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學年度第一學期圖書館發展委員會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102 年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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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祖館長、林玉美組長、徐逢謙、各系所委員代表（如簽到表所示） 
會議紀錄：周家興 
 
壹、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圖書委員的積極參與。圖書館是本校的精神堡壘，希望各位能多加利用

與愛護圖書館，以提高使用率。其次，圖書館也是本校的地標之一，各單位參觀學校都

會到圖書館，希望各位踴躍發言與建議，期使圖書館發展能更臻理想。 
     
貳、館長報告 

本學期(1011)幾件事項向委員報告： 
  一、證照自學軟體持續購買與陸續建置中(目前建置完成之專業類、電腦類以及語言類合計

約50種)，皆公告於學生學習資源中心網頁，請各委員協助宣導並多加鼓勵學生使用。 

  二、依據招生組提供的學生桃園地區的主要來源學校(計27所)，目前計有21所高中職圖書

館與本校簽訂館際合作協議，簽定率約78%；其餘6所學校中，5所(中壢高中、桃園高

中、六和高中、平鎮高中，及泉僑高中)回覆無意願，另外1所(新生醫校)已加入北區技

專聯盟，故不單獨簽約，完整名單公告於圖書館網頁，期能有助於本校師生圖書資源

的利用以及各系招生工作之推動。 

三、101學年度起，大一與大二學生每週一至週四5、6節不排課，圖書館利用學生的空堂

時間規劃活動(如：電影欣賞、圖書館導覽、圖書資源講習、閱讀競賽等)，除了提升

學生的圖書館利用率，並期能提高留生率。成果如下： 
(一)圖書館導覽：舉辦場次19場，參與人次537人。 
(二)證照講座：舉辦場次6場，參與人次183人。 
(三)電影欣賞：舉辦場次12場，參與人次119人。 

四、這一期的教學卓越計畫已於去年執行完成，感謝各位委員在圖書館主要負責項目：教

學助理工作的支持與協助。希望新的教學卓越計畫本校依然可以順利通過，也希望各

位委員可以持續督促與鼓勵圖書館的各項業務。 
 
參、圖書館業務報告： 
  一、採購編目組林玉美組長報告。 

(一)圖書館第一學期購進之圖書資料如下：中文圖書3,939冊（1,051,675元）、外文圖書480

冊（1,375,400元）、視聽資料193件（564,490元）、紙本期刊433種、（3,936,413元）、

電子資料庫14種（7,615,184元）中文電子書151冊（123,000元)。 
(二)圖書館秉持為服務讀者新知需求，雖因經費減少但仍以系所教學參考、考照圖書、讀者

推薦及每月暢銷排行榜優先購置，希望各委員亦能繼續支持多加推薦，尤其考証照圖書

須仰賴系上開課老師推薦才能將新資訊購入推薦給同學參考。 

(三)2013年電子資料庫依照預算及各院推薦已陸續放置圖書館網頁，相較2012年增加約6種

資料庫，中文電子書新購入151冊，希望各委員亦能幫忙推廣，增加使用率。 

(四)圖書期刊及資料庫因經費編列有限，無法盡善盡美，但仍期望委員多加宣導使用館際合

作方式取得所需資料。 
  二、流通閱覽組徐逢謙報告。 

(一)本學期2012圖書館嘉年華系列活動自11/1至12/16圓滿落幕，活動期間「尋找借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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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圖書借閱量達到11,560冊；「圖書館形象Logo設計競賽」，共收到11件攝影

作品，同學們發揮巧思設計圖書館的館徽，目前已將Logo掛在圖書館一樓展示，得

獎名單已於12/17(一)下午3點公佈於圖書館網站；「看影片 抽禮券」活動期間影

片之觀賞人次達297人次。感謝委員的大力支持與推動。  
(二)圖書館館際合作的部分，2012年1-4月間，桃園地區高中職學校尚未回覆簽訂館際合

作事宜之學校為「平鎮高中」、「泉僑高中」，101-1學期經多次聯絡後，於10月初

回覆仍無簽約之意願。另外，至2012年底，計1所高職圖書館(至善高中)到期，已於

2012年12月與對方圖書館完成續約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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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所(其中 1 所到期已進行續約

事宜) 9 所 

北區技專聯盟(37 所) 
北區技職聯盟(20 所) 
北區大學聯盟(22 所) 

(目前簽約館際合作狀況，請參見：

http://www.lib.vnu.edu.tw/reference/Interlibrary-Loan/document/loanlist.doc) 

(三)配合勤教好學，圖書館舉辦系列活動，成功舉辦共計4場，共計106人次參與。 
(四)101學年度第一學期圖書館利用教育講習活動師生申請共5場，共計151人參與；圖書

館導覽活動共計19場，計537人次參與。 

(五)圖書館執行北區技專校院圖書資源共享聯盟提升計畫：拍攝完成第三階段「圖書館

導覽影片」，歡迎師生線上觀賞，以利瞭解圖書館的環境與各項服務。懇請各位委

員幫忙宣傳。圖書館動態導覽影片網址： 

http://www.lib.vnu.edu.tw/act/Video.htm 
Ps:第一階段「學生學習資源中心資源介紹」動態導覽 

第二階段「圖書館資源利用小撇步」動態導覽 

(六)學生於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使用證照軟體之現況，如下表： 

(統計期間：100/9/1~101/12/31 止) 

項次 使用日期 證照軟體名稱 證照種類 使用次數

1 Adobe DreamWeaver CS5 143 

3 Adobe Fireworks CS5 35 

4 Adobe Flash CS5 93 

5 Adobe Illustrator CS5 49 

6 Adobe Photoshop CS5 91 

7 AdobeFlash Catalyst CS5 

ACA 

22 

8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列軟體－

3dsMaxDesign 2012 3dsMax 177 

9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列軟體－

AutoCAD 2012 AutoCAD 183 

10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列軟體－

Ecotect 2011 Ecotect 44 

11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列軟體－

InventorPro 2012 
Inventor 81 

12 Autodesk 建築工程系列軟體－

Revit 2012 Revit 66 

13 
ERP 企業資源規劃基礎認證教

材 36 

14 

專業類 

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財

ERP 證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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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日期 證照軟體名稱 證照種類 使用次數

務模組】 

15 
HERM 高效企業典範模型－【資

材部及業務部】 112 

16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

列-ERP 基礎觀念及導入方法篇
191 

17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

列-生產製造模組應用篇 54 

18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

列-財務模組應用篇 67 

19 
WorkflowERP 應用人才培訓系

列-配銷模組應用篇 69 

20 Solidwork 2011 教育版 109 

21 SolidWorks eDrawings 
CSWA 基礎工程技術認

證(CSWA) 32 

22 TKB 證照模考系統 

1. TKB 全民英檢模擬試

題：初級、中級、中高級 
2. 證券類： 證券商業務

員(含歷屆試題)、 證券商

高級業務員(含歷屆試

題)、 投信投顧業務員(含
歷屆試題)、 期貨商業務

員(含歷屆試題) 、 歷屆

債券人員、 歷屆股務人

員 3. 銀行類： 理財規劃

人員(含歷屆試題)、 信託

業務人員(含歷屆試題)、 
銀行內控人員(含歷屆試

題)、 初階外匯人員(含歷

屆試題)、 初階授信人員

(含歷屆試題) 4. 財會類： 
記帳士(含歷屆試題)、 記
帳士(New) 5. 保險類：投

資型保險商品測驗題庫

(含 99 歷屆試題題庫) 6.
共同類：金融市場常識、 
職業道德 

60 

23 全國技術士檢定考古題下載 25 

24 
全國技術士檢定即測即評線上

模擬測試系統 

勞委員核發之技術士證

照 44 

25 行銷管理線上考試系統 行銷管理 26 

26 國際貿易實務線上考試系統 國際貿易實務 25 

27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術科)
實作影音教學 51 

28 會計資訊系統－【文中版】 

勞委會-會計事務職類【資

訊項丙級】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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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日期 證照軟體名稱 證照種類 使用次數

29 CC123 e-Learning 平台 
電腦軟體應用、硬體裝

修、網頁設計、軟體設

計、SCJP、VB2008 
158 

30 SCJP6.0 試題解析 SCJP 17 

31 巨匠數位學習課程 
電腦軟體應用、電腦硬體

裝修、網頁設計、Auto 
CAD 、Photoshop、3dsmax 

251 

32 軟體百視達   137 

33 電腦技能檢定數位學習網 電腦軟體應用、網頁設

計、軟體設計、ERP 124 

34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術科實作影

音教學 16 

35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學科題庫系

統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16 

36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術科實作影

音教學 32 

3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學科題庫系

統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28 

38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術科實作影

音教學 17 

39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學科題庫系

統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18 

40 電腦軟體應用線上考試系統 電腦軟體應用 27 

41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術科實作影

音教學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26 

42 
網頁設計丙級術科實作影音教

學 14 

43 

電腦類 

網頁設計丙級學科題庫系統 
網頁設計丙級 

30 

44 AMC e-learning TOEIC 18 
45 E-Touch 線上學習系統 全民英檢、TOEIC、托福 142 

46 Just Talk 英語教室 全民英檢、TOEIC、New 
TOEIC、JLPT 日語檢定 113 

47 Live ABC 全民英檢網 全民英檢 130 

48 Live ABC 網際英語學院 全民英檢 145 

49 New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OEIC 41 

50 

語言學習類 

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

學習網 (Learning Program for 
Stroke Order of Frequently Used 
Chinese Characters) 

  12 

總計 3,511 
 

(七)圖書館自2012年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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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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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寒假生活。 

  三、莊副校長  晉回應 

(一)感謝圖書館與各位圖書委員的辛勤付出，使得圖書館軟體、考照與各領域的藏書與

採購皆有專家的參與及投入。 

(二)本校境外生持續增加，希望圖書館於採購圖書及舉辦活動(如考取國際證照課程與電

影欣賞等)時，皆能考慮此一現象，以期擴大境外生參與本校活動的意願及比率。 

(三)境外生參與各項活動的統計資料(如圖書借閱率與電影欣賞參與名單)，可協助圖書

館規劃活動。 

(四)各委員指導之社團，其所需圖書亦可推薦圖書館採購。 

(五)深入了解無簽約意願或尚未簽訂館際合作協議之高中職，其原因為何？ 

(六)持續採購全民英檢，及多益等英語檢定相關圖書。 

(七)對於ipad等平板電腦所提供的相關服務，圖書館應於網頁公告使用資訊。 

(八)對於職涯輔導區的規劃及相關書籍的採購，請圖書館持續進行。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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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設學院陳俊瑜院長建議： 

雨災期間，觀設學院搬遷至圖書館之情形說明。 
(一)目前臨時辦公室的網路皆已安裝完成，但資料列印部份，可否請圖書館提供協助，

方便各系公務資料之列印、影印？ 
(二)各系臨時辦公室的電話部份，目前尚無法通話，是否請總務處於這星期協助完成電

話線路轉接，以方便對內、對外公務的聯繫？ 
圖書館執行情形：圖書館於雨災後復原期間，全力配合並支援觀設學院的軟硬體需求，

協調其與各單位聯繫。同時偕同總務處與電算中心完成管線與網路裝

配，現已回復災前狀態。 
二、教務處王啟川教務長建議：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建置了多種證照自學軟體，是否可提供各證照軟體的使用統計，做

為各系畢業門檻指標與教發中心分配卓越計畫資本門標餘款之參考？ 
圖書館執行情形：目前學生學習資源中心建置的證照軟體每個月皆有使用統計（包含

使用次數及使用時間），如果使用次數太少，圖書館也會通知推薦

的系科，請老師鼓勵系上同學至學生學習資源中心使用。 
三、莊副校長 晉建議： 

(一)感謝圖書館在這次雨災中協助佈置觀設學院辦公室及觀休、旅館二系系辦公室相關

設備，並提供資料影印、列印服務，非常感謝。 
(二)本校正逢招生期間，各系臨時辦公室之分機必須與原來使用的分機號碼相同，保持

對校外之通訊，目前已請總務處全力搶通。 
(三)請圖書館將研發處職涯輔導區列入，使得本校圖書館的服務朝更多元方向發展，讓

圖書館的服務更完整且有別於其他科技大學圖書館。 
(四)因各系學術領域不同，建議各院、系皆要配置圖書委員，使得圖書館圖書館採購資

訊來源能夠更加普及化。 
(五)請委員建議系上如果有相關國際或國內證照考照軟體資訊，請提供圖書館採購。 
(六)圖書館舉辦的證照達人講座活動非常好，提供同學們考照的相關資訊及小撇步，下

學期請繼續努力，並希望再充實證照軟體的種類，提供學生自學使用。 
(七)桃竹苗高中職館際合作部份，請圖書館繼續努力與尚未簽訂的學校接洽。 
(八)請圖書館調查本週六、日教師使用研究小間之需求，並提供適當之服務。 
圖書館執行情形： 

１、關於協助與支援觀設學院災後相關事宜，感謝各單位指導、協助與配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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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業已回復原狀。 
２、圖書館於導覽時，皆會提及與介紹職涯輔導區的相關服務與機制，另外，亦持

續充實與更新該區域的相關圖書典藏。 
３、圖書館於學期間皆會不定期透過電子郵件寄送各系所相關圖書資訊，提供老師

與圖書委員挑選，並依此購買圖書。同時，針對證照與英語檢定相關書籍，次

第採購。 
４、圖書館證照達人講座活動深受各界好評，於本學期持續推動原本既有的講座活

動外，另外增加勤教好學等一系列活動，冀望豐富學習內容與提升學生學習與

輔導成效。 
５、對於桃竹苗區內之高中職尚未簽訂館際合作學校，圖書館持續與其保持聯絡並

加強溝通。 
四、觀設學院陳俊瑜院長建議： 

圖書館每年皆會提供各系委員圖書、期刊及資料庫的採購調查，目前觀光休閒、餐旅

類的圖書期刊比例稍嫌不足，新增的期刊種類也不多，是否請圖書館調查其他學校圖

書館的採購狀況，尤其西文期刊的部份是否須有一定的採購比例，如果有需要院、系

配合的地方，我們很樂意協助提供相關資料。 
圖書館執行情形： 

(一)圖書館每年皆會提供前一年的資料庫使用統計給各院、系做為資料庫採購的參考。 
(二)圖書館網頁中，已標示各資料庫涵蓋的主題及年代，提供讀者檢索資料庫之參考。 
(三)圖書館未採購之資料庫(如：IEEE)，讀者可以利用館際合作的方式取得全文。 
(四)紙本期刊部份，各院、系在接獲每年期刊採購調查時，可依院、系需求調整採購清

單，圖書館在經費預算範圍內，將依各院、系排定之優先序進行採購。 
(五)圖書館未來將參考其他學校相關院、系採購之圖書、期刊及資料庫種類，提供觀設

學院作為採購參考。 
 
伍、提案討論 

提案：「贈書處理原則」修訂，提請討論。 
  說明：關於本館受贈資料、典藏與否、處理方式之修訂，提請討論。見(附件一)。 
  決議：通過「贈書處理原則」修訂。 

 
陸、臨時動議 
  一、觀休系顏正豐老師建議： 

鑒於報考領隊導遊證照人數持續增加，請圖書館採購領隊導遊考照的軟體。 
圖書館回應： 
圖書館會綜觀整體發展與需求、兼顧經費與預算，同時亦會評估軟體授權性質是否符

合學校相關規定，做一通盤考量。倘若下學年客觀環境與相關預算許可，圖書館會主

動與顏老師聯繫採購軟體相關事宜。 
二、推廣教育中心李粵強主任發言： 

感謝圖書館的專案處理，使得學分班的學員亦可享有與一般學生同樣的借閱權利，同

時亦讓推廣招生作業更加順利。 
三、通識中心劉興鑑主任發言： 

對於職涯輔導區所需圖書、外文暨華語文檢定相關書籍的採購，圖書館皆提供相當的

協助，藉此表達感謝之意。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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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萬能科技大學存廬紀念圖書資訊館贈書處理原則修正情形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 明 

第一條 

萬能科技大學存廬紀念圖書資訊館

（以下簡稱本館）接受贈書資料，

凡符合本館主題之科普書籍均至為

歡迎。為使讀者了解圖書館接受贈

書資料範圍，特訂定以下原則。

第一條 

贈書資料來源：個人或機構主動贈

送、政府出版品、學校出版品。

劃線部份修改 

第二條 

本館典藏贈書資料原則： 

（1）政黨、宗教宣傳圖書資料、零

星單期雜誌、漫畫套書不完整者及

小冊子不予典藏。 

（2）資料內容有大量註記、眉批、

劃線者不予典藏。

（3）本館館藏複本若已超過 3本

(含)以上，本館不予典藏。

（4）內容不雅、老舊、破損污穢、

盜版及違反著作權法之出版品不予

典藏。

（5）具時效性的贈書資料，以近二

年內出版品為典藏原則。

 

第二條 

本館典藏贈書資料原則： 

（1）宗教性贈書不予典藏。

（2）本館館藏複本若已超過 3本以

上，本館只典藏 1本。

（3）電腦類等具時效性的贈書，以

近二年內出版品為典藏原則。

（4）其它內容不雅、不符合本館館

藏發展政策者不予典藏。

（5）多媒體資料若資料已經毀損、

非公播版本者不予典藏。

（6）漫畫套書不完整者不予典藏。

（7）美術、書法及其它實體雕塑等

藝術品，先予以分類編號登錄，再

加以收藏。

劃線部分修改 

第三條 

贈書處理方式： 

(1)本館有權決定捐贈書籍之典藏

地點及陳列、淘汰或轉贈等處理方

式。 

(2)本館接受之贈書，依一般圖書資

料加工流程處理上架。

第三條 

本館接受之贈書，需加蓋贈書圖

章、黏貼贈書圓形黃標（學報除

外）。

劃線部分修改 

 

第四條 

本處理原則經圖書館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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