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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輔英科技大學
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12 月 0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00 分
會議地點：圖書館 E501 會議室
主
席：方館長麗川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
錄：張簡俐津
一、 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圖書館因校方的支持，挹注大量經費於資訊建設，且為了使學生在
使用上有感，近期更投入 500 萬元於網路頻寬升級；緊接著將進行本校各辦
公室自動化軟體更新升級作業，因推展時效緊迫，需求規格亟需各單位正確
提供並配合推動。接續將於本館外側 3 樓規畫建置一間具有 Google Style 之
電腦教室及閱覽空間，設計方向將結合科技、人文及時尚感。
近日教育部公布之全國大專校院註冊率顯示，本校整體註冊率均值為 70%，期
望未來建置校務系統設備，可提升本校招生率及競爭力。
二、宣讀前次會議建議案執行狀況【略】
三、討論事項【無】
四、單位工作報告【略，詳參紀錄後圖書館工作報告】
【主席補述】：
(一) 本館各組工作報告內容勿重複出現，業務執行狀況應單一由業管之組別
列示說明。
(二) 誠摯希望各位委員多給予圖書館建議。圖書服務組曾於 10 月份與各系科
約訪，藉以瞭解各系對於圖書服務的需求與建議，但回收的意見並不踴
躍。
五、其他發言紀要或建議事項（依發言序）：
(一) 朱秀姬委員：於學生請假系統內，授課老師無法即時確知學生請假之狀
況，僅於課室上進行點名，日後是否可於系統上查詢該生
之請假資訊?
【林組長回覆】
：點名系統已與學生請假系統整合，任課教師皆可於學生完
成請假流程後檢視相關資訊。
【主席補充】
：教師 TP(T-Portfolio，教師歷程檔案)內之填報系統之設
計介面及內容質感上應再加強，除了業管單位所提需求要
準確外，系統更應強化其友善介面及精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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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程紋貞委員：1.學生請假時，若遇任一審核關卡未通過而退件時，除學
生本身外，建議各層級審核者(導師、系主任及院長)皆可
獲知。
2.數位 e 學園成績輸入介面，姓名及成績欄位之間寬度相
距過遠，且字型亦太小，致輸入時對應困難，反易出錯。
【林組長回覆】
：會後進入該系統測試並察看其版面設計以改善。
(三) 林承治委員：圖書館淘汰較早期所出版之圖書有點可惜，有些圖書有其
保存價值。
【郭組長回覆】：圖書館對外所贈送之圖書或刊物主要是過期之休閒類期刊
或冊數較多之複本贈書，非為較早期之圖書。較早期之圖
書已移至密集書庫區，以釋放更多空間納進後進之圖書。
【主席補充】：為充實本館館藏量，報廢原則以破損不堪之圖書為原則，
贈書則盡量保留，容納空間不足問題可另研擬。
(四) 林麗櫻委員：超過 5 年以上之圖書若照單全收，確實會造成圖書館空間
負擔，建議採取折衷之道，將複本贈書部分納入館藏。爾
後圖書館若有空間設計上之需求，本校鄭弼洲老師以其專
業可予協助，尤其人文部分更為其所長。
另有關學生請假問題，有同學已事先請假，後因請假原因
消失趕抵學校上課，卻無法銷假。
【主席回應】
：老師贈書是出於好意，盡量不要拒絕。
【林組長回覆】：學生請假若有關卡已經審核或業經核定，即無法取消，僅
能請學務處生輔組協助銷假。
(五)程紋貞委員：建議點名系統內可增列一可修改之欄位或選項，老師使用
上會更方便。
(六)林麗櫻委員：教師評鑑系統內雖有審核人員姓名，但未顯示其單位及分
機資訊，是否可增列?
【林組長回覆】
：可自資料庫中將其隸屬之單位名稱加入該系統，但分機資訊
因目前尚未建立完整，暫不加入。
(七) 朱秀姬委員：數位 e 學園內提供之問卷設計功能，分有學生及教師面二
部分，教師面有 5 級分暨題組樣板，可惜無法蓋及全部，
此問題曾向教卓中心諮詢，承辦人員回應目前無法解決，
圖書館可否協助新增功能或有其他解決之道?
【林組長回覆】：此問題因屬外單位業務，會後進行瞭解並與業管人員討論
以求改善。
(八) 陳美成委員：數位 e 學園題庫功能無提供工程程式建立之選項，老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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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並不方便，難以逐一建立，以致不常使用。
【林組長回覆】：現階段克服之道僅能採用圖檔方式，確實不便教師利用。
六、散會（13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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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工作報告】
◎圖書服務組
一、館藏徵集與維護
(一)圖書採購作業
因學校尚未核定本學年圖書採購預算，擬於校方核定後立即發文通知各系
圖書經費分配金額及推薦圖書截止時間。
(二)紙本期刊採購作業
1. 學校尚未核定本學年紙本期刊採購預算。
2. 原則上若因經費縮減，將刪減各系西文期刊，但為避免影響評鑑期刊
資源，仍會維持各系至少中西文 20 種期刊(含採購及贈送)。
3. 西文期刊刪減原則如下：
(1) 依據「期刊訂購及使用情況問卷調查」結果。有填覆問卷之系所依
問卷調查結果作為 2016 年採購或刪減期刊的依據；無填覆問卷之系
所依期刊訂費高低作為採購或刪減期刊的依據，以刪減高訂費期刊
為原則。
(2) 資料庫綁約期刊不能刪訂。
(3) 刪減訂費較高之期刊。
(4) 刪減原訂購期刊種數較多之學系期刊。
(三)電子資源採購作業
1. 因經費縮減、電子資源訂費漲幅及台幣貶值等因素，將刪訂 3 種資源。
2. 為瞭解師生利用圖書館訂購之電子資源使用情形，本館於 104 年 10 月
6 至 10 月 31 日進行「電子資源訂購及使用情況線上問卷調查」，填答
人數並不踴躍，總計填答人數 37 人。
3. 問卷調查結果配合「電子資源使用率及使用成本統計」(附件一)，作
為 2016 年採購或刪減電子資源的重要依據。
4. 問卷調查結果及資料庫續/刪訂情形如下：
序

勾選

2016 年

2016 年是

人數

預估訂費

否訂購

1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 (中文，綜合)

31

278,600



2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 (中文，綜合)

20

77,000



號

點選經常使用之資料庫，可複選

Δ
評估中

*3

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暨平台服務(中文，學
位論文，綜合)

19

136,520

4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中西文，電子書，綜
合)

19

720,000



16

494,012



16

198,660



5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西文，醫護)

6 EBSCOhost-Medline with Full Text

(西文，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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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待結餘款多
寡再評估是
否續訂

待結餘款多
寡再評估是
否續訂

*7 The Cochrane Library 實證醫學資料庫(西文，醫護)

16

113,000

Δ
評估中

8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書目管理軟體)

11

181,855



9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資料庫(中西文，論文比對)

11

346,000

X

10

A-Z 電子期刊整合查詢系統 (西文，館藏西文電子期
刊整合查詢)

9

133,980



11

ScienceDirect-Complete+Freedom Collection(SDOL)
(西文，綜合)

8

1,713,806



學科指標資
料庫

12

Oxford Journals Collection 牛津電子全文期刊(西文，
綜合)

5

720,000

X

經費不足



訂資料庫比
紙本期刊便
宜，取代紙
本期刊

ACS Journals 美國化學學會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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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學生醫農業)

3

598,771

經費不足

5. 刪訂原則如下：
(1) 依據「電子資源訂購及使用情況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2) 電子資源使用成本。
6. 電子資源訂費及適用學科範圍 。
二、美化及改善圖書館閱覽環境
本館在今年暑假重新整修二樓及四樓團體討論室，更新四樓電子資源檢索區電
腦設備，同時新建「台灣護理暨助產典範人物展區」，提供更加舒適、更加貼
近師生需求之閱讀新環境。
(一)優化閱覽環境，增值空間利用效能
1. 營造愉悅舒適環境：更換傳統老舊書架及閱報椅，搭配新穎沙發桌椅
及照明燈光，營造出現代化的舒適閱讀空間，擺脫傳統書庫沈重及封
閉印象，讓閱讀更加輕鬆自在。
2. 優化團體討論室環境：深受學生喜愛的團體討論室，更換新穎舒適之
桌椅及環境美化，每間團體討論室設計不同風格，配置不同桌椅，讓
使用者轉換不同感受，同時配置烤漆玻璃方便討論書寫，兼具小團體
會議室功能。
(二)翻轉館藏，使用率高館藏移二樓圖書流通更具效益
最新到館圖書已於 102 年全數移至圖書館一樓，方便師生快速取得新
書；今年暑假再度調整圖書典藏空間，使用率高的館藏如醫護人文、性
平、科普圖書及漫畫書移置二樓，使用率較低的期刊合訂本移至五樓或
密集書庫，讓師生借閱圖書更加親近及便利。
(三)更新資源檢索教室設備，增加列印掃描剪輯複合服務
圖書館四樓 E406 與 E407 電子資源檢索教室共更新了 39 部 All in One 電
腦，為滿足同學課業學習需求，於 E406 教室增加 1 部印表機，3 部 A4
掃描器，以及安裝威力導演、CS6 與 3D Max 軟體電腦各 2 部，提供給
同學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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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護理暨助產典範人物展區」，傳承及學習典範風骨言行
許淑蓮校長深感在護理專業教育中，學習典範人物之風範言行有其必要
性，於是責成圖書館規畫建置《台灣護理暨助產典範人物展區》，展區
所收錄之典範人物為曾經榮獲醫療貢獻獎或對台灣護理、助產教育有顯
著貢獻之人物。
三、推廣活動
持續推廣相關資源利用服務，包括有：
(一)圖書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本學期總計有 11 場次不同課程；並不定期與出
版商配合舉辦如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等。
(二)圖書館歡迎新生系列活動、輔英生日快樂暨圖書館週活動、二手書交流
活動。
(三)主題書展
1. 健康動起來 (104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30 日)
2. 學習力 UP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7 日)
(四)藝文展覽
1. 已 展出：
(1) 大地童顏─王展訪雕塑展 (104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
(2) 陳麗英油性粉彩小品展─陽光下的西班牙(104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4 日)
(3) 多元文化主題特展─陸生家鄉特色文物展(104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3 日)
(4) 鄭弼洲油畫創作展─月光下的故事(104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5 日)
2. 展覽中：
「蒼茫‧無垠」加拿大澳洲國際版畫展 (104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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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組
一、

完成 104 年度科大評鑑資料與 104-105 年資訊基礎設備發展規劃。

二、

104 年度本校參加教育部辦理資訊安全暨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符合要求標
準，成效良好。

三、

完成圖書館四樓 E406、E407 電子資源檢索教室兩間設備更新。

四、

暑假期間已更新 B、G 棟大樓與行政大樓會議室及學生第一宿舍的無線網路基地台，後
續將再進行全校性更新。

五、

參加學務處新生活動－「大手牽小手」
，向一年級新生介紹圖書館環境、資源，以及各
項資訊服務。另外，針對進修部學生也協調利用時間，說明電子郵件使用以及行動輔英
APP 功能。

六、

09/14~15 二日，假圖書館 E406 電子資源檢索教室辦理「電子郵件附加功能-行事曆使
用說明」教育訓練，共 8 場次，參加人員有 139 位。

七、

配合教卓計畫/子(六)-為推動全校健康數位 e 起學，舉辦【行動輔英 APP】-「健康 e
起學」問卷活動，自 104 年 10 月 12 日至 28 日止，結束後抽出幸運中獎名單以及資料
彙整報告。

八、

為改善學術網路聯外壅塞問題，將目前使用之中華電信寬頻線路由 1 路增至 4 路，寬
頻升級採用光世代 300M/100Mbps 專線，合計頻寬達 1,200M/400Mbps。目前，聯外總頻
寬已達 2.2Gbps，搭配路由智慧分流機制，可提供師生優質快速網路服務

九、

已採購教學軟體 SPSS 22 單機版 50 套，目前安裝於 F103 教室。

十、

下學期要執行的重要工作：
(一) 校園骨幹網路升級 10GbE，端點電腦逐步升級 1GbE。
(二) 汰換入侵偵測系統，增購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增加安全縱深。
(三) 擴充備份軟體，縮短重要資訊系統備份時間。
(四) 全校性教學大樓與各宿舍無線網路基地台更新

十一、 104 學年第一學期行政及公用電腦使用授權軟體清查，預計自 105 年 1 月 4 日起 8 日
止，共計五天。主要目的查檢前述電腦是否安裝有非授權軟體，並提醒使用者注意合
法使用軟體，以維護檢查之有效性。
十二、 本學期無疑似網路侵權事件，但是在 104 年 9~11 月份間，校內發生有 6 次(宿網)電腦
遭植入程式，攻擊其他單位主機。處理放式：先中斷網路連線、查出電腦所有人，再
協助修復電腦。

◎系統開發組
一、學生線上請假系統已於 104 年 9 月中正式上線，系統路徑：校首頁/資訊服務/教職員工
資訊服務/教職員資訊/輔導/導師工作/請假、缺曠/學生線上請假系統。
二、新版教室、場地借用系統(含體育館)已於 104 年 9 月中正式上線，系統路徑：校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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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教職員工資訊服務/行政管理/教室、場地借用。
三、畢業生 1、3、5 年流向調查及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系統已於 104 年 10 月初正式上線，
系統路徑：校首頁/校內重要連結/畢業生 1、3、5 年流向調查，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系
統。
四、網站製作整合系統教學網站已於 104 年 10 月底正式上線，系統路徑：校首頁/教職員工
專區/資訊綜覽/ Epage 教學網站。
五、教師 e-portfolio 及評鑑系統已於 104 年 11 月中正式上線，系統路徑：校首頁/資訊服
務/e-portfolio。
六、校務資訊系統開發維護件數統計：
統計日期：104 年 05 月 30 日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維護事項

案件數

網頁新增維護申請件數

41 件

維運中之校務系統管理維護與使用諮詢

23 件

校務系統資料申請與轉檔作業

8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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