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0 屆
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8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臺灣科技大學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0 屆
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一、 本屆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錄及臨時會議之會議紀錄，提請確認。
1. 第 2 次會議紀錄

97 年度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錄
97.05.15
項目
議題討論一

議題討論二
臨時動議一

案由
建議每位委員所屬圖書館，指派一
位具服務熱忱的館員，擔任本委員
會之 貴館聯絡人。
有關本屆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之舉
辦地點，提請討論。

決議
照案通過。

希望就前次會議中 2 個臨時提案，
有關「同時上線人數計價方式」及
「技專成立 SDOS 與 IEL 聯盟」等
細節，代 CONCERT 工作小組做進
一步解釋與回應。

由崑山圖書館先對全國
技專圖書館做全面調
查，並由高應大圖書館
領銜召集聯盟，就部份
資料庫以技專校院立場
與廠商議價。原則上由
IEL 資料庫開始。

第 3 次會議於臺灣科技
大學圖書館舉辦

2. 臨時會議紀錄

97 年度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臨時會議紀錄
97.10.22
項目
議題討論一

案由
IEL 訂購費用對技專校院圖書館已
形成一大負擔；技專圖書館是否有
更好的因應措施。

議題討論二

雲科大承辦之「技職校院共用性電
子資源計畫」議題。

決議
呼籲技專校院圖書館
重新逐一審視訂閱各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的
本益比，並建議評鑑
時，把能協助師生快速
而低廉或免費取得期
刊資料庫論文，等效於
已訂該期刊資料庫。
雲科大提供工作流程
圖及甘特圖釐清疑
慮；建議未來教育部提
前計畫時程，以免重覆
訂閱。

二、

議題討論

1. 97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提案」草案，如附件一請討論。
提案單位：崑山科技大學
說明：本年度之館長聯席會提案中有多項與技專校院有關，宜先行討論，以利
整合。
決議：

三、

臨時動議

四、

散會

附件一
97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提案
提案一：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採購合理比例及紙本圖書與電子書採購建議之合理
比例為多少？請討論。(改納入論壇議題)
說 明：
1. 紙本期刊或圖書屬於資本門；電子期刊或未買斷電子書則為經常門，經
查相關規定，並未明確訂定，導致編預算時無指標可循。
2. 曾去函教育部解釋，部建議於聯席會議提出討論，廣納意見，達成共識。
提案二：請各大專校院圖書館聯合電子資料庫廠商議價，以降低私校圖儀經費負
擔。（改納入論壇議題，並併入提案八）
說 明：
醒吾圖書館之圖儀經費已高達全校經費之 1/4 強(過去之比例更高)，電
子資料庫雖然在技專校院使用率不高，然而為滿足少數老師研究之需
求，學校仍必須添購，但是動輒數百數之資料庫(例如 IEEE)實非一家私
家校所能負擔。
提案三：敦請教育部儘速召開「第四次全國圖書館會議」，積極推動台灣圖書館
事業營運發展。
說 明：
教育部原擬於 97 年度召開第四次全國圖書館會議，並廣邀專家學者研
擬議題，主要有四項：「學術傳播」、「閱讀環境」、「法制及組織」、「數
位化資訊服務」。但延宕至今將近一年仍未召開，促請藉由全國大專校
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敦請教育部儘速召開「第四次全國書館會議」，
積極推動台灣圖書館事業營運發展。
提案四：建議教育部第 3 年「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料庫採購計畫」，能予以增
加採購預算。
說 明：
1. 國際間之電子資源廠商，尤其是握有出版優勢之廠商，更存在有「年漲
率」情況，長期下來，壓縮各校採購電子資源之預算，恐對教學研究
之質量會產生影響。
2. 擬建議大會做成建議案，建請教育部，能增加第 3 年「技職校院共用性
電子資料庫採購計畫」之採購預算。
提案五：建請教育部提供專款並委託學校與廠商協商談判，進行有關 VHS 及 Beta
影帶轉製成 DVD 之相關智慧財產權問題。
說 明：

1.
2.

目前各校普遍存在有 VHS 及 Beta 影帶，因年代久遠，影帶逐漸老化，
且播放設備不易尋找，造成各校視聽資閒置。
因為目前技術已可以將 VHS 及 Beta 影帶轉製成 DVD，建請教育部提
供專款並委託學校與廠商協商談判，針對上述視聽資料轉成 DVD，其
衍生之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

提案六：建請教育部技職司綜合考量「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料庫購置計畫」之
整體效益，斟酌提撥經費補助技專校院圖書館以聯盟方式建置電子資源
整合查詢系統，以利推廣及提升資料庫使用率。(併入提案四)
說 明：
1. 以實務導向的技職院校在研究需求上相對一般大學較少，圖書館服務人
力也少，購置及維護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經費昂貴，是否一定要以傳
統模式各校買斷軟硬體獨立負擔所有成本頗值得評估？綜觀國內圖書
館較普遍用的４家異質資料庫整合查詢系統，為國外套裝產品的有傳技
資訊公司代理之 Muse 及鼎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之 MataLib，國內自
行開發的系統已在市場被應用的有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的
SmartWeaver 與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Hyint。
2. 目前市場上已有廠商提供集中代管伺服器與後端維護系統、客製化介
面、並同意改以租賃收費，「台灣技專校院圖書館 HyintASP 聯盟」是
凌網科技公司修改原產品 Hyint 後，給技專圖書館的新選擇。
3. 由「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補助「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於
97 年 12 月 11 日假台北市內湖區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舉辦之「台灣技專
校院圖書館聯合租賃 HyintASO 聯合服務方案說明會」
，共有 31 位技專
校院圖書館代表出席。
提案七：建請將博碩士論文之數位化典藏法制化，以利推行機構典藏之建置。
說 明：
1. 依學位授予法第八條規定，國家圖書館為國內學位論文的法定寄存圖書
館；各大學校院就自身產出論文之蒐集則無特定法源。不僅是完整典藏
博碩士論文的障礙之一，遑論考量該典藏數位化之發展。
2. 因缺乏法令依據，目前各校博碩士論文之徵集，多透過校內行程序，採
自由授權，規定畢業生繳交學位論文和授權書後，才完成離校手續。博
碩士畢業生可圈選其論文僅供校內查閱，或決定若干年後再開放。亦
即，各校圖書館仍須獲得作者授權，始得典藏全文電子檔，否則只能根
據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之一，公開論文摘要。
3. 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的著作，受雇人為著作
人，但著作財產權原則上歸雇用人所有。爰此，由機構負責進行所屬成
員研究成果的典藏服務，合情合理。學校師生之論文產出，實難舉證未

曾利用校內資源或設備支援，將博碩士論文比照受雇人著人，而由學校
擁有典藏利用權利之法理，亦無不宜。
提案八：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曾針對近期有國外資
料庫公司決定終止與國內聯盟談判議價，改與訂購單位個別議價一事進
行討論。此事攸關未來臺灣大專校院與研究機構的採購作業，籲請館長
們團結一致，共同抵制廠商不合理的銷售方式。
說 明：
1. 國外資料庫向來價格昂貴，每年又常出新招，不是變更計價模式就是變
更使用方式。近期有數家公司甚至決定終止與國內聯盟談判議價的模
式，改與訂購單位個別議價，並聲稱單獨磋商對圖書館更有利。此事攸
關臺灣大專校院與研究機構的採購作業，如被廠商各個擊破，未來的採
購談判將更為艱困。
2. 目前國內各大專校院圖書館與研究機構所採購的重要資料庫大多委由
CONCERT 聯盟代表議價、協商合約與簽訂共同供應契約，並處理後續
的推廣訓練等服務，我們相信這樣的運作模式可以簡化圖書館的採購程
序，節省人力，也能形成較大的談判力量，就整體而言，對臺灣的圖書
館是有利的。
3. 圖書館以組成聯盟的方式進行資料採購是全世界共同的的趨勢，我們無
法相信個別採購會對圖書館有利，更反對廠商對臺灣的特殊待遇。
提案九：建請制定「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小組設置要點」，以健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功能，並使各輪值召集學校有所依
循。
說 明：
1. 「全國公私立大學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小組」(現改名為「全國
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小組」
)於 96 年 6 月 1 日－95 學年度圖
書館館長聯席會中通過設立。
2. 96 學年度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己提案制定常設小組施行要點，惟教育部
指出草案內容偏重會議事宜，若為常設小組，應有共通性、常態性業務，
如擬訂圖書館年度計畫、提供共同採購資訊、辦理校際圖書館活動、館
際合作推廣事項、圖書館相關事項統計等，故本施行要點草案緩議。
3. 為健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功能，並使常設小組的運作，不
因召集學校每年更迭而產生起落，以及使代表學校之推舉、文件紀錄之
彙整與傳承、常設小組之運作有所依循，因此修定後，再次提案建議制
定其設置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