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99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地

點：圖書館一樓多功能討論室

主
席：廖館長文豪
記錄：林偉龍
出席人員：王委員維民、李委員昭慶、李委員麒麟、張委員梅芬、邱委員繼智、
葉委員清江 (許慶文代)、張委員旭華、王委員美慧、王委員亦凡、
林委員淑媛、黃委員麗樺(李柏儀代)、林委員岳祥、莊委員家彰(吳詩涵代)、
陳委員玫真、丁委員慧瑩、史委員穎君、黃委員晉揚(鄭世賢代)、
楊委員東育、汪委員瑞芝(鍾潔瑜代)、楊委員雅婷、李委員芳如、
阮委員宜庭
應出席：27 人
實

到：23 人

請

假：4 人（林委員純如、梁委員志民、張委員世佳、陳委員蓉萱）

列席人員：許組長澤宏、姜組長健、李秀娟、程秋萍、林祥昌、林偉龍

甲、報告事項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 p.5)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1.「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略)。
2. 修正草案新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略)。
3. 附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條文供參考如附件(略)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99 年 9 月 2 日經校長核定實施，如附件 2 (p.6)。。
提案二、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1.「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略)。
2. 修正草案新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略)。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續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99.09.23)修正通過，如附件 3 (p.7)。

參、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參加本次會議，圖書館上一學年度除一般性業務持續推展外，另有以下較重大的事
項:
一、圖書資料年借閱量維持 11 萬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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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 樓加裝空調送風機，可導入室外新鮮空氣改善館內空氣品質；並可調高空調設定溫度約
4～5 度，達到省電功能。
三、六藝樓靠近圖書館處將有 1-3 樓的空間要調整給圖書館，使圖書館的空間可達到 5000 平方
公尺，預計明年暑假施工；另外，由於視聽中心將改為語文中心，其原先保存的視聽資料將
移交給本館，因此圖書館預計將於二樓設置視聽媒體教室，以供讀者使用。以上重大變革，
待本館先行討論腹案後，將需要各位委員於明年上半年續召開二次會議討論。
四、四維樓完成後，本館將爭取於圖書館前設立延伸閱讀區，類似庭園咖啡的座位，使讀者可處
於戶外舒適的環境下閱讀、討論及休閒，屆時敬請委員於相關會議支持。

肆、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為教育部「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之第 3 年計畫，由雲林科技大學圖
書館購置 20 種資料庫提供 93 所技職校院使用，本年度因採學科主題區分採購，本校可使用
其中 14 種資料庫如下：
1.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2. DIGITIMES 中文科技會員資料庫
3. IEK 產業情報網
4.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
5. udn 數位閱讀館電子雜誌－聯合文學
6. Web of Science(SCI+SSCI)
7.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8. 台灣商學企管資料庫
9. 台灣經濟知識庫
10. 聯合知識庫
11. 萬方數據庫
12. 科學人中文版
13.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14. 動腦知識庫
二、圖書館參與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97~99 年度西文學術電子書聯合採購 3 年計畫，迄今已購入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Collection 牛津線上學術電子書等共 19 種電子書，41,820 本電子
書，即將完成階段性採購。顧及本館紙本圖書經費受各類型電子資源年年調漲影響，100 年
度不參與該聯盟，原編列支付聯盟共購西文電子書之經費回歸紙本圖書之採購經費。
三、99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計舉辦 24 場資料庫使用講習，目前已辦理 11 場，共計 136 位師生參與。
四、本校各系所核心館藏期刊清單已初步整理完成，各系所期刊數量如下：
系所別

中文

西文

合計

會資系

9

28

37

財金系

10

46

56

財稅系

12

49

61

國商系

29

79

108

企管系

16

42

58
2

資管系

9

47

56

應外系

9

33

42

通識教育中心

51

合計

145

51
324

469

1. 西文核心期刊包括本校訂購之單本電子及紙本期刊，以及從電子資料庫中挑選出之電子期
刊，通識中心部分擬另外提供清單以供挑選出合適期刊，或另行介購。
2. 中文核心期刊從本校訂購中文期刊中以學科區分，請各系所參閱後可再行調整。
3. 以上核心館藏清單已建置於”本館網頁目錄各系所核心館藏期刊”項下。

乙、提案討論
提案一、100 年度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

擬
決

(一) CONCERT 聯盟來函要求儘速決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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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擬訂購電子資料庫之預估費用及使用狀況(如附件 4 , p.8)。
(二) 資料庫擬購說明如下：
1. 99 年度擬續訂中西文資料庫共計 18 種。
2. 會計財稅研究所推薦增訂台灣經濟新報「台灣、中國證券市場事件研究分析資料
庫」
，所需經費新台幣 198,450 元，因前述 18 項續訂資料庫採購費用總和已接近年度
資料庫經費額度，無法增訂其他資料庫，是否刪訂部分續訂資料庫後增訂「台灣、
中國證券市場事件研究分析資料庫」？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議：同意刪訂「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
，改訂「台灣、中國證券市場事件研究分析資料庫」，
其他照案通過。

提案二、100 年度西文期刊訂購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館已於民國 99 年 1 月起將西文期刊 122 種改訂為電子期刊；目前其中 2 種因停刊停
訂，1 種電子版為免費，8 種無電子版改訂紙本，餘 111 種為電子版；100 年採購清單及
預估價格如附件 5(p.9-11)。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採購程序提出請購。
決 議：照案通過。
其他決議: 通識中心請提出相關學科之中文核心期刊清單，在明年經費許可範圍下直接進行訂
購；西文部分，亦請先提出清單，於明年會議時一併與其他系所期刊討論。

提案三、為全館功能考量及因應未來平鎮校區，擬修正本館分組名稱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館現行編制分三組:為「典藏閱覽組」、「採訪編目組」、「系統資訊組」。
二、參考國內各大學，部分大型大學圖書館由於編制較大且分工細，而有「系統資訊組」
編制(如附件 6, p.12-14)，其負責業務包括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網路設備及其他電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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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決

腦之管理維護與網頁管理，大多為較偏重在設備管理及軟體應用層面，技術層面問題
大部份均與廠商簽有維護合約;其他圖書館因編制較小，多無獨立設置該組。為因應數
位化圖書館之趨勢，提高行政效率及權責區分，建議修正本館分組名稱及功能。
三、另為因應未來平鎮校區設立，有必要設立「分館主任(或組長)」一人。
辦：
一、參考國內各大學圖書館編制，因應未來平鎮校區及在不增加編制原則下，擬將本館分
組名稱改為「讀者服務組」、「技術服務組」、「分館」三組，各組工作職掌如附件 7
(p.15）。
二、參考國內 15 所國立大學校院組織編制及為專業考量，暢通館員升遷管道以提昇工作
士氣，各組組長擬由職員專任。
三、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續送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
議：請於適當時機簽報校長核示再依程序辦理。

提案四、暫停「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改訂台灣經濟新報「事件研所系統」，提請討論。(會
財所)
說 明：為配合研究生學術研究之需求，申請增訂台灣經濟新報「事件研究所系統」。
擬 辦：配合學校經費，且目前「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已有數個替代性資料庫可供查詢，建
議先暫停此資料庫，改訂台灣經濟新報「事件研究所系統」。
決 議：已與提案一合併討論，照案通過。
提案五、惠請同意增加兩名通識類心靈、藝術或其他領域之委員，提請討論。(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本校改制為商業技術學院時，設置了「共同學科」，藉以推動全校通識教育課程與共
同課程，經多年的努力後，通識教育漸有所成，近年來更透過駐校藝術家、駐校文學
家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全面提升本校學生通達博雅的人文教育精神。
二、本中心自「共同學科」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後，推動通識教育不遺餘力，在課程
上新增多門通識課程，並透過學群的劃分，達到涵蓋各不同知識領域的目的，目前通

擬
決

識教育中心在學院部課程設置有「國文學群、外文學群、藝術學群、心靈學群、社會
學群、通識必選學群」，希藉由六大學群，能盡量涵蓋更多的學術領域。
三、本中心配合圖書館委員會的設置，目前有國文學群、外文學群與人文學群三大學群代
表，經數年的參與圖書館會議與相關活動後，發現若僅有三大學群代表，難以全面的
涵蓋各種不同學術領域，也發現在採購書籍以及配合圖書館活動上，應有更多不同領
域的委員，方能更增圖書館委員的特色，基於此，本中心建請圖書館委員會能新增兩
名，通識類心靈、藝術或其他領域的代表，以利圖書館購書及相關活動的需求。
辦：討論通過後，建請圖書館依有關規定，續提相關會議辦理。
議：照案通過。另修正本校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及新舊修文對照表如附件 8 及 9
(p.16-17）。

丙、臨時動議
其他建議:
一、邱委員繼智：因應評鑑需要，請圖書館將本校其他三個研究所需核心期刊清單調查提出。
二、林委員淑媛：建議圖書館舉辦邀請駐館作家等活動。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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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98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9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四) 中午 12 時
地
點：圖書館一樓
主
席：廖館長文豪
記錄：林偉龍
出席人員：邱委員繼智、王委員維民、李委員昭慶、林委員純如、張委員梅芬、
魏委員榮貴、凌委員祥發(李瑞芸代)、張委員旭華、王委員美慧、
李委員麒麟(黃史舜代)、段委員致成、王委員宛薰、黃委員麗樺、
林委員麗容、莊委員家彰、陳委員杏棻、周委員郁明、賴委員明政、
唐委員日新
應出席：26 人
實到：20 人
請假：6 人（林委員淑媛、賴委員蓉禾、許委員偉倫、蔡委員佩佳、
王委員苹懿、楊委員學鵬）
列席人員：許組長澤宏、姜組長健、李秀娟、程秋萍、林祥昌、林偉龍

甲、報告事項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略)
參、主席報告（略）

乙、提案討論
提案一、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1.「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略)。
2. 修正草案新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略)。
3. 附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條文供參考如附件(略)
擬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1.「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略)。
2. 修正草案新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略)。
擬
決

辦：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續送行政會議審議。
議：照案通過。

丙、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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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95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951017）通過
98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990624）通過並經校長(990902)核定實施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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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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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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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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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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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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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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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推選講
師以上教師各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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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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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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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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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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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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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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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校圖書館編制及分組組長任用資格調查表
編號 校名

1

分組數量

組主任(組長)職員專任

組主任(組長)教師兼任

數

數

採訪組



期刊組



編目組



閱覽組



推廣服務組



台灣大學(11) 視聽服務組



特藏組




系統資訊組

2

3

4

行政組



法社分館



醫分館



典閱組



採編組



行政組



政治大學(7) 推廣服務組



數位典藏組



系統資訊組



分館



採編組



典閱組



期刊組



師範大學(7) 系統資訊組



推廣服務組



出版中心



校史經營組



行政組



採編組



資訊系統組



典閱組



讀者服務組



人社分館



清華大學(8)

備註

教師兼

12

5

6

7

交通大學(6)

數學分館



物理分館



採編組



期刊組



數位圖書資訊組
參考諮詢組



典藏閱覽組



視聽組



採編組



典藏組



中興大學(5) 參考組



期刊組



資訊組



採編組



期刊組



典藏組



閱覽組



資訊服務組



多媒體視聽組



成功大學(8)

系統管理組

8

台灣科技大
學(3)

10

11

12

台北科技大
學(3)



醫學院分館



採編組



典閱組



系統資訊組
9







資訊組




推廣服務組



採編組



閱覽組



典藏組



視聽資訊組



閱典組



統及網路管理



技術服務組

台北大學(3) 典閱組

本組主要工作為電腦系







國立台北藝



讀者服務組

採編組

台北市立教
育大學(4)



13

術大學(2)

採編組



13

國立台灣藝
術大學(2)

閱典組



採編組



14

國立臺灣體
育學院(2)

讀者服務組



技術服務組



閱典組



採編組



參考服務組



系統服務組



美侖校區



15

國立東華大
學(5)

組數：76

職員專任數：69
(90.79%)

教師兼任數：7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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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職掌說明：

附件 7

讀者服務組
一、圖書館之開館及閉館、櫃台流通業務、書刊典藏閱覽及書庫管理。
二、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NDDS)、校際館際合作協議簽署及合作之推動(館際借書證之交換
及借用)、參與全國性及區域性館際合作組織。
三、參考諮詢及資訊檢索服務、專題選粹。
四、圖書館推廣活動 (含利用教育、資料庫教育訓練、圖書館導覽等)。
五、教師指定參考書、本校學位論文及特藏資料管理。
六、智慧財產權資料整理與宣導。
七、讀者意見彙整、分析及回覆。
八、二手書交流業務管理。
九、工讀生管理。
十、新書及視聽資料等多媒體之展示及推廣。
十一、圖書館討論室、電腦檢索區及講習教室借用及管理。

技術服務組
一、圖書資料請購、分類編目及加工
中西文圖書(含電子書)、期刊(含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視聽多媒體、參考工具書、報紙
之推荐單蒐集、複本查核、請購、點收、分類編目及加工處理。
二、圖書館資訊系統及機房之管理
包括自動化系統, 門禁系統, 隨選視訊系統, 遠端認證系統, 整合查詢系統, 電子學位論
文系統, 機構典藏系統, 無硬碟系統, 網路設備及電子資料庫管理。
三、館舍維護
全館中央空調、水電、消防、電腦、館舍清潔業務之採購、管理與維護。
四、圖書館預算之編列、執行與控制。
三、圖書館財產管理。
四、公文處理：公文收發、轉呈、彙整、追蹤及結案歸檔。
五、會議召開：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館務會議、其他臨時會議。
六、圖書館發展規劃：年度工作統計及報告、中長程計畫等。
分館：
一、分館流通業務及流通櫃台管理
二、分館參考諮詢及館際合作
三、分館書庫及參考書管理
四、分館期刊、報紙管理
五、分館設備管理
六、分館工讀生管理
七、分館輪值
八、其他一般性分館業務及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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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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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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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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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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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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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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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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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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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 通識教育中心推選講師以上教
人，由圖書館館長擔任，教務 人，由圖書館館長擔任，教務 師由一名改為三名，並調整其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敘述位置。
會計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 會計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
附設空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附設空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附設高商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附設高商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電算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 電算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
各所系科、體育室推選講師以 各所系科、通識教育中心及體
上教師各一名，通識教育中心 育室推選講師以上教師各一
推選講師以上教師三名，及學 名，及學生代表四名（研究所、
生代表四名（研究所、學院部、學院部、專科部及進修推廣部
專科部及進修推廣部各推選一 各推選一名）為遴選委員，各
名）為遴選委員，各委員均由 委員均由校長聘任之，校長得
校長聘任之，校長得視需要增 視需要增聘委員若干名。本會
聘委員若干名。本會設執行秘 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
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館員 指定館員擔任。
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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