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科技大學
九十九學年度第一次圖書資諮詢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九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圖書館五樓會議室
主 席：盧館長清松
出席者：郭主秘代璜、林教務長爵士、邱學務長堃鐘、黃總務長保林、林主任滿珍、許
主任慶聞、黃研發長國光、黃主任鼎倫、陳院長福安、施院長家順、林院長武
文、莊院長嘉坤、謝所長博銓、邱所長俊彥、吳所長懷慧、曾所長道一、何主
任瑞彰、蘇主任貞瑛、林主任婉玉、潘主任寶石、許主任玉長、陳主任秋美、
吳主任宗仁、李主任耀奎、吳主任兆祥、林主任漢明、張主任靜儀、戴主任
昭瑛、施主任百俊、廖主任郁雯。
列席者：潘業忠秘書、韋主任俊丞、鄭組長素鳳、羅組長嵐。
記錄：鄭素鳳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報告：現在學校要做課程地圖，圖資館校務資訊組將全力配合教務處，讓軟硬
體能儘快上線，另外目前校資組的重要工作是網路選課系統，也需要教
務處提供工作流程，讓選課系統能順利運作。
三、工作報告：
(一)典藏管理組：
1. 99 年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購入各項電子書，詳情請見下表：
電子書產品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主題

冊數

16 個綜合學科

1,172

McGraw-Hill

綜合學科

861

Cambridge Books Online
OVID
SpringerLink 2010/送
1997-2002 持續新增中
Palgrave connect eBooks
(2009-2010 年共 1120 個 Titles
全文)

綜合學科
醫學、護理與藥學

501
567

Elsevier – Science Direct
ABC-CLIO & Greenwood &
IOS
Netlibrary
Taylor&Francis

13 個綜合學科

5,660

人文、社科與商業

1,120

科學、科技與醫學

800

綜合學科

563

綜合學科
人文、自然與科技

224
180

總計

11,648

2. 99 年教補款結算計 7,272,103 元：
品目
類型
價格
圖書
中文圖書
2,422,511 元

種數
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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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電子圖書
日文書
西文書
DVD(電影片)
VCD(音樂片)
合計
伺服器主機
MICROMEDEX 醫療照護系列

337,568 元
199,994 元
1,994,942 元
860,725 元
99,976 元
5,915,716 元
1,028,000 元
328,387 元

12,242
197
830
213
163
21,494 種
1
1

3. 目前館藏：
圖書收藏冊數 圖書服務/人數 非書資料
現期書報
中文 202,314 圖書閱 1,035 光碟及 81
中日 629
圖書
覽席位
線上資
文
總計
數
料庫
外文 30,099 借書人 47,317 視聽資 8,709 西文 252
圖書
次
料
總計
15
電子 50,984 圖書借 141,950 報紙
總計：881
書
閱冊數
總計：
電子期刊
283,397
4. 今年停訂期刊：
（1）中文：
（A） 大師輕鬆讀雜誌
（B） 藥業市場
（C） 歷史月刊
（D） Nikkei electronics asia（改為電子版,所以停訂）
（E） XFUNS 放肆創意設計
（F） 相機世界
（2）日文：
（A） 產業と経済
（B） 蛋白質核酸酵素
（C） デザインの現場
（D） 地球環境月刊
（3）西文：

館際合作
借出 238

借入

227

總計：465
8,836

（A） Accident prevention
（B） Clinical Therapeutics(SDOL)
（C） Family therapy
（D） Foodservice equipemnt & supplies
（E） Gourme
（F） International Jnl. of biotechnology (嚴重慢刊, 2011 年沒有出版)
(二)讀者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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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項活動－
（1）新生圖書館導覽執行情況
部別
日間部

總班數
45

進修部

15

假日班
小計

10
70

實際執行班數
27
(含『圖書館利用』相關課程)
2
(含『圖書館利用』相關課程)
2
31

執行率
60%
13%
20%
44%

※ 此次執行率較以往低的原因，是由於 9/20~9/24 莫凡比颱風之故，
圖書館部分樓層閉館清理，導致無法執行新生導覽。
（2）周遊大仁新賓樂_集點抽：參與新生及轉學生人數達千人以上，並於 99 年
月 05 日公開抽出獲獎名單 200 人。
（3）黃瀅權的藝想世界
（4）林世富磚雕展
（5）創意生活繡－鄧美華刺繡展
（6）陳景輝畫展
（7）視聽中心影展：【懸疑推理】、【寵愛國片】及【喜劇+聖誕節】三系列，共
計 11 部影片。
（8）資料庫講習活動（WOS、JCR、SDOL 及 Reaxys 資料庫）
（9）「E Book E 腳印，閱讀新視界」－電子書新知與使用經驗分享研討會，
參與人數達百人以上。
（10）執行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補助之「喜悅大仁 319」計畫，與本校五專資
管二年級同學，前往鹽埔鄉立圖書館進行服務學習，協助書架規畫移架
及上書、整架工程。自 9 月行前教育開跑後，至 12 月初共 8 週期滿，服
務總時數達一千二百小時以上。。
（11）「用電子書_填問卷拿獎品」活動
（12）探索 WILEY ONLINE LIBRARY_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13）SDOL 徵答「末日預言：太陽風暴襲擊威力大揭密」
（14）「2010 年教育部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料庫購置計畫」競賽活動
（15）MagV 摩力揪麻吉=校園新浪潮。閱讀零距離=全校師生鬥陣抽 iPad
（16）「戀 i60 日」-萬方數據庫線上闖關抽大獎
（17）Reaxys 徵答「揭密：毒奶粉「三聚氰胺」
」有獎徵答
（18）Elsevier 諾貝爾獎禮讚-「"祝"生爺爺有獎徵答」
（19）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抽 Ipad 有獎徵答活動
2. 資料庫－
（1）2011 年預計續訂 SDOL 資料庫（校款）、CEPS 資料庫（校款）、ACS
化學資料庫（教補款）及 MICROMEDEX 藥學資料庫（教補款）。
（2）新增 99 技職校院共用性資料庫及電子書，計有 16 餘種，清單如下：
（A） JCR
（B） WOS
（C） ProQuest Nursing & Allied Health Source (護理學暨保健期
刊全文資料庫)
（D） ProQuest Health Management (醫療管理全文期刊資料庫)
（E）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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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EK 產業情報網【無線寬頻模組】
（G） DIGITIMES－中文科技會員資料庫
（H） 哈佛商業評論全球繁體中文版資料庫
（I） 臺灣商學企管資料庫
（J） 餐飲文化暨管理資料庫
（K） 動腦知識庫
（L） 聯合知識庫
（M） 萬方數據庫
（N） 台灣經濟知識庫
（O） 宏碁行動圖書館電子雜誌
（3）新增科資中心共用性資料庫及電子書，計有 7 種。
（4）新增國科會共用性資料庫，計有 20 餘種。
(三)數位學習中心
1. A308 電腦教室於 11/30 汰換作業完成，已正式上課使用。
2. 99/12/8 數位學習中心於全校教職員動力營宣導資訊安全暨智慧財產權之重
要性。
3. 100 學年全校授權防毒軟體重新購置。
4. 採購行政單位快速網頁建置系統。
5. 採購購置行政電腦報修系統。
6. 99/12/16 舉辦「Podcast 行動學習暨電子書應用導入」研習營。
7. ISO27001 資訊安全認證頒證典禮於 11/1 上午舉行。
8. 教育部暨學術機構分組資通安全演練事件通知。
9. 行流系專業教室網路佈線需求與規劃。
10. 新版招生動畫製作。
11. 校長室網頁更新。
12. 因雷擊導致佳鶴屋 1F 機房 L3switch 設備電源故障，已處理完畢。
13. 重新整理校友畢業生郵件郵件帳號並建立校友群組名冊。
14. 因雷擊造成警衛室交換器故障已處理完畢。
15. 舉辦”epage 網頁快速建置”說明會資料。
16. 數位看板資料更新。
17. 將建置學術網路之網路電話，日後各校互通即可利用此免費的網路電話服
務，可幫學校節省長途電話費用的支出。
18. 近來學生反應晚間對學校的網站連線遲緩，經多日的觀察發現是全校網路出
口的多功能網路過濾閘道器異常所造成，經與維護廠商的工程師討論後，於
10/14(四)更新系統版本並重新啟動，目前持續觀察網路連線狀況中。
19. 全校微軟校園授權與 Adobe 軟體已開始使用
20. U436 與 U446 電腦教室搬移至 C307
21. A803-2 電腦教室搬移至 H208
22. 協助新生訓練電腦教室安排
23. 新增新生及轉學生之學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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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協助教發中心網頁新增公告系統
25. 圖書館之視廳影展海報
26. 圖書館名片章設計修改
27. 圖書館新賓樂系列海報設計
28. 99 學年清查防火牆與服務開通
29. 全面清查教職員郵件帳號與停用離職者帳號
30. 新增 99 學年新生郵件帳號
31. 更新 99 學度第 1 學期群組通傳用
32. ISMS 認證、文管工作，整理機房及辦公室環境
33. 處理 H 棟(1~2 樓)、Q 棟 1F 空間網路規劃及聯絡廠商事宜
（四）校務資訊組
1. 開發畢業生出路調查系統
2. 開發校外志工申請系統
3. 開發校外工讀服務資訊網
4. 校務資訊系統新增轉學生名冊匯出
5. 新增校友中心->畢業生出路調查匯出統計
6. 校務資訊系統新增系統班級代碼匯出及學生更名前及更名日期刪除
7. 更新校務系統二碼合一教師代碼
8. 新增-校外志工申請系統-匯出資料
9. 校務資訊系統增加系統畢業生輔系資料
10. 新增研發處-教師研究成果表單
11. 校務資訊系統新增系科代碼匯出檔案
12. 建置 100 學年碩士推甄線上報名
13. 建置期初回饋系統
14. 建置導師評量系統
15. 建置 OFFICE HOUR 系統
16. 整合教發中心與諮商中心評量系統為單一窗口
17. 校務資訊系統新增系統匯出學生狀態
18. 校務資訊系統新增學籍基本資料處理後身分證號前後對照記錄
19. 新增學生輔導紀錄->管理者->導師班級列表
20. "整合通識選課、體育選課及專業選課成單一窗口 "
21. 修改學雜費查詢系統
22. 修正校外志工申請系統-學生填寫資料
23. 修改輔系/雙主修及提高編級功能
24. 修改研發處-教師研究成果表單
25. 修改異地端排程備份方法
26. 修正漢龍評量系統教師編制單位問題
27. 人事薪資系統第二期驗收
28. 上傳內政部教育程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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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課程地圖資料整理
30. 協助先傑電腦討論網路選課作業
31. 協助先傑電腦討論教務新系統作業
四、討論提案：
提案一、100 年圖書資訊館整體經費規劃，提請討論。
說明：
優先序

項目名稱

數量 預估單價

1

西文期刊(含電子版)

1

2

外接式磁帶機

1

3

學生數位認證伺服器

2

預估總價 中長程關聯

5,890,000 5,890,000
110,000
150,000

110,000

備註

7-2-1
7-1-1

300,00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續訂 2011 西文期刊，提請討論。
說明：
ㄧ、因教補款使用規定，當年款項只能購買該年度書籍，行之多年的作業程序喊停
，以後期刊續訂，如沒校款支援，只能等教補款下來，才能執行，所以今年期
刊續訂就會延遲至 2~3 月才能採購，老師如有研究及教學上的需求就必需透過
館際合作，本館有 Ariel 系統，一頁 5 元，很快可拿到全文。
二、紙本期刊及 Springer 電子期刊(如附件一)採公開招標，電子期刊 ACS(38 種)、
SDOL、Wiley 電子期刊(如附件二)，採共同供應契約，由 CONCERT 代為議
價。
三、資管及資工系期刊(如附件三)，則由 2008 年期刊結算剩餘款支應。
決議：
一、教補款(總務長確認)可先行辦理採購作業，先寫簽呈進行相關招標作業，教補款可
在一月一日開始執行，等教補款下來即可撥款。
二、系所調整期刊明細，請在 99 年 12 月 31 日前，擲回圖資館。
五、臨時動議：
典藏管理組長：97~99 年加入臺灣西文學術電子書聯盟，計購入 47,485 冊，豐富
館藏，如計劃案持續，希望能支持加入。
決議：全體一致通過支持加入。
六、主席結論：謝謝各位參與，未來也希望隨時給我們建言。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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