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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五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圖 書 發 展 委 員 會 

  

會議時間：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邱泰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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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詩茵組員 

 

壹、主席致詞： 

    各位老師、委員，這學期要報告的事項很多，最主要的是 SDOL 資料庫要跟

各位解說，前陣子全台各大學與資料庫廠商談判破裂，台灣大學已經決定不續

訂，校長為不影響各位老師作研究，決定繼續訂購。 

 

貳、主任報告：  

    非常感謝大家參與會議，先聽取業務報告我再補充說明。 

 

參、業務報告： 

一、採編組報告 

1.105 學年第一學期圖書資料採購進館（含教補款），目前已完成計有視聽資料

271 件冊，中文圖書計 3370 冊，外文圖書 504 冊，所有資料已陸續置於架上

提供讀者借閱及欣賞。感謝總務處大力協助。所有新書均展示在圖書館一樓”

新到館圖書”區，請各位委員多加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到館借閱。 

2.105學年根據104學年電子資料庫調查結果均以統計之優先序採購入館，提供全

校師生檢索參考，非常感謝各系所圖書委員大力協助，並請委員能協助推廣

檢索使用。 

3. SDOL (Science Direct On Line)電子資料庫因其價格昂貴且每年均有5%以上

之漲幅，2017年為新約起訂，該資料庫如簽約三年將固定漲幅維持在3%，而

預算編列將會成為嚴重負擔，為維持該資料庫能在合理價格下持續訂閱，本

中心將2016年使用情況逐一檢視，部分學科使用低甚至無使用，加上學群更

動，於是將部分刊物以換刊方式，以及刪減部分學科，最後以最低價格呈請

校方，目前校方決定持續訂閱該資料庫，對於刪減學科或換刊物部分，如讀

者有所需求將會請該公司協助下載電子檔，提供給本校讀者參考，儘量避免

造成讀者不便之處。 

4.為配合華語教學中心的成立，於圖書館二樓建置「華語教學圖書專區」，以便

本校華語教學及學習之師生借閱相關書籍；另外，為落實尊重智慧財產權之

觀念，並協助本校經濟弱勢學生取得教科書，圖書館建置「教科書專區」提

供弱勢學生借閱，請各位委員向系上師生宣導，到館借閱相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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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圖書採購方面非常感謝委員的協助推荐，但也因委員業務忙碌以至部分委員

延遲回覆，但每學期均有教育部獎補助款圖書，核銷時間會有限制，且採購

也必須花費時間，所以希望各位委員日後能儘量在規定時間內回覆給圖書館。 

6.本學期非常感謝人事室流用經費給圖資中心購置電子資料庫，本學年購置有哈

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2000 篇）、STM Source 全文電子資料庫（STM 

Source 全文資料庫是世界上最全面的學術、多學科全文資料庫，專門用於滿

足研發需求。該產品收錄了超過 3,300 種全文期刊，包括 2,900 多種同儕評

鑑期刊。此資料庫共計提供超過 6,400 種出版物的內容，包括期刊、專著、

報告、會刊等）、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經濟與管理專輯) 、Hyread 觀光休閒

知識庫(內容為觀光休閒類電子書、雜誌為主) 、Hyread電子雜誌。希望各位

委員能協助推廣使用。  

 

二、流通閱覽組報告： 

1. 技職聯盟免費提供 7 種資料庫，供本校師生使用，如下表： 

表一、技職聯盟 7 種資料庫 

項

次 
資料庫名稱  方式  使用期限  

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空中英語教室

每日頻道 10 個月 
買斷 105/10/25 起 

2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大家說英語每

日頻道 10 個月 
租賃 105/11/15~106/11/14 

3 Web of Science (WOS) 租賃 105/10/19~106/10/19 

4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租賃 105/10/19~106/10/19 

5 CJTD 中文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租賃 105/11/15~106/11/14 

6 
EBSCO Vocation Studies Premier 技職領域全文

資料庫 
租賃 105/10/19~106/10/19 

7 博客思聽有聲資料庫(標餘款採購) 租賃 105/12/01~106/01/30 

煩 請 各 圖 書 委 員 幫 忙 向 系 上 師 生 宣 傳 ， 多 加 利 用 。

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lib/2242?n=26308。 

2. 本學期舉辦 2016 圖書館嘉年華系列活動「借書“戳戳樂”活動

(11/16-12/7)」、「圖書館空間尋寶活動(12/7-12/21)」圓滿落幕，感謝委員的宣

傳與師生熱情參與。 

3. 本學期執行北區計畫於 09/07 至 10/06 舉辦「尋找電子書借閱王」，於 10/07

至 11/07「“貼近 E-book-閱讀零距離”電子書借閱競賽」活動期間辦理 1 場

雲端電子書推廣講習，共計 84 位師生參與，活動期間(9/7-11/07)電子書借閱

量達 32,070 冊；10 月份舉辦「跨校借書拿好禮」(08/01-11/30)，本校讀者向

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lib/2242?n=2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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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申請圖書代借代還計 37 件，本校圖書館被他校讀者申請計 161 件，另舉

辦推廣講習 1 場，共計 84 位師生參與。 

4. 圖書館館際合作方面，於 2016 年底到期之高中職圖書館 1 所(六和高中)，將

於 1 月中旬與對方圖書館續約完成。 

目前圖書館與各高中職圖書館館際合作清單如下: 

表二、高中職圖書館館際合作清單 

高中職圖書館 

清華高中 新竹高商 振聲高中 

楊梅高中 竹北中學 復旦高中 

龍潭農工 大湖農工 永豐高中 

桃園農工 世界高中 內壢高中 

新興高中 關西中學 南崁高中 

永平高商 大興高中 竹南高中 

成功工商 育達高中 六和高中(進行中) 

治平中學 中壢高商 內思高工 

啟英高中 中壢家商 恆毅高中 

光復高中 至善高中  

圖書館館際合作(高中職、大學、聯盟)統計，如下表： 

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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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 1 所近期將完成續約) 9 所 

更多資館際合作訊息 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lib/2343。 

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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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場，共

計 218 人參與；圖書館導覽活動共計 48 場，計 2,235 人次參與。 

6. 為不影響校內師生使用資料庫的權益，請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勿大量下載

電子期刊全文，出版社廠商一旦偵測到非法連續大量下載全文，會立即封鎖

該使用者 ip，查明情況之前，受影響師生皆無法使用該資料庫，甚至封鎖萬

能科大 ip 使得全校師生皆無法使用!因此，一旦查獲使用者侵害智慧財產權，

不僅被停止網路使用權、寫英文道歉信函給國外出版社，甚至涉及智慧財產

權的法律責任!請各位委員向系上師生加以宣導下載電子期刊全文，請尊重智

慧財產權。 

7. 圖書館於每年 4-6 月會針對研究生進行「學位論文上傳講習」說明會，預計

安排講習時間 40 分鐘，請有研究所的系上務必配合安排時間，每一個研究所

以一場為限，請研究生一定要參加，以了解上傳論文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lib/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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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防止多媒體服務區之視聽影片被盜拷的情形發生，該區

的個人視聽區電腦，已於 11/10(四)更換採用 DVD 播放器播放影片。 

9. 圖書館使用 14 年的自助借書機，已於去年 12 月因主機毀損，無法再維修及

使用，讀者欲辦理借書時，請透過櫃檯服務人員辦理。 

10. 圖書館一樓設置有八台電腦及兩部複印機，提供師生檢索資料、列印輸出及

影印服務，但因使用電腦的人非常多，時常遇有讀者列印報告卻無座位可使

用的狀況發生，因此，圖書館將其中一台電腦設置為「列印專區」座位，以

改善讀者列印報告的需求。 

 

三、圖資中心主任補充說明： 

1. SDOL 平台裡的資料庫，依據使用統計刪掉使用率低的資料庫，若仍有需求，

請跟圖書館反應，屆時請廠商協助。 

2. 各系招生時，圖書館協助導覽高中生部分，因館內人力不足，各系請至少前

一日告知，以便安排人力導覽。 

3. 圖書館舉辦活動，請委員協助宣導，增加圖書館使用率與圖書借閱量。 

4. 各研究所的畢業生，因為口試時間延遲，尤其研究所在職專班又必須在限定

時間內完成上傳論文與畢業手續，請務必宣導研究生參與圖書館的論文上傳

講習，符合國家圖書館論文上傳格式規範，順利在時間內完成畢業程序。 

 

肆、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發展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圖資中心執行情形

說明。 

1.圖資中心:SDOL資料庫購置說明:105學年度電子資料庫調查購買優先序中，其

中排名第一的外文資料庫SDOL購置金額很高，且逐年持續上漲，有可能會停止

購置，如果確定不購置，需研擬其它方案滿足讀者的需求，日後如有相關問題，

圖資中心會傳達給委員知曉。 

  委員建議：以單篇檢索下載資料方式或申請館合服務取得資料。                                                                                                                                                                                                                                                                                                                                                                                                                                                                                                                                                                                                                                                                                                                                                                                                                                                                                                                                                                                                                                                                                                                                                                                                                                                                                                                                                                                                                                                                                                                                                                                                                                                                                                                                                                                                                                                                                                                                                                                                                                                                                                                                                                                                                                                                                                                                                                                                                                                                                                                                                                                                                                                                                                                                                                                                                                                                                                                                                                                                                                                                                                                                                                                                                                                                                                                                                                                                                                                                                                                                                                                                                                                                   

  執行情形: 採編組業務報告中回覆。 

2.委員建議： 

  副校長：為提升紙本書的借閱量，請學務處協助活動的推廣。  

學務長回應：閱讀紙本書的人越來越少，是全國性共同的難題，圖書館可以利

用適當時機，配合學務處辦活動時安插宣導，吸引學生借閱圖書。 

  執行情形: 於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講習、導師會議等活動，加強宣導借書

訊息及圖書館辦理的借書活動(借書戳戳樂)，以茲鼓勵師生到館借

閱圖書；另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將結合 4 月 23 日「世

界閱讀日」規劃紙本圖書借閱活動，持續推廣紙本圖書提升借閱量。 

 

伍、臨時動議： 

  學務長:活動中心一樓設有書櫃，提供學生隨手翻閱，提高閱讀風氣，但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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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偶有喜愛會將圖書帶走，需要募書。另每學年舉辦的社團嘉年華，

估計參與人數約為 1600人次，圖書館可以考慮到場擺攤，提高圖書館

能見度。 

  圖資中心:活動中心書櫃，圖書館會加強募書宣導。另每學年圖書館會針對新 

生提供每班新生導覽圖書館服務，一、二年級皆來過圖書館，預計二

年後全校學生皆全部來過圖書館。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