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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3 年6 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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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中心 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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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延芳 組員 

 

壹、主席致詞(校長因事無法出席，由圖資中心 邱主任代理)  

 

貳、圖資中心 邱主任報告： 

1.圖書館借閱量持續降低，請各委員幫忙宣導，鼓勵學生借書，以提高借閱量。 

2.各系所都有編列圖書預算，請各委員大力薦購系所專業圖書，儘量將圖書預算核 

銷完成。 

3.因紙本圖書借閱使用量低，擬將增加電子資料的比重，陸續購置專業電子書及教

學軟體，提供讀者方便上網使用，亦配合學校的雲端教學，屆時可能成立雲端圖

書館。 

4.圖書館館藏空間本來就不足，近年又因觀餐學生人數增多，專業書籍購置量大幅

提高，原二樓的典藏書架已不敷使用，將利用暑假期間拆除多餘的隔間，以增加

書架典藏空間。 

5.MA地下1樓，早年風災淹水，導致空間品質不佳，也將於暑假重新施工翻修，因工

程耗時，施工期間MA地下1樓暫停使用，儘量趕在開學前完工。 

6.原MB4F穿堂的職涯諮詢區已移至MA5F，MB4F穿堂將重新規劃設施，以增加視聽多

媒體區的使用區域。 

 

叁、業務報告： 

一、採購編目組林組長報告 

         1.館藏總量統計至 103年 5月止已達 38萬件冊，本學期圖書教育部補助採購案均

已招標完成，目前正在處理已到貨之圖書。感謝總務處大力協助。 

2.在雲端電子書服務方面：本校為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聯盟、

HyRead大學圖書館聯盟成員之一，提供中文電子書近 4800冊，希望各委員能積

極協助推廣使用，感謝協助。 

3.以教育部補助款購置之圖書資料，經完成採購及圖書編目加工處理後，除作新書

展示外將陳列於一樓服務櫃檯旁，提供讀者參考借閱，希望各委員能積極協助推

廣使用，感謝協助。 

4.103學年度電子資料庫購置調查結果（請參考附件 1），本中心將依 103學年度編

列之預算，按照調查結果之優先序購買提供師生檢索使用。 

二、流通閱覽組劉組長報告 

         1.102學年度第 2學期，執行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圖書資源共享聯盟，自

103年 4月 1日至 6月 15日止，舉辦「圖書代借代還推廣活動」、「雲端電子書

推廣活動」、「虛擬借書證推廣說明會」，其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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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說明 

圖書代借代還推

廣活動 

活動期間本校讀者向他外申請圖書代借代還計138

件，本校圖書館被他校讀者申請計 264件。 

雲端電子書推廣

活動 

活動期間辦理兩場 2場雲端電子書推廣活動，共計

79位師生參與，其電子書借閱量達 2,882冊。 

虛擬借書證推廣

說明會 

舉辦 2場說明會參與人次共 55人。 

2.102學年度第 2學期，圖書館利用教育(6場 140人)、圖書館導覽(22場 710人)

及學位論文上傳講習活動(5場 76人)，參與人次共計 926人次。 

3.圖書館自 103年 6月 13日(週五)起，開始辦理暑假借書；歸還期限延長至下學

期開學後，103年 9月 29日(週一)前歸還。請各系委員協助宣傳，鼓勵同學們

借書以充實暑假生活。 

4.圖書館於 5/1(四)至 5/26(一)進行讀者滿意度問卷調查贈獎活動，目前已在進行

回收的統計作業。感謝委員及師生的填答，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可供圖書館提升

服務品質之改進參考。 

5.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於寒假導入之後，目前提供多項查詢(主題書、暢銷書、新書

資訊)功能，歡迎各位委員使用，並提供意見給予我們改善。 

6.102學年度截至 5月底，圖書借閱量達 60,120冊，距離 ISO品質目標值 70,000 

冊，還有一些距離，請各圖書委員幫忙向系上宣傳鼓勵同學們到館借閱圖書。 

 

肆、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委員建議執行結果  

         委員建議一：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合併為『圖書資訊中心』，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名稱

是否需修正? 

執行結果：『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名稱，已於第25次行政會議(103年1月22日)通過

修正為『圖書發展委員會』。 

 

委員建議二：建議製作借閱排行榜，作為讀者借書的參考。 

執行結果：已於 103年2月更新圖書館館藏查詢的頁面，讀者可瀏覽館藏、熱門借

閱、新書、暢銷書、主題書等書目，也可作為借閱的參考。(請參考附件2) 

 

伍、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提案討論執行結果 (請參考附件3) 

         執行結果：新訂定圖書館一樓「 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辦法 」，已於102學

年度第1學期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103年1月9日)，『多媒體數位閱讀區影片預約系

統』已初步建構完成，目前正測試中，將於103學年度9月開學後正式啟用。 

 

陸、提案討論 

無 

 

柒、臨時動議： 

 1.委員建議：因為讀者常自費上網瀏覽一些電子期刊，希望圖資中心可以購置，

提供讀者免費上網瀏覽使用。 



3 

 

    圖資中心回應：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已購買約十五種電子期刊，在圖書館網

頁的飽讀書區，會再加強宣導飽讀書區的使用說明，讀者依操作步驟設定後，

即可使用。 

2.委員建議：在書庫中，經常不知道如何找書，是否製作更明顯的圖書架號指引

圖，方便讀者找書。 

     圖資中心回應：圖書架號指引圖是很好的建議，但因為架號經常變動，所以只

有在書架上標示架號，會研擬出更適當的方法，方便讀者找書。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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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年電子資料庫續訂調查統計結果 

中文 適用學群 主題 中文資料庫名稱 
建議採購

序號 

中文 各學群 綜合 中文期刊電子服務(CEPS) 1 

中文 通識學群 語文學習 E-Touch 線上學習系統(全民英檢資料庫) 2 

中文 各學群 綜合 天下知識庫 3 

中文 工程科技 工程科技 工程學刊 4 

中文 商管學群 商管、經濟學 臺灣商學企管資料庫 5 

中文 商管學群 商管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資料庫(技職共用) 6 

中文 各學群 綜合 聯合知識庫 7 

中文 工程科技 工程科技 中國期刊網 (理工 B) 8 

中文 商管學群 財經、商管 情報贏家 9 

中文 商管學群 財經、商管 中華徵信所線上資料庫 10 

     
  

    

西文 適用學群 主題 外文資料庫名稱 
建議採購

序號 

西文 各學群 綜合 SDOL-Science Direct On Line 1 

西文 
社會科學學

群 
社會科學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SSCI                

(技職共用) 
2 

西文 工程學群 

工程、生物工程學、

運輸學、化學和加工

工程 

EI-Engineering Village 3 

西文 各學群 綜合.商管 EBSCO Research Databases ASP+BSP 4 

西文 各學群 綜合 World Scientific 電子期刊資料庫 5 

西文 
自然科學學

群 
科學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SCI (技職共

用) 
6 

西文 各學群 綜合 Springerlink 7 

西文 各學群 綜合.商管 Taylor&Franc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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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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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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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月9日 102學年度第1學期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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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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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