新生與正在進行專題製作之大學部學生，舉辦 20 多
場次的教育訓練課程。此外，配合圖書館週活動，亦邀請資料庫廠商共同舉辦 6
場電子資源研習。
﹙五﹚ 本館 RSS 資訊頻道訂閱開始提供服務，讀者可以即時、主動、公開、無廣告的取
得個人有興趣的資訊。詳細訂閱內容可參閱圖書資訊館網頁中的 RSS 資訊服務說
明。

採編組：
﹙一﹚ 為配合會計核銷作業，提醒各單位請於 97 年 4 月底前，務必完成西文圖書資料介
購，5 月底前完成中文圖書資料介購。若各單位介購的資料因為經費不足而無法全
數購入，將於下學年度繼續執行。
﹙二﹚ 96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圖書資源部份已執行完畢，共計購入 Live ABC 英
語學習資源、北大方正中文電子書 1991 冊、西文圖書 140 種、視聽資料及數位學
習資源共 126 種。除西文圖書尚在編目加工中，其餘資源均已上線、上架，歡迎
全校師生利用。
﹙三﹚ 本校於 96 年 3 月參加成功大學主導之「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人社圖書購置計
畫」，經所分配的主題為「媒體文化」、「都市研究」、「空間設計」，目前進
入詢價及採購流程，預計於 97 年 6 月前執行完畢。書單篩選及審核期間，有勞不
動產系陳淑美主任、公廣系徐玉瓊主任、空設系張郁靂主任、公廣系費翠老師、
視傳系黃淑英老師，及資傳系柯玲琴老師大力協助，謹此表達感謝之意。

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擬增加讀者借閱圖書至館外時，將原有續借一次之限制延長為兩次；即第一次續
借時間屆滿前，可經過辦理續借手續，再延長一次續借時間，兩次續借後即不得
再續。提請審議。
說 明：一、增加續借次數可使讀者有更充裕時間使用館藏。
二、增加續借次數之範圍只限於外借圖書，不包含討論室與研究小間等。
三、本館使用規範配合修改如下：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九條
第九條
所借圖書於歸還時，若無他 所借圖書於歸還時，若無他 續借次數更改。
人預約，原借閱人得申請續 人預約，原借閱人得申請續
借兩次，每次續借之借期與 借一次，每次續借之借期與
原借期同。（後略）
原借期同。（後略）
決

議：

提案二：修訂本館使用規範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說 明：一、配合現有視聽資料開架陳列方式，修訂使用規範。

二、配合還書分類機運作，修訂還書辦法。
三、因應蒐集教師著作及研究成果時，部份計畫涉及與委託單位的保密合約及專
利問題，增訂限制閱覽條文，規範資料典藏但暫不公開，待時效過後再公開
陳列。
四、本館使用規範配合修改如下：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五條
第五條
本館館藏除技術資料外，均採 本館館藏除視聽、技術資 遷至新館後，多
開架陳列，供讀者自行取閱； 料外，均採開架陳列，供 媒體中心的視聽
除「教師指定參考書」、參考 讀者自行取閱；除「教師 資 料 採 開 架 陳
工具書、學位論文、期刊（含 指定參考書」、參考工具 列。
合訂本）、視聽資料、政府出 書、學位論文、期刊（含
版品等僅供在館內閱讀外，其 合訂本）
、視聽資料、政府
他一般圖書可供本校員生憑 出版品等僅供在館內閱讀
證借出館外。
外，其他一般圖書可供本
校員生憑證借出館外。
第六條
新增。因應位資
本館負有蒐集本校教師著作
料的保密合約及
及研究成果之任務，因教師承
專利問題，新增
接的部份計畫涉及與委託單
限制閱覽條文。
位的保密合約及專利問題，此
其他條號往下類
類資料將限制閱覽，典藏於圖
推。
書館但暫不公開，待時效過後
再公開陳列。
第七條
第六條
因新增第六條，
讀者憑證得於開館半小時後 讀者憑證得於開館半小時 原第六條往後推
至 閉 館 前 半 小 時 之 間 辦 理 後至閉館前半小時之間辦 至第七條。其餘
借、還、預約及續借館藏一般 理借、還、預約及續借館 條文類推。
圖書之手續。還書者亦可於任 藏一般圖書之手續。還書 配合還書分類機
何時間，利用本館一樓的兩部 者亦可於閉館時間內，將 的運作，修訂還
「自助還書機」還書。
書投入本館一樓之「還書 書辦法。
箱」。
決

議：

提案三：有關學生碩博士電子論文授權新系統 CETD 問題，提請討論。（參見附件一）
說 明：一、本館碩博士論文自 91 學年度起採用中山大學開發之 eThesys 系統，此系統
目前運作上呈現不穩定狀態，而中山大學已將此系統轉給廠商代理，凡是諮
詢或安裝皆需收費。目前覓得另一家公司可以免費建立系統並予以維護，但
必須增修授權書內容，取得學生授權後才能將全文授權給該公司。
二、新系統仍允許學生自訂校內開放權限，校園 IP 內可自行下載自校全文。
三、若此案通過，仍會按時將所有論文的書目資料及平裝論文送交給國家圖書館
典藏，但國家圖書館的碩博士論文資訊網將無法獲得本校論文之全文。
決 議：
提案四：擬將符合申請本館閱覽證資格之社區居民範圍，由永康市崑山里擴大至全永康市
市民，提請討論。
說 明：一、本館為敦睦鄰里，亦以資源共享為圖書館經營任務之一，開放社區居民申請

借閱證外借圖書；但僅將「社區居民」界定為本校所在的崑山里，以免外來
讀者過多，影響師生權益。
二、惟實施以來，辦理借閱證之社區居民僅 7 人；考量目前藏書與流通量，可行
擴大社區參與，遂試辦放寬永康市其他里民皆可辦理借閱證，已時過半年。
現擬將該措施修法明定，以利日後配合永康市社區活動推廣，增加讀者數
量，對館藏流通率之提升更有助益。
三、本館「特殊身分讀者借閱規範」配合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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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崑山里」
包括下列五種對象。
（中略） 括下列五種對象。（中略） 字樣。
三、社區民眾：凡於永康市 三、社區民眾：凡於永康市
設籍或已居住 6 個月、年滿 崑山里設籍或已居住 6 個
20 歲人士…（後略）
月、年滿 20 歲人士…（後略）
決

議：

五、臨時動議
六、主席結論
七、散會

【附件一】各系系務會議建議事項：
原系統 eThesys 授權：
‧授權校內外電子論文權限選擇‧
1. 通通不公開
2. 校內外都一年後公開
3. 校內外都二年後公開
4. 自定開放時間：校內 XX 年後、校外 XX 年後公開
‧授權國家圖書館論文權限選擇‧
您的論文資料也將完整移轉至國家圖書館的全國博碩士論文系統內，並依您的意願將論文全文
開放給全國讀者，您給與國家圖書館的授權為：
1. 不開放
2. 立即開放
3. 暫不開放，開放日為：西元 XXXX 年 XX 月 XX 日
--------------------------------------------------------------------------------------------------------------------------新系統CETD授權：(僅列出授權給廠商的部份)
授權事項：(無償或有償擇一)
一、立書人
同意無償授權 XXXX 大學上列論文全文資料之以微縮、數位化或
其他方式進行重製作為典藏之用。XXXX 大學 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行重製。前
述數位化之資料收錄於 XXXX 大學資料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路、無線網路
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在校園內瀏覽、下載、傳輸、列印等。
二、立書人
□ 同意有償授權
□ 不同意
將前條典藏之資料收錄於資料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路、無線網路或其他傳
輸方式授權用戶進行檢索、瀏覽、下載、傳輸、列印等。XXXX 大學 得將上述權利再授權
于第三者。
三、前兩條授權均為非專屬授權，立書人仍擁有上述授權著作之著作權。立書人擔保本著作為
立書人所創作之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行各項授權，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
產權。如有侵害他人權益及觸犯法律之情事，立書人願自行負責一切法律責任，被授權人
一概無涉。
同意有償授權條件：
□ 同意有償授權，享有權利金的回饋，權利金捐贈校務發展基金指定用於圖書館館務使用
□ 同意有償授權。享有權利金的回饋，權利金通知本人領取
z 請選擇論文全文上載網路公開時間：
□ 授權書繳交後立即公開
□ 授權書繳交後一年後公開
□ 授權書繳交後兩年後公開
□ 授權書繳交後三年後公開
□ 授權書繳交後四年後公開
□ 授權書繳交後五年後公開
立書人：
簽名：
z 權利金領取通知（享有權利金的回饋，權利金通知本人領取者請填寫下表）
1. 請填寫您經常使用之 E-Mail 帳號、地址及電話，便於日後給付權利金時聯絡
2. 聯絡電話：
3. 戶籍地址：

4. 通訊地址：
5. 常用 E-Mail：
6. 立書人同意上述資料倘有不全、錯誤或異動而未書面通知，導致權利金無法給付，於時間超
過一年後，自動將此筆款項捐贈給 XXXX 大學校務發展基金指定用於圖書館館務使用。
立書人確認上述帳戶資訊無誤 簽名：
========================================================================
【附錄 A】彙整各系系務會議對本館建議事項：
一、經費問題：
1. 圖書經費太少。
2. 圖書經費建議編列在系上。
3. 經費限制，紙本期刊刪訂造成困擾。
二、借閱問題：
1. 借書次數可否增加。
2. 圖書資料外借逾期的處置方式，除罰款外可否增加其他替代方法。
3. 教學用影片借期太短(目前設為二週)。
三、電子資源問題：
1. 希望恢復 IEL 的訂購。
2. 西文電子期刊資料庫太少。
3. 電子資料庫停止訂閱，系上老師不知。
4. 雖有其他電子資源替代已停訂之資料庫，但無法即時線上看到全文或是直接下載全文。
5. Muse 整合查詢裡的資料庫清單請更新。
6. 報名圖書館各種教育訓練課程，卻無法在網頁上看到名單。
7. 校外遠端登入認證之帳號密碼期望能與學校網頁首頁登入的帳號密碼相整合。
8. LiveABC 可同時上線使用人數。
四、介購、代印服務、CCS、RSS、館藏查詢：
1. 介購各類型資料後，能即時收到回覆是否發訂、拒絕、到館等狀況。
2. 提供 RSS 服務。
3. 學科館員蒐集的研討會資料僅限校內主辦？
4. 校內代印服務對象可否加入研究生。
5. 校內代印費用太貴；可否存成電子檔。
6. 期刊目次偶有傳送錯誤或刊名不清。
7. 館藏查詢系統無法單獨就「視聽資料」做查詢，使用不易。
【附錄 B】資管所碩士班一年級學生代表對於本次圖書委員會提議事項：
1. 還書系統不穩定。
2. 服務態度不好。
3. 隔音設備差。
4. 常找不到書。
5. 空調設備不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