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圖 書 館 發 展 委 員 會 

  

會議時間：103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一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莊副校長 晉 

與會出席者：邱泰毅主任、林玉美組長、劉瑞珍組長、各系所委員代表（如簽到

表所示）  

會議紀錄：林詩茵組員 

 

壹、主席致詞： 

 

貳、主任報告：  

各位老師、各位委員大家好，幾件事情向委員報告： 

1． 過去幾個月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合併為圖資中心，業務稍有混亂，有

些事情也仍在進行中，例如網頁工程稍有延遲、尤其圖書館訊息更

新較慢，主要原因就是王院長把逢謙調走，而中心原本寫程式的同

仁負擔就很重，現在二邊在趕工，我計算了圖書館原有的自動化系

統外，尚有 26個資料庫要寫，因為累積多年，先挑選 3個資料庫來

寫，中心有二位同仁寒假將留下來寫程式，趕在開學前讓系統上線，

系統持續在開發，我們會陸續補上。 

2． 另外圖書館人力精減，圖書館人力原本八人，現在剩下五人，我們

需要志工，盼各單位代為宣傳，有意擔任圖書館志工者，服務內容

為新書到館時協助編目與平日櫃檯輪值，目前中心系統組三位同仁

已協助幫忙輪值。 

3． 這學期圖書館內部一樓與五樓變動較大，一樓設有多媒體數位閱讀

區、本區部分主要功能為多媒體服務區與學生學習資源中心服務時

間變更，開放至下午四點半，有些學生與進修部學生仍想繼續使用，

即可轉往圖書館一樓多媒體數位閱讀區，本區建置八台 PC、八台

iPad，同時有相關使用軟體和等一下討論的多媒體影片預約服務。 

4． 圖書館的購置趨勢稍作調整，學生的借閱率下降，到館借閱的較少，

採購的部份朝電子書、電子雜誌的採購比例提高，讓學生可以線上

閱讀。 

 

參、業務報告： 

一、採編組報告： 

1．10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已於 12月底完成核銷，因為是獎補助款需

要有績效，尤其是外文書，將放置一樓流通櫃檯，請各位委員多加

協助宣傳到館借閱。 



2．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採購中文圖書(含教育部補助) 3521 冊, 外

文圖書(含教育部補助) 681 冊,視聽資料(含教育部補助) 204 件冊, 

紙本期刊 321種，電子資料庫計 8種，總館藏量已超過 38萬件冊。 

3．本學期加入 HyRead ebook大學圖書館電子書聯盟，共計採購中文電

子書含聯盟學校總計【1,852 冊】，使用方式：每本書提供 1 copy

借閱及 2人線上全本瀏覽，每本書同時上線人數 3人，請各位委員

多加協助宣傳使用。  

 

    二、流通閱覽組報告： 

1．圖書館在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各樓層做了一些變動，向各委員報告： 

(1) 圖書館五樓拆除研究小間(並廢除研究小間管理辦法)，建置   

iMentor輔導區，另外為因應紙本圖書典藏空間的不足，將二

樓至五樓紙本圖書的典藏空間重新規劃，購置 12 座的密集式

書架，將中、西文圖書各類號擺設位置一併變動，同時亦於系

統完成圖書典藏地的樓層變更註記，以便讀者找到所需圖書。

目前三樓中文圖書 300大類及 400大類仍在進行挪、整架的作

業，如讀者找不到該圖書時，可向圖書館服務人員詢問。 

(2) 圖書館一樓建置多媒體數位閱讀區，設置 8 部 iPad 提供師生

上網及觀賞電子書，以及 8部電腦提供同學使用，請委員幫圖

書館多多宣傳，鼓勵同學到館利用。 

2． 圖書館新自動化系統軟硬體於 11月中旬由採編組林組長及網路組宋

組長採購入館後，期間持續進行系統測試工作，於 1 月 20 日、21

日及 23 日進行第一階段轉檔作業及新系統教育訓練(資安教育訓

練)，圖書館暫停開放，閉館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預計在下學

期開始圖書館會更換自動化系統，屆時館藏查詢平台亦會一併變更。 

3． 本學期自 10/1 至 12/25 舉辦 2013 圖書館嘉年華系列活動圓滿落

幕，活動期間「來借書，你將成為“借書達人”」之圖書借閱量達

到 19,206冊、「『全民瘋圖書館』攝影比賽」，共收到 12件攝影作品，

展 示 於 活 動 網 頁 上 ，

http://events.vnu.edu.tw/lib/votes/20131203002 、「 “ 貼 近

E-book-閱讀零距離”電子書借閱競賽」活動期間辦理兩場 2場雲端

電子書推廣活動，共計 75 位師生參與，其電子書借閱量達 27,742

冊、「“e 指有禮，好書報到”跨校圖書代借代還活動」，活動期間

本校讀者向他校申請圖書代借代還計 98件，本校圖書館被他校讀者

申請計 241件。 

4． 圖書館館際合作，2013年續簽約之大學圖書館(清大、交大、成大)

http://events.vnu.edu.tw/lib/votes/20131203002


計 3 所及高中職圖書館(內思高中)1 所。目前圖書館館際合作現況

如下表： 

表一、館際合作現況表 

單一合作館 館際聯盟 

高中職 大學 北區技專聯盟(39所) 

北區技職聯盟(20所) 

北區大學聯盟(22所) 
29所 9所 

5．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利用教育講習活動(含資料庫講習)共舉

辦 6場，共計 143人參與；圖書館導覽活動共計 16場，計 253人次

參與。 

6．圖書館自 2013年 12月 18日(週五)起，開始辦理寒假借書；歸還期

限延長至下學期開學後，2014 年 3 月 10 日(週一)前歸還。請各系

委員協助宣傳，鼓勵同學們借書以充實寒假生活。 

 

肆、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提案討論執行結果。  

社區人士服務作業要點於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9

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請見附件一）目前社區讀者借書證新申請人數為 50

人。 

 

伍、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圖書館執行情形說

明。（請見附件二） 

 

陸、提案討論：  

案 由 一：擬新訂圖書館一樓「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辦法」。 

說    明：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四樓多媒體服務區縮短平日晚間開放

時間，為提供本校師生平日晚間，於館內觀賞影片之需求，特擬

訂「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辦法」。 

決    議：（請見附件三）。 

 

柒、臨時動議： 

一、工程學院鄭益昌院長建議：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合併為圖書資訊中心，圖書館發展委員會的名稱是否需修

正? 

 

    圖資中心邱主任回應： 

    參考其它學校合併後，仍保留圖書館名稱，圖書館發展委員會的名稱繼續沿

用。 



 

二、教務長建議： 

    主席、各位委員好，剛才提到圖書館借閱率一直在下降，圖書館是否能想辦

法讓各系所主任、授課教師幫忙推廣學生使用圖書館館藏。一○四學年度的評

鑑，所有資料、數據能改善就是在一○三學年度，一○二學年度借閱率不再往下

掉，一○三學年度借閱率若往上提升，即可表現出我們在改善。另外電子資料的

使用率增高，計算時將借閱統計放進去；推廣時呼籲老師將整個班級帶來借書等

相關作法都考慮。 

 

圖資中心邱主任回應：  

    謝謝教務長的意見，這些我們都想到了，為什麼進那麼多電子書，就是因為

這些使用數據我們都加進來了，電子書的借閱方法簡單，線上點一下即借書，再

點一下即還書，衝量比較快，現在在圖書館一樓多媒體數位閱讀區的 8 台 PC，

桌面即是電子書、電子雜誌的圖示，點進去即是該網頁，該安裝的軟體也皆建置，

登入帳號、密碼即可使用，希望可以提高借閱率，目前親自到館使用的人數在下

降，在電子書的部分應是可以增加使用率，我們在這方面會多努力，也請委員回

去多宣傳電子書使用。 

 

三、數位多媒體系林文彥老師  

    建議製作借閱排行榜，一般都會有像這樣的統計，如果公告出來我覺得會有

部分幫助，像我個人買書會參考排行榜，讀者若有借書排行榜可參考，可增加借

閱率。 

 

圖資中心邱主任回應 

    這些排行榜以往都有，但二個單位合併事情真的很多，統計數據皆在，會於

以後的行政會議上報告排行榜數據，謝謝委員。 

 

捌、散會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圖書館社區人士服務作業要點 

一、宗旨 

為充分發揮本校圖書館功能，擴大圖書館藏資源共享，加強與社區民眾的交流，

建立良好的社群關係，特擬訂「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圖書館社區人士

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 

限年滿十六歲之個人。 

三、申請方式 

現場申請：請備妥以下文件，洽圖書館櫃台辦理「社區讀者借書證」： 

    （一）填寫申請單 

（二）繳交證件：請提供身份證正本查驗，並請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一吋照片一張。 

（三）繳交費用： 

1.年費新台幣二佰元，借書證自核發日起有效期限一年，期滿前可續

辦。 

2.保證金新台幣三仟元，於申請時繳交，並於終止時無息退還。惟社

區讀者如有違反圖書館館藏資料借用規則之相關罰則，而未依規定

繳納時，館方得逕由保證金中扣繳，該讀者不得異議。 

四、服務項目 

（一）入館閱覽：凡持社區讀者借書證，可直接刷卡入館閱覽各種書刊。 

（二）借書：每張借書證一次最多可借十冊(附件列入冊數計算)，借期為十

四天，借書期限屆滿且無人預約，得續借 1次。可線上預約借出中之

圖書。相關規定請參見「圖書館館藏資料借用規則」。 

（三）可於館內借閱視聽媒體資料，但不可外借。 

    （四）書刊薦購服務：可推薦購買館內未蒐藏之圖書，圖書館保有採購與否

的決定。 

五、注意事項 

（一）借書證限原申請個人使用，不得借予他人，如經發現，圖書館得終止

該借書證權限，原繳交年費恕不退還，且永久不再受理該社區讀者申

請。 

（二）進出圖書館需遵守圖書館閱覽及借還書等相關規定。 

（三）借書證如有遺失或損毁，需備妥身分證明文件、一吋照片一張及工本

費新台幣二佰元申請補發。 

（四）證件自核發日起一年內有效，期滿十四天前(或遇圖書館寒、暑假長

期借書之借閱期限超過證件之有效期限時)請持原證件續繳年費，始

可持續享有社區讀者權利，逾期未繳納者，其權利自動終止。 

（五）請務必保留保證金收據，於終止社區讀者權利時，憑據無息退費。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圖書館閱覽規則」、「圖書館館藏資料借用規

則」相關規定。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圖書館執行情形說明。 

 

一、  副校長建議：  

(一)、 對學生未來有幫助的國內證照、國際證照，請各系協助提供專業

領域相關考照資料，尤其新成立的系所，須充實各項圖書資源。  

(二)、 請職場組的老師蒐集職場相關資訊（包含各行業要求的證照、如

何履歷表撰寫資料、職場相關雜誌…等），提供學生在求職時的參考，請汪老師

督導職場組的老師隨時更新資料。  

 

圖書館執行情形：持續通知各系所採購專業領域相關考照書籍，並將新到館

考照書籍典藏於四樓證照專區。 

 

通識中心汪慧瑜老師回應：  

目前坊間的圖書，履歷表皆為統一的格式，人力銀行提供的履歷表也是制式的表

格，目前各行業應該沒有自己專屬的履歷表格式，求職者可依自己的需求，以附

件的方式強調自己的專業背景與工作經歷。  

  

二、  環工系張美玲老師  

圖書館西文書庫區及中文圖書 500、600 類書庫區的感應燈具照明時間太短，是 

否可以延長燈亮的時間。  

 

圖書館執行情形：已請廠商調整延長感應燈具照明時間至五分鐘，方便讀者

尋找書籍。 

 

 

 

 

 

 

 

 

 

 

 

 

 

 

附件二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辦法 

一、服務宗旨： 

為使讀者可於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一樓多媒體數位閱讀區觀賞影片，本

館提供讀者預約影片服務，特訂定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二、服務對象： 

凡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得依本辦法向本館提出預約服務。 

 

三、預約時間及方式： 

(一) 預約時間及時段：使用前 1 至 2 天自行線上預約(影片觀賞當天不提供

預約服務)，週一至週五每日提供預約開始觀賞時間為 17 時 30 分至 18 時 30

分。(寒暑假期間不提供預約服務） 

(二)預約方式：依本校個人入口網之帳號及密碼，登入影片線上預約服務系

統後，填寫「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單」，限定一位讀者僅能於一個預

約時段，預約一個座位及一部影片。 

 

四、使用時間及區域： 

(一) 使用時間：週一至週五 17 時 30 分至 18 時 30 分開始觀賞至閉館前 10

分鐘。（週六、日、寒暑假期間、休館日不提供觀賞服務） 

(二) 使用區域：預約完成後，請於預約時段攜帶教職員證或學生證至本館一

樓櫃檯辦理借閱，並於一樓多媒體數位閱讀區觀賞影片。 

 

五、注意事項： 

(一) 該區採預約制，提供 4 部電腦供讀者觀賞預約的影片(每部電腦可供觀

賞 1 部影片，供 1 至 2 人一同觀賞)，如讀者未提前 1 至 2 天線上預約，

本館得不受理。 

(二) 如影片已被教師外借作為教學之用者，不提供預約服務。 

(三) 讀者一旦逕行預約後，本館不提供使用當天更換影片之需求，且應於所

預約之時段至本館辦理借閱(本館為預約者保留 1 小時，如 18:30 前未

到者，即逾時並取消預約，本館得將該部電腦優先提供現場讀者使用，

預約者不得異議)，如遇預約三次皆未到館利用時，本館將該讀者停權

一學期不得享有預約影片之服務。 

(四) 倘因使用不當致使影片、器材或設備受損，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五) 基於著作權考量，讀者不得自行攜帶影片至該區觀賞，違者須負一切法

律責任。 

附件三 



(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與法令辦理。 

 

六、本辦法經圖書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