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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陳館長嘉文陳館長嘉文陳館長嘉文陳館長嘉文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陳阿令陳阿令陳阿令陳阿令    

出出出出    席席席席：（：（：（：（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    

列列列列    席席席席：（：（：（：（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各組各組各組各組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採編組採編組採編組採編組::::    

一、 本館 97 學年度（97.08.01~98.07.31）圖書增加情形如下表： 

 97 學年度新增

冊數 

97 學年度止館藏冊數 

中文 25,493 481,268 

西文 6,935 121,848 

合計 32,428 603,116 

二、 為有效擴增本館中西文電子書之館藏規模，並達成與國內各學術圖書館

資源共享目標，本館今年續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及「中文電子

書共建共享聯盟 II」。 

1.「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是由台大所發起，以聯合採購西文學術電子書

為目的，從民國 97 年起至 99 年，進行為期 3年之西文電子書共購共享

計畫，並獲得教育部的支持與補助。第一期計畫於去年執行完畢，共有

88 個會員館參加，每所大學分擔新台幣 170 萬元，教育部補助 6,120 萬，

總經費 2億零 700 萬，購入超過 1萬 5千册西文電子書。這是國內圖書

館大規模合作成功的範例。現在正進行第 2期 98 年的採購計畫，一共有

96 個會員館，比去年增加了 8個館，目前分批進行驗收工作，並陸續提

供使用。 

2.「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由逢甲大學圖書館發起，以聯合採購中文

學術電子書為主。97 年度共有 41 個會員館加入，聯合採購『北大方正

電子書』32,960 種電子書。今年度繼續加入「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

II」，希望能透過聯盟集體的力量，持續擴增我們中文電子書之館藏規模。 

3. 目前本校中西文電子書訂購數量合計為為 68,500 種，104,380 冊，可

使用（含免費公用）數量為 539,719 種，587,599 冊。 

三、97 學年教師國科會計畫購書，總金額為新臺幣 286,271 元，總冊數 19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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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確保本校研究生上傳至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之論文為口試通過且

指導教授認可之最後修訂版，自 98 學年度起研究生論文上傳後系統所發

之論文審核通過通知單，會以副本知會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以確保論文

的品質正確性。 

五、97 學年度本校畢業研究生共 811 人次，每人次收取紙本論文 5 冊，1 册

寄交國家圖書館，餘 4 册編目後存本館供師生利用，共收取 4,055 冊。

因圖書館館藏空間有限，98 年 4 月 21 日教務會議通過自 98 學年度起減

少紙本論文收取份數，改收取 4 冊，1册寄交國家圖書館，餘 3 册存館。

97 學年度研究生論文授權情形如下表： 
 

 

 

 

 

 

 

 

 

 

 

 

 

 

 

 

    

    

    

    

    

    

    

    

    

    

    

 

人文藝 

術學院 
師範學院 管理學院 農學院 

生命科 

學院 
理工學院 

國防與國 

家安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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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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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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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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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碩 

士 

博 

士 

碩 

士 

合計 

人數 0 72 8 280 0 98 0 139 0 87 0 124 0 3 811 

不公開 0 12 1 76 0 53 0 41 0 60 0 42 0 2 287 

公開 0 47 2 97 0 30 0 40 0 12 0 27 0 0 255 

一年後公開 0 11 4 72 0 9 0 26 0 9 0 27 0 1 159 

二年後公開 0 0 1 11 0 2 0 12 0 1 0 13 0 0 40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三年後公開 0 2 0 24 0 4 0 20 0 5 0 15 0 0 70 

不公開 0 25 3 138 0 70 0 72 0 65 0 59 0 2 434 

公開 0 31 2 60 0 18 0 26 0 6 0 19 0 0 162 

一年後公開 0 12 3 55 0 4 0 17 0 13 0 18 0 1 123 

二年後公開 0 1 0 11 0 2 0 8 0 1 0 16 0 0 39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三年後公開 0 3 0 16 0 4 0 16 0 2 0 12 0 0 53 

不同意 0 28 3 142 0 66 0 64 0 64 0 55 0 2 424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0 44 5 138 0 32 0 75 0 23 0 69 0 1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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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組典藏組典藏組典藏組::::    

ㄧ、97 學年度（97.08.01～98.07.31）圖書館流通統計如下： 

館別 

項目    
蘭潭館 民雄館 新民館 林森館 合計 

借閱人次 24,458 24,201 9424 3610 61,693 人次 

借閱冊數 74,066 90,814 26,240 11,678 202,798 冊 

續借冊數 18,994 19,562 5,729 4,103 48,388 冊 

預約冊數 8,255 4,622 2,017 266 15,160 冊 

  二、97 年 8月至 98 年 7月進館使用圖書館資源約 207,173 人次。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組組組組::::    

一、 截至 98 年 7月視聽館藏統計如下： 

 蘭潭館 

（中文） 

蘭潭館 

（西文） 

民雄館 

（中文） 

民雄館 

（西文） 

DVD（數位化光碟） 2091 2374 1170 689 

VCD（影音光碟） 1269 33 869 45 

CD （雷射唱片） 692 257 1928 416 

VC （錄影帶） 1077 57 3055 505 

AC  (錄音帶) 479 32 1792 188 

CDR (互動式光碟) 323 56 839 213 

A  （視聽資料附件） 194 9 890 258 

LD  (影碟) 0 0 173 9 

合計 6125 2818 10716 2323 

 

二、97 學年度（97.08.01～98.07.31）視聽資料外借流通統計如下： 

   視聽資料借閱總計 5731 件，其中蘭潭館 2838 件，民雄館 2893 件，統

計表如下所示：  

資料類型 蘭潭館 民雄館 總計 

DVD 690 495 1185 

VCD 119 107 226 

CD 2002 2248 4250 

VHS 0 20 20 

A(視聽資料附件) 27 23 50 

總計 2838 2893 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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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蘭潭圖書館視聽設備使用統計如下：    

蘭潭視聽設備：新圖資大樓視聽學習欣賞區設備相當完善，其中單人視

聽 27 座；雙人視聽 11 座；多人視聽區 10 座，另有 4間團體欣賞室。 

    96 學年度（96.08.01～97.07.31）視聽設備使用統計如下： 

 

 

 

四、97 學年度（97.08.01～98.07.31）圖書館視聽資料採購統計如下： 

新增採購視聽資料共 2,550 片，總金額 NT$ $6,907,576。。 

 

日期 採購片數 採購金額 

中文 931 $1,709,820  
2008/10 1463 

西文 532 $1,925,985  

中文 709 $2,166,800  
2008/12 982 

西文 273 $921,500  

中文  42 $48,536  
2009/05  64 

西文  22 $45,175  

中文  1 $3,200  
2009/06  41 

西文  40 $86,560  

總計  2,550 $6,907,576 

使用次數 蘭潭視聽座單/雙/多 蘭潭團體視聽欣賞室 

2008/08 802 3 

2008/09 1928 65 

2008/10 2000 48 

2008/11 1701 39 

2008/12 1969 29 

2009/01 689 11 

2009/02 1119 46 

2009/03 1313 21 

2009/04 1279 15 

2009/5 1381 19 

2009/6 1464 21 

2009/7 744 7 

總計 16389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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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於配合學校積極推動國際化，外籍生人數日增，圖書館已於 6 月底

完成博碩士論文檢索端新增英文版本功能並升級至 UNICODE版本資料

庫。。 

六、圖書館已完成圖書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建置，可整合查詢本校圖書館及

網路資源，歡迎經由圖書館首頁「整合查詢」選項連結。 

七、依教育部來函撰寫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書，以購置

圖書為主，積極申請 2,000 萬補助款。 

八、因應學校開源節流，調整各校區檢索區電腦數量，以裝置民雄圖書館

五樓資料檢索教室使用（因教育學院落成啟用，教科所遷離民雄圖書

館，原屬教科所的五樓電腦教室設備一併遷移），民雄資料檢索教育課

程已順利進行。。 

九、為遏止非法使用電腦及尊重智產權，宣導讀者合法使用電腦，圖書館

檢索區實施插卡(學生證)作業。並配合新學期圖書館加強四校區資料檢

索區電腦維修與檢測，以提升服務品質。 

十、建置圖書館郵件系統以宣導圖書館重要訊息及活動(例：通知畢業生辦

理離校手續、圖書館週活動、指定參考書通知單等)，期能使館務更加

順暢。 

    

◎◎◎◎閱覽組閱覽組閱覽組閱覽組::::    

一、 2009 年圖書館訂購紙本外文期刊 310 種，經費為新台幣 8,332,324

元，紙本中文期刊 364 種，經費為新台幣 620,365 元，資料庫 31 種，

經費新台幣 12,834,823 元（包括 Wiley & Blackwell 期刊 33 種及資料

庫，經費新台幣 2,054,475 元），數位論文 155 本，經費新台幣 279,415

元，期刊與資料庫總經費為新台幣 21,943,407。 

二、 經由圖書館首頁，可查詢電子期刊達 12,192 種，資料庫 140 種，數位

論文達 106,616 種，97 學年度經由圖書館電子資源管理系統查詢資料庫

及電子書人次達 94,420 人次。 

三、 本學年度資料庫使用講習共舉辦 14 場，參加人數共 324 人次。新生導

覽共舉辦 30 場，參加人數共 836 人次。 

四、 新學年度開始圖書館將陸續舉辦新生資源利用講習，資料庫研習等課

程，為使新生能順利使用各式館藏資源，請鼓勵各班新生向各校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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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典藏組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修改 202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修正條文已於 97.10.21 館務會議討論通過，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202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  
94 年 6 月 28 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 

95 年 6 月 30 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8 月 14 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9 月 2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0 月 21 日圖書館館務會議討論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可申請臨時借書證之人員： 
ㄧ、本校兼任教師、退休人員、校友、交

換教授、專案研究助理、本校學生集

中實習之特約學校機構教師；以上人

員須備妥下列文件，申請核准後始得

發證： 
（一）填申請表一份。 
（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 
（三）檢具身份證影印本。 
（四）代收保証金三千元至出納組繳

款，保留收據影本（兼任教師、

交換教授得請本校專任教職員

擔任保證人，專案研究助理須由

計畫主持人擔任保證人，填寫保

證書後免繳三千元保證金）。 
（五）檢附身份證明文件： 

    本校兼任教師憑聘書、交換教授憑文

件、退休人員憑身份證、校友憑校友證或校友證或校友證或校友證或

畢業證書或師資班學分證書或師資班學分證書或師資班學分證書或師資班學分證書、專案研究助

理憑計畫主持人保證書、本校學生集中實

習之特約學校機構教師憑教師證。 

二、已報到但尚未註冊之準研究生： 

須備妥下列文件，申請核准後始得發證： 

（一）填申請表一份。 

（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 

第四條 可申請臨時借書證之人員： 
ㄧ、本校兼任教師、退休人員、校友、交

換教授、專案研究助理、修業一年以

上之學分班暨各類推廣教育班學

生、本校學生集中實習之特約學校機

構教師；以上人員須備妥下列文件，

申請核准後始得發證： 
（一）填申請表一份。 
（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 
（三）檢具身份證影印本。 
（四）代收保証金三千元至出納組繳  
      款，保留收據影本（兼任教師、 
      交換教授得請本校專任教職員 
      擔任保證人，專案研究助理須由 
      計畫主持人擔任保證人，填寫保 
      證書後免繳三千元保證金）。 
（五）檢附身份證明文件： 

    本校兼任教師憑聘書、交換教授憑文

件、退休人員憑身份證、校友憑畢業證

書、專案研究助理憑計畫主持人保證書、

修業期限一年以上之本校各種進修班學

員憑修業證明、本校學生集中實習之特約

學校機構教師憑教師證。 

二、已報到但尚未註冊之準研究生： 

須備妥下列文件，申請核准後始得發證： 

 

 

刪除，9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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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具身份證影印本。 

（四）報到程序單影本。 

三、休學之博碩士生，因撰寫論文需使用 

    圖書館資源者，須備妥下列文件，申 

    請核准後始得發證： 

（一）填申請表一份。 

（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 

（三）檢具身份證影印本。 

（四）休學證明文件。 

四四四四、、、、修業中之學分班暨各類推廣教育班學修業中之學分班暨各類推廣教育班學修業中之學分班暨各類推廣教育班學修業中之學分班暨各類推廣教育班學

生生生生，，，，由進修部統籌向圖書館申請由進修部統籌向圖書館申請由進修部統籌向圖書館申請由進修部統籌向圖書館申請臨時臨時臨時臨時

借書證借書證借書證借書證，，，，結業時亦由進修部通知圖書結業時亦由進修部通知圖書結業時亦由進修部通知圖書結業時亦由進修部通知圖書

館確認館確認館確認館確認，，，，並並並並統統統統一一一一收回收回收回收回臨時借書証臨時借書証臨時借書証臨時借書証。。。。  
 

（一）填申請表一份。 

（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 

（三）檢具身份證影印本。 

（四）報到程序單影本。 

三、休學之博碩士生，因撰寫論文需使用 

    圖書館資源者，須備妥下列文件，申 

    請核准後始得發證： 

（一）填申請表一份。 

（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 

（三）檢具身份證影印本。 

（四）休學證明文件。 

 

 

 

 

 

 

 

 

 

 

 

 

 

新增，971021

館務會議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 : : 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典藏組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修正「203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本案已於 98.05.26 館務會議討論通過，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 

203 國立嘉國立嘉國立嘉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義大學圖書館義大學圖書館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讀者違規處理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4 年 6 月 28 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 

96 年 8 月 14 日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80526 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凡讀者未經辦理出借手續，攜帶

本館圖書資料離館、在館內損毀圖書資

料、未經授權拷貝或轉錄資料、違反著作

權法或相關電子資源使用規範者，以下列

方式處理： 

ㄧㄧㄧㄧ、繳交處理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圖書及多媒體視聽資料以本辦法第

三條第二款所訂之辦法計算價格後二倍

第四條 凡讀者未經辦理出借手續，攜帶

本館圖書資料離館、在館內損毀圖書資

料、未經授權拷貝或轉錄資料、違反著作

權法或相關電子資源使用規範者，以下列

方式一併處理： 

一、繳交處理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圖書及多媒體視聽資料以本辦法第

三條第二款所訂之辦法計算價格後二倍

修改，980526

館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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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 

（二）期刊以事實發生時，該年訂費二倍

賠償。 

二、除繳交前款處理費外，並依下列方式

處理：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逕送權責單位依校

規及相關獎懲辦法查處。 

（二）他校學生或社會人士，以學校公文

函送該校或機構處理，除追繳處理費外並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函覆其其其其處理情形。如有不配合之學校

或機構，本館得拒絕該該該該單位所屬所屬所屬所屬人員使用

本館。 

（三）拒絕告知單位或不屬任何單位之社

會人士，通知校警處理。 

（四）依前款及本款規定處分者，其另有

違法行為時，尚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

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負法律責任。 

三、停止其資料借閱權或使用權一年。 

賠償。 

（二）期刊以事實發生時，該年訂費二倍

賠償。 

二、除繳交前款處理費外，並依下列方式

處理：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逕送權責單位依校

規及相關獎懲辦法查處。 

（二）他校學生或社會人士，以學校公文

函送該校或機構處理，除追繳處理費外並

應函覆其處理情形。如有不配合之學校或

機構，得拒絕其單位人員使用本館。 

（三）拒絕告知單位或不屬任何單位之社

會人士，通知校警處理。 

（四）依前款及本款規定處分者，其另有

違法行為時，尚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

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負法律責任。 

三、停止其資料借閱權或使用權一年。 

第七條 讀者使用圖書館應遵守規定，不

得有下列行為，違者予以告知並登記告知並登記告知並登記告知並登記，，，，達達達達

兩次則停止入館及借閱權一個月，校外換

證入館讀者須立即離館。 

一、衣著不整或其他不當之行為。 

二、攜帶食物、飲料、、、、動物或違禁品動物或違禁品動物或違禁品動物或違禁品入館。 

三、吸煙、臥睡、喧嘩及其他影響讀者權

益之行為。 

四、在特定區域（（（（影印室、樓梯間、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間間間間）外使用行動電話。 

五、預佔座位，離座超過六十分鐘即視同

預佔座位，除登記登記登記登記外圖書館得將其物品集

中存放，但不負保管之責。 

六、不得利用館內電腦做非圖書館館藏查

詢，如連結 BBS 站、連結色情網站、收發

E-MAIL、使用電腦遊戲、不當下載電腦資

料等行為。 

第七條 讀者使用圖書館應遵守規定，不

得有下列行為，違者予以告知，告知兩次

則停止入館及借閱權一個月，校外換證入

館讀者須立即離館。 

一、衣著不整或其他不當之行為。 

二、攜帶食物及飲料入館。 

三、吸煙、臥睡、喧嘩及其他影響讀者權

益之行為。 

四、在特定區域（影印室、樓梯間）外使

用行動電話。 

五、預佔座位，離座超過六十分鐘即視同

預佔座位，除記點外圖書館得將其物品集

中存放，但不負保管之責。 

六、不得利用館內電腦做非圖書館館藏查

詢，如連結 BBS 站、連結色情網站、收發

E-MAIL、使用電腦遊戲、不當下載電腦資

料等行為。 

修改，980526

館務會議通過 

第十一條 使用人應確實遵守本館之各

項規定，違規情節重大或連續違規三次

者，除依本辦法處理外除依本辦法處理外除依本辦法處理外除依本辦法處理外，，，，得函送學生事務得函送學生事務得函送學生事務得函送學生事務

處生活輔導組或駐警隊依法處理處生活輔導組或駐警隊依法處理處生活輔導組或駐警隊依法處理處生活輔導組或駐警隊依法處理。。。。 

第十一條 使用人應確實遵守本館之各

項規定，違規情節重大或連續違規三次

者，本館得停止其使用權一年。 

修改，980526

館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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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 : : 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修正「301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入館閱覽規則」。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ㄧ、本案已於 98.04.08 館務會議通過。 

二、增列及修改條文如對照表，請討論。 

    
301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入館閱覽規則(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為維護圖書館秩序、環境整潔

及提供讀者有效服務，特訂定本規

則。 

不變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於圖書館總館及分館本規則適用於圖書館總館及分館本規則適用於圖書館總館及分館本規則適用於圖書館總館及分館。 第二條本規則適用於圖書館總館、分

館及自修閱覽室。 

修正 

 第三條本館依公告之開放時間開放

讀者入館，開放時間由圖書館另行公

告。 

不變 

第四條 讀者憑有效證件刷卡入館，，，，各類證

件之申請，依「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入

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辦理。 

第四條讀者憑有效證件刷卡入館。各

類證件之申請，依「國立嘉義大學圖

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辦理。

臨時入館閱覽以身份證換證入館。 

修正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校外人士臨時入館閱覽校外人士臨時入館閱覽校外人士臨時入館閱覽校外人士臨時入館閱覽須憑身分須憑身分須憑身分須憑身分

證證證證、、、、駕照或駕照或駕照或駕照或其他有效其他有效其他有效其他有效證證證證件件件件換取臨時閱覽換取臨時閱覽換取臨時閱覽換取臨時閱覽

證證證證。。。。    

第五條 校外人士臨時入館閱覽出示

身份證登記換證。 

修正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校外人士持校外人士持校外人士持校外人士持臨時閱覽證臨時閱覽證臨時閱覽證臨時閱覽證得閱覽得閱覽得閱覽得閱覽，，，，不不不不

得外借資料得外借資料得外借資料得外借資料，，，，不得使用自修室不得使用自修室不得使用自修室不得使用自修室。。。。    

 新增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為維護閱覽品質為維護閱覽品質為維護閱覽品質為維護閱覽品質，，，，本館得限制本館得限制本館得限制本館得限制同一同一同一同一

時段校外人士進館人數時段校外人士進館人數時段校外人士進館人數時段校外人士進館人數及閱覽時數及閱覽時數及閱覽時數及閱覽時數，，，，超超超超

過一定人數須依序排隊過一定人數須依序排隊過一定人數須依序排隊過一定人數須依序排隊，，，，待有其他校外待有其他校外待有其他校外待有其他校外

人士出館後再依序遞補人士出館後再依序遞補人士出館後再依序遞補人士出館後再依序遞補；；；；離館時應繳回離館時應繳回離館時應繳回離館時應繳回

臨時閱覽證臨時閱覽證臨時閱覽證臨時閱覽證，，，，並換回原證並換回原證並換回原證並換回原證。。。。    

 新增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各類入館借閱各類入館借閱各類入館借閱各類入館借閱或閱覽或閱覽或閱覽或閱覽證件限本人證件限本人證件限本人證件限本人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違者依違者依違者依違者依「「「「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者違規處理辦法者違規處理辦法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第六條 各類入館借閱證件限本人使

用，嚴禁持他人證件入館，違者須立

即離館，本館除保留證件並通知證件

原持有人領回外，且依「國立嘉義大

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修正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並共同並共同並共同並共同 第七條 為維護本館的整潔與寧靜，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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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惜本館資源愛惜本館資源愛惜本館資源愛惜本館資源，，，，如有違如有違如有違如有違規情事規情事規情事規情事，，，，悉依悉依悉依悉依「「「「國國國國

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讀者入館應衣履整齊，嚴禁攜帶飲料

食物、違禁品及寵物入館。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讀者利用本館各樓層空間資源設讀者利用本館各樓層空間資源設讀者利用本館各樓層空間資源設讀者利用本館各樓層空間資源設

備及館藏備及館藏備及館藏備及館藏，，，，應遵循該借用及調閱辦法應遵循該借用及調閱辦法應遵循該借用及調閱辦法應遵循該借用及調閱辦法。。。。    

第八條 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

並共同愛惜本館資源，圖書資料及各

項設備未經借閱程序，不得擅自攜離

出館，如有違規情事，悉依「國立嘉

義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

理。 

修正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讀者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使用

館藏圖書資料，若有違法自行負責。 

第九條 讀者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使

用館藏圖書資料，若有違法自行負

責。 

修正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妨害本館安全及正常運作之讀

者，本館得會同相關單位處理。 

第十條 妨害本館安全及正常運作之

讀者，本館得會同相關單位處理。 

修正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各適用單位若因特殊需要若因特殊需要若因特殊需要若因特殊需要，得依

權責訂定其管理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

後公布實施。 

第十一條 各適用單位得依權責訂定

其管理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公布

實施。 

修正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

通過，陳陳陳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

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修正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 : : 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四四四四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2010 年各學院外文期刊與資料庫訂購內容，提請討論。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一、2010 年度各學院外文期刊與資料庫訂購，各學院提出清單（如附件

一）。 

二、為使本校有限圖書經費達到最大利用效益，電子資料庫及期刊有續訂

特質，紙本期刊之採購原則為凡有電子版全文可用者，除各系所核心

館藏之外，不再訂購紙本期刊。 

三、預估 2010 年各系所請購資料庫約需經費新台幣 14,138,823 元，外文

期刊約需經費新台幣 9,360,000 元，中文期刊約需經費新台幣 700,000

元，總經費需求約為新台幣 24,198,823 元整。 

四、圖書館閱覽組本年度分配經費為 13,300,000 元，續訂 2010 期刊與資

料庫預估約不足 10,8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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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紙本期刊訂購，部分資料庫有要求不可刪訂紙本或要求轉訂電子版，

如 SDOS、LINK、Wiley-Blackwell、AIP、APS、IOP、ACS。 

六、98 年 1至 7月份經由圖書館電子資源管理系統使用資料庫使用率如

附件二。 

七、2010 年期刊預計於本年度 9月底提出招標，各項資料庫於 12 月底完

成採購，採購項目提請討論。 

八、若學校無支援經費建議由每一學院共同分攤不足額經費(每院最多

135 萬元)，完成 2010 年資料庫與期刊採購。 

決決決決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    資料庫與外文期刊質量除了會影響全校師生學術研究外亦會影響系

所評鑑，圖書館應參考其他大學作法，研擬圖書、資料庫與期刊採購

政策，例如未達一定使用率者不再續訂、各系所訂購數量、新增系所

的基本成長空間等，以求更周衍有效運用預算內分配經費採購各院、

系、所請購之圖書、資料庫與期刊。 

二二二二、、、、    圖書館提案年度分配圖書(含資料庫與期刊)採購經費不足，若由各學

院攤提，徒增各院困擾，建議仍由圖書館統籌，並於行政會議中提案：

研議由各院、系、所次年度教學訓輔經費中移部分比例作為圖書(含

資料庫與期刊)採購經費。以求順利完成各學院請購之圖書、資料庫

與期刊之採購。 

三、圖書館於彰雲嘉圖書館聯合會議中提案，將資料庫與期刊採購納入館

際合作，以節省各校經費支出。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丁委員志權：請圖書館提報推廣活動計畫，申請卓越計畫經費補助。 

  ◎陳主任惠美：安排學生參加「圖書館之旅」活動，讓其他校區學生亦能

至蘭潭總館參觀，凝聚學生向心力，使能更深入了解並善加利用圖書館豐

富資源。 

    

伍伍伍伍、、、、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感謝各位委員對圖書館業務提供寶貴意見，圖書館將依決議，

於 10 月份行政會議中提案，研議由各院、系、所次年度教學訓輔經費中

移部分比例作為圖書(含資料庫與期刊)採購經費，使 2010 年圖書、資料

庫與期刊採購能符合各學院提出的請購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