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英科技大學
一○○學年度第一學期圖書館委員會議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0 年 11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00 分
會議地點：圖書館七樓視訊會議廳
主
席：方館長麗川
高啟中組長 (代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
錄：張簡俐津
一、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首先代表圖書館館長向委員致意。茲因館長接獲通知須北上參與教育
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計畫舉辦的演講，致無法親臨今日的會議，對委員甚感歉意。在稍
後各組工作報告後，敬請委員踴躍提出建言，會後除向館長報告外，亦將納入改善指標。
二、前次會議建議案執行狀況【略，請參見會議資料】
三、討論事項【無】
四、臨時動議【無】
五、單位工作報告【略，詳參紀錄後附件圖書館工作報告】
◎補充說明：(依報告序)
（一）圖書服務組：1.2012 年資料庫採購案業已申購完成，經費結餘約有 12 萬元，配
合資訊雲端建置方案，擬將剩餘款購買電子書閱讀器，使讀者透
過智慧型電子裝置體驗瀏覽電子書的樂趣。
2.未來圖書館一樓將規劃為一優質化的展示空間。縮減紙本館藏以
增加電子資源，推動館藏 Apps。
（二）資訊技術組：為朝向資訊雲端作準備，圖書館已擬妥近中程資訊發展方案，配合
本校近中程計畫之相關目標與策略逐年實施。
六、發言紀要或建議事項（依發言序）：
（一）張碧容委員：履獲本學院教師反映，資訊服務的訊息系統每日皆有訊息大量發送，
且單從訊息主旨難以辨識其重要性與自身的相關性，造成教師不小的
困擾。是否請系統開發組以建立「專區」模式將訊息或公告分為校內
/校外；或以「日期」、「單位」群組等明確區隔，使教師較易區分。
另請館長於公開的會議中宣導給各單位，請同仁們於發布訊息時應稍
加過濾，以維品質。
（二）吳慧芬委員：針對上述問題，建議可於公告加入篩選功能，意即較近期之公告置
頂，餘則以隱藏功能使瀏覽者自行視需要點選展開，以減少閱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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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公告所造成的困擾。
【林組長說明】：會後將調整現行呈現方式，將公告定義得更明確。
（三）林冠群委員：資訊服務內訊息系統點閱率攸關教師評鑑點數的計算，是否可改
善點閱上的限制。
【林組長回覆】：曾經有教師反映過此問題，以及考量教師的使用習慣，此部分已
處理改善。
（三）吳慧芬委員：以往新學年圖書館所辦理的新生導覽活動，皆讓新生班級導師勾
選時間配合導覽，是否仍延續此作法? 又學生在圖書館違規，圖
書館處理方式為何?
【郭組長回覆】：1.本學年新生導覽訊息係透過電子公文發送給各學院再轉請各系
以至於導師，別於以往以紙本分送給各班的方式。今年回復可
導覽班級數較往年減少，將再瞭解是哪一個環節所致。
2.學生若在圖書館違規，第一次通常採規勸方式，若再犯將處義
務服務 4 小時，違規名單亦會通知導師。
（四）吳慧芬委員：宿網是否可設定網路連線時間或限制頻寬方式，以降低學生使用
意願，避免學生因整晚上網導致白天上課精神不佳。
【高組長回覆】：1.關於宿舍網路開放問題：本學期開學前與學務處討論後，基於
大學生應自我約束，除提供校園網路連線外，開放住宿生自行
付費申請 ADSL 線路。
2.有關宿舍網路限制連線時間的問題：亦曾接獲有家長反映與住
宿子女連線不便等問題，而且現在手機上網十分普及，學生仍
可利用手機等各種管道連線上網，實難完全顧及。目前學校實
施「個人帳號每日 5GB 總流量」的管制措施，以利校園網路資
源。
（五）梁菁萍委員：教職員常須輸入許多資料於資訊服務中，以期刊論文為例，現階
段預設轉出之資料格式為 Excel 檔，但並非所有的資料皆可詳細
呈現；又如期刊論文、研討會資料，輸出後格式不利使用。建議
建立範例，讓各學院教師因應所需自行刪減欄位採用，避免一再
重覆輸入。
【林組長回覆】
：圖書館近中程計畫已一併考量此問題，若未來學術雲端整合體計
畫順利進行(預計時程 101-102 學年)，評鑑資料 E 化，轉出 pdf 或
word 格式皆可，此問題將可迎刃而解。
七、散會（16 時 20 分）
保存年限：一個月
表單編號：1900-3-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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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一○○學年度第一學期圖書館委員會議 圖書館工作報告
◎圖書服務組：
一、館藏徵集與維護
(一)館藏成長統計
統計至 100 年 10 月 31 日止(包括採購、贈送及共用性資源)

項目

總館藏

 總館藏

252,965

圖書

221,608

中文圖書

189,973

西文圖書

31,635

視聽資料

12,044

合訂本期刊

19,313

期刊

931

電子期刊

27,662

電子資源(訂購及共用性資源)

97

電子書

33,278

報紙

15

註：網頁上每月更新最新館藏統計：http://lib.fy.edu.tw/LB1g.html
(二)圖書採購作業
1、100 學年第 1 學期圖書採購作業現正進行中。
(1) 線上推薦書單於 100.10.31 截止收件作業，未推薦書單之科系有：職安系、
應外系、文教學程、資料學程、健美學程及師培中心。
(2) 本學期採購入館上架圖書總計：423 冊，包括中西文教科書 220 冊(截至
100.11.15 止)。
(3) 學年圖書採購完成清單/採購中清單/無法採購清單請見網頁：
http://lib.fy.edu.tw/LB1g3.html
(三)隨選視訊系統 VOD 影片採購作業
1、本學年編列 VOD 經費 24 萬元，採購 53 片 VOD 影片。
2、迨 VOD 轉檔軟體購置入館，即可陸續將影片上載到隨選視訊系統，供師生在
校內以認證方式登入系統觀賞影片。
(四)2012 年紙本期刊採購作業，預計將於 12 月及 1 月分批進行採購申請
1、本學年期刊採購由原系主任核章確認學系期刊改為專任教師線上問卷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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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訂購意見調查。
2、因經費問題，預計將於 12 月及 1 月分批進行採購申請。
(五)2012 年電子資源採購作業已提申請案，將於 12 月完成所有作業程序
1、於 100.10.17～100.10.31 利用網路學園認證線上問卷方式，調查教師使用意見及
需求，填答問卷計 34 人次，問卷結果統計表如【附件一】。
2、依據問卷統計結果、電子資源使用率及經費決定訂購資源，2012 年預計續訂及
新訂電子資源如下：
項次

資料庫名稱

新
/續訂

1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料庫暨平台服務【中文】

續訂

2

CETD 中文電子學位論文【中文】

續訂

3

Endnote Web

續訂

4

ACS

續訂

5

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 牛津電子全文期刊

續訂

6

ScienceDirect-Complete Freedom Collection(SDOL)

續訂

7

Willy Online Library -STM

續訂

8

HyRead 台灣全文資料庫【中文】

續訂

9

A-Z 電子期刊整合查詢系統(20,000Title)

續訂

10

CI AHL PLUS With Full Text (8 sim user)

續訂

11

EBSCOhost-Medline with Full Text

續訂

12

EBSCOhost-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ERC)

新訂

13
14
15
16

Journals

備註

由原 4 人版，2012 年升
級為 8 人版

EBSCOhost-Academic Search Elite(ASE)綜合學科全文資料
2011 經費不足刪訂，
新訂
庫-普及版
2012 再予訂購
The Scientific & Medical ART Imagebase(專業醫學影像與
2011 經費不足刪訂，
新訂
動畫資料庫)
2012 再予訂購
2011 經費不足刪訂，
高等教育知識庫【中文】
新訂
2012 再予訂購
2011 經費不足刪訂，
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美加博士數位論文
新訂
2012 再予訂購

3、教育部補助之「技專院校共用性電子資源」購置多種共用性資源，如 WOS、JCR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方正全文數據庫等資料庫，詳細購入資源敬請參考圖書
館電子資源網頁 http://doc.fy.edu.tw/DataResource/index.html
(六)館藏淘汰及館藏維護作業
1、於 100 年暑假期間進行破損及老舊圖書淘汰作業，共計減損圖書、合訂本期刊
5,380 冊，並分 2 年依學校規定進行財產減損作業。
2、於 100 年 1 月起進行書標維護作業，更新館藏圖書書標破損汰換更新，目前所
有中文圖書維護作業更新完成，西文圖書因全部更新書標格式，預計於寒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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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完成。

二、資源服務
(一)輔英科技大學機構典藏系統 FYIR
1、於 100 年暑假期間進行 99 學年度各學系教師學術著作資料整理及上傳。
2、截至 100.11.15，典藏數量已達 9,627 筆資料，其中全文資料有 5,383 筆，系統瀏
覽人次達 51 萬多人次。
(二)99 學年年度統計資料彙整及網頁資料更新
1、館藏成長及使用率統計
2、學院及各系圖書資源統計
3、經費使用統計：包括各類圖書資源經費、各學院/各系圖書經費使用統計
(三)圖書代借代還 e 網服務，本學年持續進行免運費服務
1、今年向他校借書冊數總計 515 冊(100.01～100.10)
2、自下年度開始，陸續加入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成員學校，如南台、崑山、嘉
藥等校。
(四)南區區域中心提供 100-101 年 NDDS 文獻資料傳遞優惠。
1、紙本式影印費用每頁新臺幣 1 元，郵資另計，不另收服務費。
2、以 Ariel 方式傳送者，每頁新臺幣 2 元。
3、館際圖書互借，以實際郵資來計算，不另收服務費。

三、讀者服務
(一)修訂圖書館借閱管理要點(100.9.27)，留職停(留)薪教職員保留圖書借閱及資訊服
務權益。
(二)調整教職員及研究生圖書到期 mail 通知日期，通知日期為圖書到期日前 3、2、1
天，前 3 天 mail 通知圖書到期即可同時線上辦理續借圖書。

四、推廣活動
(一)圖書資源利用教育
本學期圖書資源利用教育課程，共計 8 場，參加人數 80 人(截至 100.11.15 止)。
(二)圖書館歡迎新生系列活動
1、圖書館導覽活動，共計 165 人參加。
2、新生借書迎新見面禮活動。
(三)主題書展
1、10 月主題：唸書也可以很熱血--學習秘訣大公開
展期：100.10.17～10.21
-5-

2、11 月主題：不生病的生活-如何 Hold 住你的健康
展期：100.11.21～11.25
(四) 輔英生日快樂暨圖書館週活動
1、輔英生日快樂樂透借書活動
2、找查高手-圖書資源搶答活動
3、找書達人擂台賽
4、愛上圖書館的 100 個理由
5、複本圖書/過期期刊義賣及贈送活動
(五)藝文展覽
1、高雄市公教人員油畫協會會員精選聯展
展覽作品：油畫-繪畫
展覽日期：100.11.01～100.12.30

五、近中程計畫
(一)強化圖書館閱讀服務環境，圖書館空間改造
1、分年度分層逐步規畫整建。
2、一、二樓語言教室搬遷，釋放空間與原圖書館空間整併做整體規畫，延伸一樓
藝文展示空間。
3、與語教中心協調規畫，視聽資源及空間整併改善。
4、有效提昇圖書館整體空間及資源利用效能。
(二)提升圖書資訊服務品質，架構行動圖書館
1、強化各類電子資源館藏。
2、提升電子資源閱讀環境品質。
3、館藏 Apps。
(三)優化服務人力資源
1、增進館員專業技能：館員在職進修或參加圖書資訊各類研討會。
2、鼓勵參與專業證照考試：每位館員至少需具丙級電腦應用檢定證照，至少 2/3
人力具乙級電腦應用檢定證照。

◎資訊技術組：
一、校園無線網路第三期擴建計畫已於本學期初完成，建置範圍是幼保大樓、實驗大樓、圖
書館、行政大樓、湖濱樓、體育館及中正堂等區域，目前校內共建置了約 150 部基地台，
校園內(除宿舍區與室外運動場外)無線網路涵蓋率已由現行 40%提高至 90%。
二、本學期無疑似網路侵權事件，但是電子郵件伺服器服務有發生異常事件。原因是有使用
者不小心回應釣魚信件且密碼設定過於簡單，以致駭客有機會利用其帳號大量寄送廣告
信，致使有一段時間學校電子郵件伺服器寄出的信件遭到拒絕並被退回。目前以加強該
伺服器的過濾機制與限制條件，未來持續觀察確認是否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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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館在資訊方面工作未來(3~5 年間)整體規畫，將朝著「雲端虛擬化」方向發展，概
略如下圖：

◎系統開發組：
一、世界大學網路排名

現況分析

(一)西班牙網路計量研究中心之網路實驗室自 2004 年起，每半年分別針對世
界各國大學的網路學術表現進行「世界大學網路排名」研究。
(二)經查我國迄 2011 年下半年排名中，僅有三校進入世界大學網路排名百名
之內，而本校為 2006 名。

改善措施

(一)已於 100 年 10 月中導入輔英科技大學提昇網站國際能見度及促進教學資
源分享案，預計 100 年 12 月底完成，分項措施如下：
1.將各單位網址簡化，如圖書館網址：http://lib.fy.edu.tw/，就用 lib
來當成圖書館的命名。
2.建置輔英科技大學「學術資源網」，積極鼓勵各學術單位更新與豐富教
師相關資訊以增加被引用機會，並藉由網際網路的傳播，分享教師研究
成果與資源，增加學術競合、縮短學術差距，進而有效提昇本校網站在
國際的能見度。

預期成果

(一)由 2011 年下半年公布之 2006 名提昇至 1000 名以內。

二、與教務處課務組合作導入漢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課程地圖系統，現階段系統已建置完
成並請各系科上線測試中，預計 100 年 12 月中正式上線。
三、校務行政系統開發維護件數統計：
統計日期：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0 年 11 月 18 日
維護事項

案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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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新增維護申請件數

76 件

維運中之校務系統管理維護與使用諮詢

31 件

校務系統資料申請與轉檔作業

4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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