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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03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三) 中午 12 時 

地 點：行政大樓七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林館長盈鈞                                 記錄：林偉龍 

出席人員：邱繼智、閻瑞彥、張梅芬(洪吉美代)、邱怡慧(蔡雅如代)、 

          劉瀚宇(張珊妮代)、夏德威(張婕代)、王美慧、黃其彥(黃史舜代)、 

          張谷良、賴淑麗、劉正田、張龍福、郭俊賢、林文晟、陳杏棻、 

          陳姝伶、崔秀里、李慶長、洪秀妍 

應出席：31 位 

實  到：20 位 

請  假： 11 位(盧智強、林純如、段致成、段致成、毛治文、陳金足、陳潔瑩、 

              謝芝玲、王弘倫、黃怡芬、莊珮昀、杜宛倪) 

工作人員：7 位（楊鎮魁、林偉龍、程秋萍、李秀娟、周姿吟、翁郁婷、 

               倪誼芳; 陳建良於桃園分館值班） 

 

甲、報告事項 

壹、確認 102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 p.7-11) 

貳、報告 102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103 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CONCERT 聯盟來函要求儘速決定 103 年度電子資料庫採購項 

       目，以便聯盟集體採購取得較優惠價格。103 年度擬訂購電子資料庫之 

       預估費用及使用狀況(如附件 2, p.10 )。 

   (二)、資料庫擬購說明如下： 

       1. 103 年度擬續訂中西文資料庫共計 18 種。 

       2.由於 Science Direct 資料庫今年漲幅過高， CONCERT 仍與 ELSEVIER 

        公司進行 Science Direct 資料庫議價，Science Direct 資料庫進入 

        CONCERT 則照往年採購程序，若今年未入 CONCERT 則由本館自行 

        招標採購。另外由於今年漲幅較高，且若由本館自行採購議價空間有 

        限，因此預算編列較往年高出許多。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與臨時動議第一案合併討論)：照案通過，並同意應外系所提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資料庫，如有經費則予以採購， 

       經費不足時，優先刪除 IEEE資料庫。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提案二、103年度西文期刊採購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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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102 年度西文期刊原為 124 種，包括 114 種電子、10 種紙本；今年

九月份本館行文各單位重新調查後，另增訂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和 Language teaching 電子期刊共二筆(應外系)，且因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資管系/資研所)明年起紙本停

刊，改為免費提供電子版使用，所以 103 年西文期刊總計 125 種，

包括 116 種電子、9 種紙本，預估費用及期刊清單如附件 3(p.11-14)。 

(二) 應外系原提出增購之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等電子期刊共

四種，其中 TheAsian EFL Journal 僅供會員訂購，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為免費公開電子期刊，因此僅增訂二種。會財

所提出增購之 Accounting Review 等電子期刊共三種，於本館訂購之

電子資料庫皆有收錄，故不另行訂購；刪訂之三種因與會資系共為核

心期刊，但該系無修改，故不予刪訂。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請應外系確認是否再刪除一種期刊(臨時動議提案一已刪一種)，否則 

        視經費足夠才予以加訂，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提案三、廢止「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因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於 102 年 1 月 24 日行政會議中通過本校學生志 

        願服務實施要點，為避免重複及該要點較為完備，因此擬廢止本要點 

        (如附件 4, p.15)。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廢止。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提案四、修正「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館入館閱覽要點因內容規範罰則部分較不明確，擬與簡化後之去年

提案讀者違規處理要點合併，明確規範罰則。 

     (二)「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修正草案及新舊條文 

對照表如附件 5(p.16-17)及附件 6(p.18-20)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續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於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103.06.12) 

          修正通過 

 

提案五、應外系擬新訂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 (CMMC, 大眾傳 

播學類暨應用外文全文資料庫)一種，並刪除續訂 Calico Journa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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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提請討論。(應外系) 

說  明：圖書館已詢價(10 月 31 日)CMMC 資料庫為 6247 美元(Ebsco 公司資料 

庫, 含服務費約為新台幣 200,000 元,)，Calico Journal 續訂費為新台幣 

5184 元。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已合併於提案討論之提案一討論，如有經費則予以採購，。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提案六、圖書館的公用電腦是否加上使用之限制。(李家琪委員) 

說  明：避免圖書館電腦被個人佔用太久，影響他人使用權益。 

擬  辦：研擬購買軟體來管理電腦使用的時間。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於 103年 5月 5日本館新自動化系統採購案中購置公用電腦 

座位管理系統軟體，目前已安裝於公用電腦區並使用中。 

 

提案七、應加強圖書館利用的推廣。(王維民委員) 

說  明：圖書館購買的資料庫及電子期刊，利用的人數卻不多，應與通識課程 

連結，以及請老師增加圖書館利用的作業。 

擬  辦：建議未來本校大學通識課程加入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並於行政會議 

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詢問通識中心,尚無開課空間,待未來有機會再行行文提出建議。 

     目前本館已先行於館內開設圖書館利用課程及與老師課程結合以推 

     廣圖書館利用。 

 

提案八、有關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修正草案中第七點，讀者用以佔位之書物如 

何處置問題。(陳姝伶委員) 

說  明：圖書館雖有在入口處張貼告示說明佔位之書物如何處置，但仍有讀者 

不清楚。 

擬  辦：建議於每張桌子張貼說明告示，移置的書物拍照存證及用塑膠袋裝置； 

以及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修正草案第七點中的「處置」改為「安置」。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參、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本會議。有關圖書館一年來的主要工作內容請參見議
程的工作報告。 

本館桃園校區分館正進行裝修，但因目前館內人力較缺乏，因此委員若有任
何意見或鼓勵，敬請隨時提出。 

台北總館部分，於今年 12 月 1 日及 29 日分別舉辦高希均校友及李家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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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閱讀有關的演講，敬請各位代為宣傳並踴躍參加；本館接下來將持續建置校
史資料，以及規劃七樓的特藏，希望各位委員給予意見及指正。 

 

肆、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為「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之第 6 年，本計畫已於

100 年度併入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運作，由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購置 8 種資
料庫提供 93 所技職校院使用，本年度可使用之資料庫如下： 

1.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2. Web of Science (WOS) 

3.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4. CJTD 中國大陸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5. ART 世界美術資料庫 

   6.華藝精選電子雜誌 10 種 

7.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8.全文報紙資料庫 

二、本館參加大學圖書館聯盟，購置中文電子書 3900 冊已上線供師生使用。 

三、本學期購置美加地區數位博碩士論文全文，目前可使用數量共 184,859 冊， 

已可上線使用。 

四、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置案」已於今年 5月 5日正式上線啓用。 

  內容包括圖書館流通模組、採購模組、分類編目模組、期刊模組、館藏查 

  詢暨推薦模組、座位管理系統及圖書館入口網等。 

五、本館「桃園校區圖書分館裝修工程案」目前室內裝潢執照申請中，總務處 

  上簽申請上網招標中，預定 11月完成招標工作。 

六、桃園校區圖書分館書架、閱覽桌椅及門禁安全系統已上簽申請採購中。 

七、桃園校區圖書分館目前派駐臨時辦公室一人，該同事尚需兼辦台北校區圖 

  書館業務，因此週一至週五僅開館三個白天時段；另弘毅樓 134教室週一 

  至週四晚上 6:00-9:30開放為自修室，其他時間(包括晚上及假日)圖書館 

  尚無支援開館。另，本館已新聘行政助理一位專責管理分館館務，預計 11 

    月初可到任，屆時週一至週五白天均可開館。 

八、103 年及 104 年資本支出經費如附件 15(p.30)，104 年經費尚未正式分配。 

 

乙、提案討論 

提案一、104 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CONCERT 聯盟來函要求儘速決定 104 年度電子資料庫採購項目，以便
聯盟集體採購取得較優惠價格。104 年度擬訂購電子資料庫之預估費用
及使用狀況(如附件 2, p.13 )。 

    (二)資料庫擬購說明如下： 

1. 104 年度擬續訂中西文資料庫共計 18 種。 

2. 依照去年圖委會決議，已於 103 年資料庫採購依照應外系需求增訂
EBSCOHost CMMC 資料庫，並刪訂 IEEE Computer Society 電子期刊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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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04年度圖書館西文期刊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103 年度西文期刊原為 124 種，包括 115 種電子、9 種紙本；今年九 
月份本館行文各單位重新調查後，財金系刪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IJFE 一種，替換成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一種，另根據台北校區各系擬定之可刪訂期刊優
先順序，以及桃園校區各系擬定之所需期刊重要性優先順序，刪訂 17
種台北校區的期刊，替換成桃園校區所需之 17 種，所以 104 年西文期
刊總計 124 種，包括 112 種電子、12 種紙本，預估費用及期刊清單如
附件 3(p.14-16)。 

(二) 會資系提出增購之 Accounting Review 等電子期刊共二種，於本館
訂購之電子資料庫皆有收錄，故不另行訂購。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改大後圖書館行政法規名稱及內容修訂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本校改名大學後之實際情況，部分行政法規需更改校名及修訂內 
容。 

(二)本館之行政法規資料於修訂時，最後審議層級需提送圖書館委員會者， 
  計有 4項需更改校名及修訂內容，詳如附件 4(p.17-18)。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四、修正「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還規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因應本校教師運用研究計畫經費購置計畫用書之長期使用需求，擬

於本館借還書規則中明確規範使用方式及期限。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還規則」修正草案及新舊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 5(p.19-20)及附件 6(p.21)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五、修正「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 

期臨時人員借書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符合本辦法申請借書證之實際收費方式及修正部分文字敍述。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 

時人員借書辦法」修正草案及新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7(p.2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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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p.23)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修正「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因應本校改名大學後之實際情況，擬調整本委員會委員之聘任方式

及修正部分文字。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新舊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 9(p.24)及附件 10(p.25)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修正「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因應本校改大後之實際情況，及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本

要點內容。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及新舊條文

對照表如附件 11(p.26)及附件 12(p.27)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八、擬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失物招領及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有效管理館內讀者遺失物，經參考民法「物權篇」及其他大學圖書

館相關辦法而訂定。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失物招領及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

13(p.28)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擬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館曾於 101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01.10.30)訂定「國立臺

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後因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於 102年 1月 24日行政會議中通過本校學生志願服務實施要點，因此
本案暫停執行，並於 102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02.11.1)廢
止該要點。 

(二) 因本館業務量逐年增加，如新增校史館業務、桃園分館等業務，以及
因應全校工讀費減少與時薪調整等原因; 擬以本校學生志願服務實施
要點為母法，訂定本館之志工人員服務要點，結合校內外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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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志工服務, 以協助圖書館工作之推展。 
(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草案如附件 14(p.29) 

擬  辦：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丙、臨時動議 

提案一、退休教職員及兼任教師申請借書證需繳交三千元保證金，對於他們而 
        言借書規定是否稍嫌嚴苛？（張谷良委員） 

說  明：本次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中第五條規 
定，給予志工的借書權限與兼任教師相同且無需繳交保證金，而在本
校「圖書館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書辦法」
中規定退休教職員工及兼任教師申請借書證尚需繳交三千元保證金，
因此對於他們而言是否稍嫌嚴苛？ 

擬  辦：經本館館長及同仁說明，因兼任教師於本校任教時，學校並無給予服 
        務證，離職時亦無需辦理離職手續，因此若直接給予借書權限則其離 
        校時無法追踪及控管借還書情形；而志工為經召募訓練且於館內登錄 
        有案之人員，給予無需繳納借書保證金之優惠，亦是希望多召募志工 
        為本館服務，因此建議前述要點及辦法內容仍維持不變。 

決  議：照案通過。 

散  會：1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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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102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2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五) 中午 12 時 

地 點：行政大樓七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員：廖文豪、邱繼智、王維民、李昭慶、張梅芬、劉瀚宇、王亦凡、 

          夏德威、王美慧、黃其彥、張谷良、賴淑麗、李家琪、毛治文、 

          林文晟、朱佩慧、陳姝伶、崔秀里、楊東育、賴明政(陳秋美代)、 

林維珩、陳冠宇 

應出席：29 位 

實  到：22 位 

請  假：0 位 

未到：7 位(李麒麟、段致成、施建州、郭俊賢、林怡伶、陳建瑋、郭定昆) 

工作人員：8 位（姜健、程秋萍、李秀娟、周姿吟、陳建良、羅曉雲、 

翁郁婷、林偉龍） 

主 席：廖館長文豪                                 記錄：林偉龍 

甲、報告事項 

壹、確認 101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 p.6-9) 

貳、報告 101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102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CONCERT 聯盟來函要求儘速決定 102 年度電子資料庫採購項目，              

以便聯盟集體採購取得較優惠價格。102年度擬訂購電子資料庫之

預估費用及使用狀況如附件 3 。 

（二）資料庫擬購說明如下： 

1.102年度擬續訂中西文資料庫共計 18種，預估費用為新台幣

4,209,638元。 

2.刪訂資料庫 S&P Compustat Research Insight Global 

Vantage(全球版)：原為財金系薦購，因財金系提無續訂需求，

擬不予續訂。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提案二、102年度西文期刊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館 9 月份已行文各系所調查 102 年度要續訂的期刊種數，調查結

果總計訂購 122種，包括 112種電子期刊及 10種紙本期刊，預估

費用為新台幣 3,867,106元（如附件 4）。  

(二)部分系所提出的刪減期刊，大部份不在此次訂購清單中，而是本館

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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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子資料庫(第一案)中篩選出和各系所教學相關之電子期刊，再

另外列入各系所核心期刊種數中。刪減此種來源的期刊，只減少系

所核心期刊種數，和本採購案項目不同。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民國 102年會計年度本館資本支出刪減時，請各系所依分配經費刪

減期刊。 

執行情形：本案已照案執行 

其他說明：因有兩種電子期刊原本為系所刪訂，但因和資料庫綁在一起訂購， 

     於是追訂此兩種電子期刊，故 102年度期刊總計訂購 124種，包括 

     114種電子期刊及 10種紙本期刊。 

 

提案三：擬訂定「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圖書館因業務量逐年增加，如新增校史館業務、平鎮分館等業務， 

以及因應全校工讀費減少及時薪調整等原因; 擬結合校內外人力

資源，推動志工服務, 以協助圖書館工作之推展。 

（二）「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草案)如附件

5。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決  議：修改部分文字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因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於 102年 1月 24日行政會議中通過本校學生 

     志願服務實施要點，圖書館志工招募擬依該辦法施行，因此本案暫 

     停執行。 

 

提案四：擬訂定「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要點 」，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為保障入館讀者公平利用館內資源設備之權益，並維護在館內閱覽

及查尋資料時寧靜之氣氛，擬訂定違規處理辦法，以為讀者利用規

範及工作人員執行公務依據。 

（二）「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要點」(草案)如附件

6。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緩議，請圖書館參酌會議中所有意見修訂後，再提圖書館委員會 

    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擬簡化並與本館閱覽要點合併，於 102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議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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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席報告 

肆、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為「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之第 5 年，本計畫已於

100 年度併入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運作，由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購置 10 種

資料庫提供 93 所技職校院使用，本年度可使用之資料庫如下： 

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2. Web of Science(SCI+SSCI) 

3.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 

4.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5.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6.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 

7. CJTD 中國大陸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8. ACI 華藝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 

9. Nature 華藝自然視界資料庫 

10. PTC 布樣與概念設計系統 

二、圖書館參與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97~102年度西文學術電子書聯合採購計畫，

迄今已購入 71,614 本西文電子書(少部分為中文)，目前均已提供師生使用。 

三、圖書館參加大學圖書館聯盟，購置中文電子書 3586 冊已上線供師生使用。 

四、本館原置於一樓已使用 20 年之新書展示架功成身退，並於 102 年 4 月重新

訂做展示牆面。 

五、創業家資料室於 102 年 4 月新購圖書展示架及造型桌椅供讀者使用。 

六、本學期購置美加地區數位博碩士論文全文，目前可使用數量共 170,199 冊，

已可上線使用。 

七、空調系統之冰水主機已於 101 年 12 月換新。 

八、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聯盟原本提供二種服務：圖書代

借代還、雲端電子書，於本年度 11 月起將另外新增二種服務：虛擬借書證、

二手教科書媒合平台，提供給本校師生使用。 

九、預定今年年底前完成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置案」招標工作。 

十、102 年及 103 年資本支出經費如附件 7(p.21)，103 年經費尚未分配。 

乙、提案討論 

提案一、103 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CONCERT 聯盟來函要求儘速決定 103 年度電子資料庫採購項 

       目，以便聯盟集體採購取得較優惠價格。103 年度擬訂購電子資料庫之 

    預估費用及使用狀況(如附件 2, p.10 )。 

      (二)、資料庫擬購說明如下： 

        1. 103 年度擬續訂中西文資料庫共計 18 種。 

        2.由於 Science Direct 資料庫今年漲幅過高， CONCERT 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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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VIER 公司進行 Science Direct 資料庫議價，Science Direct 資料 

     庫進入 CONCERT 則照往年採購程序，若今年未入 CONCERT 則由 

     本館自行招標採購。另外由於今年漲幅較高，且若由本館自行採購 

     議價空間有限，因此預算編列較往年高出許多。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與臨時動議第一案合併討論)：照案通過，並同意應外系所提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 資料庫，如有經費則予以採購， 

    經費不足時，優先刪除 IEEE資料庫。 

 

提案二、103年度西文期刊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三) 102 年度西文期刊原為 124 種，包括 114 種電子、10 種紙本；今年

九月份本館行文各單位重新調查後，另增訂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和 Language teaching 電子期刊共二筆(應外系)，且因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資管系/資研所)明年起紙本停

刊，改為免費提供電子版使用，所以 103 年西文期刊總計 125 種，

包括 116 種電子、9 種紙本，預估費用及期刊清單如附件 3(p.11-14)。 

(四) 應外系原提出增購之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等電子期刊共

四種，其中 TheAsian EFL Journal 僅供會員訂購，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為免費公開電子期刊，因此僅增訂二種。會財

所提出增購之 Accounting Review 等電子期刊共三種，於本館訂購之

電子資料庫皆有收錄，故不另行訂購；刪訂之三種因與會資系共為核

心期刊，但該系無修改，故不予刪訂。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請應外系確認是否再刪除一種期刊(臨時動議提案一已刪一種)，否則 

    視經費足夠才予以加訂，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廢止「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因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於 102 年 1 月 24 日行政會議中通過本校學生志 

    願服務實施要點，為避免重複及該要點較為完備，因此擬廢止本要點 

    (如附件 4, p.15)。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廢止。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正「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館入館閱覽要點因內容規範罰則部分較不明確，擬與簡化後之去

年提案讀者違規處理要點合併，明確規範罰則。 

     （二）「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修正草案及新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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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對照表如附件 5(p.16-17)及附件 6(p.18-20)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續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 

 

丙、臨時動議 

提案一、應外系擬新訂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 (CMMC, 大眾傳 
    播學類暨應用外文全文資料庫)一種，並刪除續訂 Calico Journal 期 
    刊，提請討論。(應外系) 
說  明：圖書館已詢價(10 月 31 日)CMMC 資料庫為 6247 美元(Ebsco 公司資料 

    庫, 含服務費約為新台幣 200,000 元,)，Calico Journal 續訂費為新台幣 

    5184 元。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已合併於提案討論之提案一討論，如有經費則予以採購，。 
 

提案二、圖書館的公用電腦是否加上使用之限制。(李家琪委員) 
說  明：避免圖書館電腦被個人佔用太久，影響他人使用權益。 
擬  辦：研擬購買軟體來管理電腦使用的時間。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應加強圖書館利用的推廣。(王維民委員) 
說  明：圖書館購買的資料庫及電子期刊，利用的人數卻不多，應與通識課程 
    連結，以及請老師增加圖書館利用的作業。 
擬  辦：建議未來本校大學通識課程加入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並於行政會議 
    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有關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修正草案中第七點，讀者用以佔位之書物如 
    何處置問題。(陳姝伶委員) 
說  明：圖書館雖有在入口處張貼告示說明佔位之書物如何處置，但仍有讀者 
    不清楚。 
擬  辦：建議於每張桌子張貼說明告示，移置的書物拍照存證及用塑膠袋裝置； 
    以及圖書館入館閱覽要點修正草案第七點中的「處置」改為「安置」。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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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擬購一覽表 

序
號 

訂購/ 

刪訂 
資料庫/系統名稱 使用期限 103 年度訂費 104 年度預估費用 

使用人次 

102.10~103.09 
備註 

1 

續訂 

EBSCOHost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SC) 

104..01~104.12 577,408 640,000 5,631  

2 EconLit (EBSCOHost) 104..01~104.12 72,960 81,000 5,379          

3 
EBSCOHost-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CMMC) 

104..01~104.12 193,140 221,000 2,631 應外系薦購 

4 
JSTOR- 
Arts&Sciences I Collection 

104..01~104.12 55,000 55,000 3,596  

5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原 ProQuest ARL) 

104..01~104.12 170,500 172,000 5,132  

6 
ScienceDirect -Complete + 
Subject Collection 
(Business+Economics) 

104..01~104.12 880,000 880,000 6,785  

7 
Web of Science-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104..01~104.12 790,000 840,000 7,947  

8 
中華徵信所資料庫- 
企業排名TOP5000、企業集團研究、 
產業標竿及TOP5000企業名單 

104..01~104.12 330,000 330,000 56,756  

9 
臺灣經濟新報–總體經濟及
金融指標資料(MA)更新資料 

104..01~104.12 
 

16,000 16,000 

49,290 

主機在資網中心 10 
臺灣經濟新報–國內基金及
金融指標資料(SE)更新資料 

17,000 17,000 

11 
臺灣經濟新報-上市公司財
務季資料等 23 種更新資料、 
中國大陸 14 項資料庫 

755000 
合計 

850000 

755000 
合計 

850000 
12 

臺灣經濟新報 
Intra-Day 日交易紀錄光碟 

104..01~104.12 95000 95000 
財金系薦購，經費由電算
中心控管 

13 

臺灣經濟新報 
台灣、中國證券市場事件研究分
析系統暨特殊事件日期資料
庫、台灣金融市場大事記 

104..01~104.12 39,690 39,690 6,326 
104年度僅須支付年度新增資
料庫內容費用 

14 ITIS 智網資料庫 104..01~104.12 20,000 20,000 3,342 
103 年度點數仍有結餘，
104 年度擬先訂購 20000
元點數 

15 

華藝數位圖書館--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104..01~104.12 
130,000 130,000 

35,157  
華藝數位圖書館-- 
中文博碩士論文使用點數 

50,000 50,000 

16 
E 點通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
統(500ID) 

104..01~104.12 98,000 98,000 1,538  

17 商業周刊知識庫 104..01~104.12 20,000 20,000 2,639  

18 
ProQuest ABI/INFORM 
Complete 

104..01~104.12 380,000 400,000 3,236 會財所薦購 

        

總    計 

資本支出 4283558 

合計 
4696558 

4446690 

合計 
4859690 

  業務費 318000 318000 

無形資產 95000 95000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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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 

本校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館

藏發展政策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館藏發展政策 

更改行政規則名稱。 

 

3.館藏範圍 

(1)本校為商業大學，歷史悠

久，……，亦在蒐集之列。 

3.館藏範圍 

(1)本校為商業技術學院，歷史

悠久，……，亦在蒐集之列。 

修正學校名稱。 

 

 

 

第 2項 

本校校園二手教科書捐贈暨交換作業要點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園二手教

科書捐贈暨交換作業要點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校園二

手教科書捐贈暨交換作業要點 

更改行政規則名稱。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讀者尊

重智慧財產權……以推動本校

二手教科書交流活動。  

一、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

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為鼓勵

讀者尊重智慧財產權……以推

動本校二手教科書交流活動。 

修正學校名稱。 

 

第 3項 

本校圖書館討論室借用要點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討論

室借用要點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討論室借用要點 

更改行政規則名稱。 

 

一、宗旨：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

於本校教職員工生利用本館館

藏進行教學……並制定「國立

臺北商業大學臺北圖書館討論

室借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宗旨：國立臺北商業技術

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為便於本校教職員工生利用本

館館藏進行教學……並制定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

館討論室借用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修正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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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項 

本校圖書館講習教室借用要點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講

習教室借用要點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講習教室借用要點 

更改行政規則名稱。 

 

一、宗旨：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

於本校教師利用本館館藏進

行教學……並制定「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圖書館講習教室借

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宗旨：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

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

於本校教師利用本館館藏進行

教學……並制定「國立臺北商業

技術學院圖書館講習教室借用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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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還規則（修正草案） 
 

9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93.12.02)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95.01.19)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96.12.27)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98.11.26)修正通過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100.11.17)修正通過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103.06.12)修正通過 
103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所藏圖書期刊報紙等資訊，

係供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參考研究之用。 

二、本校教職員工憑本校核發之服務證、學生憑本校核發之學生證及兼任教師、退休人員、

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憑本館核發之借書證，辦理借還圖書手續。其他不屬上述讀者類型

者另依個案規定。  

三、借書憑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違者，本館除停止其借書權及追還所借圖書外，並簽請議

處。 

四、借書憑證及借出之圖書如有遺失須即向本館辦理掛失登記。如未掛失以致被冒借使本館

圖書蒙受損失時，由原證件持有人負責賠償。  

五、借書冊數及期限相關規定如下： 

1.教職員工借書總數以二十冊為限，借期六十日，得續借一次，可預約五冊。 

2.研究生借書總數以十五冊為限，借期三十日，得續借一次，可預約五冊。 

3.一般學生借書總數以十冊為限，借期二十一日，得續借一次，可預約五冊。 

4.兼任教師、退休人員、校友、短期臨時人員借書總數以五冊為限，借期二十一日，得

續借一次，可預約三冊。 

5.計畫研究用書(指教師使用研究計畫經費購買者)經本館分類編目後，該研究計畫教師

可申請長期借用，不限期限，待使用結束圖書歸還本館，再將其類型改回一般圖書。 

6.其他不屬上述讀者類型者另依個案規定。 

六、本館資料以開架式供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借閱，但下列圖書資訊僅限館內閱讀，概不外借。 

1.珍藏圖書。 

2.一般參考書及指定參考書。 

3.期刊、報紙及其合訂本。 

4.參考光碟、微縮影片。 

七、借書到期如欲續借時，可自行於線上辦理續借，或以電話向圖書館辦理續借，或親自到

館辦理。續借從辦理日當日起計算新的到期日。但如有第十點條之情形者，不得續借。  

八、預約外借中之書籍，預約冊數每人以五冊為限。凡預約書到館後，系統將自動顯示訊息

於個人借閱紀錄，輔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讀者。 

預約書到館逾五工作天內未借書者，以棄權論；並依序通知次位預約者借書。 

九、 本館遇有清點、整理、改編或裝訂圖書時，得隨時通知借書人歸還所借之書籍。 

十、借書人有下列情形者不予借書及續借： 

1.逾期書未還。 

 2.逾期罰款未繳清或未持繳費收據回本館辦理註銷。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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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記遺失損毀之書籍尚未辦理賠償。 

4.該書已被其他讀者預約。 

十一、 借出之書刊(含附件)如有遺失或損毀情事，須立即向本館辦理報失，並應於到期日後

十四工作天內，依本館「圖書遺失及損毀賠償辦法」完成賠償手續，否則除賠償該書

外，另需依第十二點處理。賠償手續未完成者，本館有權凍結其借書權利。  

十二、借閱圖書資料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如有逾期，除停止其借書權，並處以逾期罰款。  

逾期以實際開館日計算，依到期日次日起算，一般圖書資料每冊（件）每逾一日處以

罰款新臺幣五元整，但單本書逾期罰款最高額為五百元。教職員工逾期還書寬限期為

七天。 

待歸還圖書及繳清罰款後，即恢復借書權利。 

十三、教職員工離職及學生離校時，應歸還所借圖書及繳清積欠金額後，始得辦理離職離校

手續。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未符合本規定者，得通知註冊組暫停發放其畢業證書。  

十四、寒暑假圖書借還時間於學期結束前公告。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於停止借書服務前

一個月公告停借日期。 

十五、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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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還規則 

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借書冊數及期限相關規定如下： 

1.教職員工借書總數以二十冊為

限，借期六十日，得續借一次，可

預約五冊。 

2.研究生借書總數以十五冊為限，

借期三十日，得續借一次，可預約

五冊。 

3.一般學生借書總數以十冊為限，

借期二十一日，得續借一次，可預

約五冊。 

4.兼任教師、退休人員、校友、短

期臨時人員借書總數以五冊為限，

借期二十一日，得續借一次，可預

約三冊。 

5.計畫研究用書(指教師使用研究

計畫經費購買者)經本館分類編目

後，該研究計畫教師可申請長期借

用，不限期限，待使用結束圖書歸

還本館，再將其類型改回一般圖書。 

6.其他不屬上述讀者類型者另依個

案規定。 

五、借書冊數及期限相關規定如下： 

1.教職員工借書總數以二十冊為

限，借期六十日，得續借一次，可

預約五冊。 

2.研究生借書總數以十五冊為限，

借期三十日，得續借一次，可預約

五冊。 

3.一般學生借書總數以十冊為限，

借期二十一日，得續借一次，可預

約五冊。 

4.兼任教師、退休人員、校友、短

期臨時人員借書總數以五冊為限，

借期二十一日，得續借一次，可預

約三冊。 

5.其他不屬上述讀者類型者另依個

案規定。 

新增及修正部份文

字 

 

八、預約外借中之書籍，預約冊數

每人以五冊為限。凡預約書到館

後，系統將自動顯示訊息於個人借

閱紀錄，輔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讀

者。  

預約書到館逾五工作天內未借書

者，以棄權論；並依序通知次位預

約者借書。 

八、預約外借中之書籍，預約冊數

每人以五冊為限。凡預約書到館

後，系統將自動顯示訊息於個人借

閱紀錄，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讀

者。  

預約書到館逾五工作天內未借書

者，以棄權論；並依序通知次位預

約者借書。 

 

 

  

修正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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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書辦法 

（修正草案） 
 

9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93.05.20)通過 
9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93.06.03)修正通過 
9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95.01.19)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96.05.24)修正通過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98.11.26)修正通過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100.11.17)修正通過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103.06.12)修正通過 
103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館秉持擴大服務讀者之理念，特制定本校「圖

書館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

繼續服務本校兼任教師、退休之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  

二、本校兼任教師、退休之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得依本辦法規定向圖書館辦理

借書事宜。熱心捐贈圖書給本校圖書館者，應依據本校「圖書館接受捐贈致謝處理原則」

辦理之。  

三、申請辦理借書證時，本校兼任教師(需持聘書)、退休教職員工(需持退休證)、 校友（需

持畢業證書）、短期臨時人員（需持計畫工作人員派令或核准函）及一吋照片一張，至本

館填具「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書證申請表」，並繳納保證金

新台幣參仟元及辦證工本費 100元。借書證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

申請辦理借書證書宜。借書證停用時，應辦理退證或繳回手續，並得申請無息退還保證

金。  

四、兼任教師如未繼續在本校授課，必須歸還所借圖書及繳清罰款、交回借書證，並申請退

還保證金。  

五、借書總數以五冊為限，借期二十一日，得續借一次，可預約三冊。  

六、借書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借或交換，否則本館得停止其借書權利，如因上述情形致使

本館資料遭受損失時，原持證人應負賠償之責任。  

七、借書證請妥為保存，如遺失應立即向本館掛失，如因借書證遺失致使本館資料遭受損失

時，原持證人應負賠償之責任。  

八、申請補發借書證，需持身分證、一吋照片一張及新證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至本館辦理。  

九、其他借閱規則悉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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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兼任教師、退休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書辦法 

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三、申請辦理借書證時，本校兼任

教師(需持聘書)、退休教職員工(需

持退休證)、 校友（需持畢業證

書）、短期臨時人員（需持計畫工作

人員派令或核准函）及一吋照片一

張，至本館填具「兼任教師、退休

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

書證申請表」，並繳納保證金新台幣

參仟元及辦證工本費 100元。借書

證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應依本辦

法規定重新申請辦理借書證事宜。

借書證停用時，應辦理退證或繳回

手續，並得申請無息退還保證金。  

 

 

  

三、申請辦理借書證時，本校兼任

教師(需持聘書)、退休教職員工(需

持退休證)、 校友（需持畢業證

書）、短期臨時人員（需持計畫工作

人員派令或核准函）及一吋照片一

張，至本館填具「兼任教師、退休

教職員工、校友及短期臨時人員借

書證申請表」，並繳納保證金新台幣

參仟元。借書證有效期限為三年，

期滿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辦理

借書證事宜。借書證停用時，應辦

理退證或繳回手續，並得申請退還

全部或部分保證金。  

新增及刪除部份文

字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及行政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通過條文之文字用

語統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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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8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89.03.23)通過 

9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90.08.24)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95.08.17)修正通過 
9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96.05.24)修正通過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99.09.23)修正通過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100.02.24)修正通過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103.06.12)修正通過                    
 103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策劃本校圖書資訊服務發展方針與重大興革事宜， 

特依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五條規定訂定本校圖書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設置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圖書館館長擔任，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

際長、主計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資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附設空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及附設高商進修

學校校務主任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學生代表四名（依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各項會議學

生代表選舉辦法」研究所、學院部、專科部及進修推廣部各推選一名）為遴選委員，各

委員均由校長聘任之，校長得視需要增聘委員若干名。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

員指定館員擔任。  

三、各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年。遴選委員，連選得連任。當然委員依其職務而更換。任期依學    

年度起訖為準，並於每學年度開始後二個月內選任下屆委員。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四、本委員會主要任務如左：  

(一)圖書館重要章則與措施之審議。 

(二)圖書館業務發展之方針及重大興革之建議與諮詢。 

(三)重要圖書資料選購及徵集之審議。 

(四)評定書刊之淘汰。 

(五)圖書經費分配與運用之審議。 

(六)讀者申訴之仲裁。 

(七)其他有關圖書館業務之建議與諮詢。  

五、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經本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由主任委員任主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並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委員若無法出席，得由委員委託代理人出席。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有關人員或學生列席。  

七、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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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圖書館館長擔任，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主計主

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資網中心主

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附設空中進修學

院校務主任、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校

務主任及附設高商進修學校校務主

任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學生代表四

名（依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各項

會議學生代表選舉辦法」研究所、

學院部、專科部及進修推廣部各推

選一名）為遴選委員，各委員均由

校長聘任之，校長得視需要增聘委

員若干名。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

由主任委員指定館員擔任。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圖書館館長擔任，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會計主任、進修

推廣部主任、附設空中進修學院校

務主任、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校務主

任、附設高商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電算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各所

系科、體育室推選講師以上教師各

一名，通識教育中心推選講師以上

教師三名，及學生代表四名（研究

所、學院部、專科部及進修推廣部

各推選一名）為遴選委員，各委員

均由校長聘任之，校長得視需要增

聘委員若干名。本會設執行秘書一

人，由主任委員指定館員擔任。 

1.因新增單位及單

位名稱改變，新增

及修正部分文字。 

2.體育室遴選委員

修正為體育室主任

為當然委員，通識

教育中心遴選委員

修正為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 

3.參考各大學圖委

會設置要點，各所

系科遴選委員修正

為由各學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 

 

三、各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年。遴選

委員，連選得連任。當然委員依其

職務而更換。任期依學年度起訖為

準，並於每學年度開始後二個月內

選任下屆委員。本委員會委員均為

無給職。  

 

 

三、各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年。遴選

委員，連選得連任。當然委員依其

職務而更換。任期依學年度起訖為

準，並於每學年度開始後二個月內

選任下屆委員。本委員會得設月輪

值委員三人，由全體委員互選，負

責協助本委員會會務之推展與處

理。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刪除部分文字 

五、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一次為原

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經本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

召開臨時會。會議由主任委員任主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

議，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委員若無法出席，得由委員

委託代理人出席。 

 

五、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一次為原

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經本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月

輪值委員會之提請，得召開臨時

會。會議由主任委員任主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並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新增及刪除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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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95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95.10.17）通過 

98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99.06.24）修正通過 

xxx 學年度第 x 次圖書館委員會（       ）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依據本校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成 

         立本館自我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由館長、館內各組組長為當然委員，並由館長擔任召集人。本會得另聘校內外 

         學者專家 2至 3人參與評鑑實地訪察作業。 

第三條、 本會應每二年實施自我評鑑一次，並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推動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 本會之評鑑內容，包括本館對協助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 

         事項之效益評估與改進建議，同時就本館硬體、人員服務、自動化作業系統、藏書 

         及期刊的品質與數量、資料庫種類、行政手續等進行滿意度調查，並作成評估與改 

         進建議。 

第五條、 評鑑結果除作為本館自我改善依據，並做為本館短、中、長程發展規劃調整之重要 

         參考依據。對於評鑑成績優良之單位或個人，應報請校長給予敘奬；評鑑成績不佳 

         之單位或個人，應接受追蹤考核。 

第六條、 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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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 

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

十三條規定，訂定本館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並成立本館自我評鑑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一、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以下

簡稱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

本館）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本館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並成立本館自我評鑑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增修原條文文字 

三、本會應每二年實施自我評鑑一

次，並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推動委

員會審議。 

三、本會應於部訂技術學院評鑑或

專案評鑑前一年內實施自我評鑑一

次，並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委員會

審議。 

增修原條文文字 

五、評鑑結果除作為本館自我改善

依據，並做為本館短、中、長程發

展規劃調整之重要參考依據。對於

評鑑成績優良之單位或個人，應報

請校長給予敘奬；評鑑成績不佳       

之單位或個人，應接受追蹤考核。 

五、評鑑結果報告應於校內公布，

評鑑資料做為本館短、中、長程發

展規劃調整之重要參考依據。對於

評鑑成績優良之單位或個人，應報

請校長給予敘奬；評鑑成績不佳         

之單位或個人，應接受追蹤考核。 

增修原條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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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失物招領及管理要點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處理館內拾獲遺失物之招領及

管理作業，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失物招領及管理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凡於本館拾得之遺失物或逾時留置閱覽空間之私人物品，得送交流通櫃台辦

理登記招領事宜。 

三、 非本館人員拾得遺失物報繳處理者，為拾得人；本館人員（含工讀生、志工

等）於館內拾獲遺失物報繳處理者，以本館為拾得人代表。 

四、 本館得記錄拾得人之姓名及聯絡方式，若拾得人表示授權本館為代表，或表

示不願留下記錄則不在此限。 

五、 以下類型之遺失物本館得逕行拋棄或送交警察機關： 

  (一) 易於腐敗者。 

  (二) 其保管所需費用過鉅者。 

六、 遺失物招領方式如下： 

(一) 流通櫃臺人員受理報繳遺失物品時，即檢查並於「拾獲物登記簿」記錄遺失

物內容。 

(二) 遺失物可辨識其所有人並可取得其聯絡方式者，即通知所有人領回；若為個

人證件，認領時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並於「拾獲物登記簿」之領取人欄位

簽名後領回。 

(三) 無法辨識遺失物之所有人者，如經所有人指認且本館檢證無誤，所有人可於

「拾獲物登記簿」之領取人欄位簽名後領回。 

(四) 當月無人認領之遺失物，本館將統整後製表，次月公告於本館網頁招領，有

受領權人可於第七條所規定之期間內領回。 

七、 本館代為保存遺失物之期間為自通知或公告網頁招領之日起三十日，此期間

過後若未有受領權人認領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新台幣五百元以上現金、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送交警察機關依規定辦 

      理。 

  (二) 價值在新台幣五百元以下或文具等非貴重物品，本館得通知拾得人領回；本 

      館為拾得人代表時，則由本館逕行處置。 

八、 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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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草案) 

10x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x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修正通過 

 

一、主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結合校內外人力資源，協助推展
圖書館業務，依據本校「學生志願服務實施要點」為母法，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圖書館志工人員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選訓方式 
   (一)召募： 
       1.透過本校學務處志工召募計畫召募志工 
       2.本館每年定期接受申請並公開招募。 
   (二) 訓練：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志工及受服務者之權益及義務， 
        對志工辦理「基礎」及「特殊」訓練；參與基礎及特殊訓練均合格之志 
        工，由受訓單位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1.基礎訓練：依內政部規定辦理「志工基礎教育課程」。 
       2.特殊訓練：由受訓單位或本館辦理專業訓練。 
 
三、 服務內容 
  (一)圖書資料整理 
  (二)圖書資料加工 
(三)圖書資料上架及整架 

  (四)圖書館或校史館環境整理 
  (五)圖書館導覽 
  (六)校史館值班或導覽 
  (七)其他 
 
四、服務時間 
    本館開館時間內，依志工意願及實際需求排班。 

 
五、權利及義務 
  (一)志工為無給職，每月服務至少八小時。 
  (二)志工可憑志願服務證借閱本館圖書，借閱冊數以五冊為限，借期二十一日， 

得續借一次，可預約三冊。 
  (三)應遵守本館各相關規定，並於服務時間配戴志願服務證 
  (四)若無法前來服務，需先向服務單位請假 
  (五)其他奬勵依本校「學生志願服務實施要點」辦理。 
 
六、管理 
  (一)由服務單位負責考核，包括出勤、服務態度、工作熱忱、工作知能等項目 
  (二)有以下情形者，本館得取消其擔任本館志工資格 
      1.每月三次未到班亦未請假或損及本館榮譽與權益者。 
      2.行為有損本校或本館聲譽者 
      3.不遵守本要點第五條之義務或圖書館相關規定者 
      4.其他經本館認定不適任者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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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103及 104年度資本支出經費表(104年經費尚未正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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