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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圖書館諮詢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7 年 3 月 23 日(週五)上午 10 時 00 分至 12 時 10 分 

地點:圖書館地下一樓第一會議室(A31-022) 

主席:丁館長志權                                       記錄：鄭素梅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一、自 106 學年開始，圖書館諮詢委員會改為每學期舉行一次，除院長外，

增加教師、學生代表，希望委員多提供意見，讓圖書館業務能配合老師、

學生的需求。 

二、附件六列出圖書館 106 年 KPI 23 項，可看出圖書館目前整體概況： 

    1、進館人數逐年下降。 

    2、借書人數逐年減少。 

    3、去年電子書使用次數明顯增加。 

    4、資料庫檢索及下載次數去年比前年減少五千餘次。 

    5、紙本期刊若有電子版則改買電子期刊，故紙本期刊數量減少。 

    6、因學生取得影片管道更方便，故視聽影片欣賞人數減少。 

    7、研究小間及研討室使用次數下降。 

三、圖書館延續過去慣例，每學期辦理一~二次藝文展覽，為本館特色之一。 

 

貳、各組工作報告: 

◎採編組: 

一、106 年度本館購置圖書經費約為 414 萬元、電子書約為 228 萬元，紙本圖

書共增加 7,815 筆、電子書增加 15,080 筆。 

二、本館至今(107 年 2 月底)累計電子書館藏為 781,238 冊。107 年度將持續加

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以優惠價格購置電子書服務師生，該

聯盟將於 107 年 4 月起陸續辦理各項採購電子書業務，本館將配合辦理。 

三、為提供師生有更多東洋學者研究台灣及中國之歷史文化文獻，本館自 106

年 2 月簽准同意受理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山田辰雄博士捐贈個人

畢生研究現代中國史之個人收藏中、英、日文圖書約 5000-7000 冊。為籌

措海運運輸贈書費用，106 年 9 月 11 日獲得日本台灣交流協會補助 5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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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日幣。計畫執行期間自 106 年 10 月至 107 年 3 月 15 日，共由東

京運送 4 回 64 箱 1747 冊贈書至本校，合計支出運費 34 萬 1,280 日幣。

本案贈書將典藏於民雄校區圖書館 3 樓設專區。另依「國立嘉義大學圖

書館受贈資料處理」要點第四點規定，未來受贈圖書資料將不另闢專室

專架保存，如有設置專室專架之必要性，需提本校圖書館諮詢委員會討

論。 

四、有關本校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共購電子書，每年均有委請

各學院協助推薦專業領域書單。4 月份有票選 collection 合集之電子書平

台、5 月份有票選推薦單冊電子書之方案。因票選期程為聯盟所規定，近

3 年有部份學院因院務較為繁忙而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票選而棄權，提醒各

學院能盡量撥冗票選優質電子書書單供採購之參考。 

五、本館受理師生推薦圖書主要有線上推薦系統及每學期由系所推薦兩種管

道，尤以後者管道所採購進館之外文學術性圖書為大宗。基於專業考量

透過系所推薦各領域專業圖書，以符師生研究和教學所需。唯近年部份

學院之系所推薦圖書，總由少數教師推薦，非由課程委員會或系上多數

教師推薦，至使館藏之專業外文圖書種類及徵集來源受到限制，無法有

效提供更多樣性的專業圖書來源供師生借用。懇請各學院院長利用相關

會議協助宣導所屬，以利充實本校專業館藏之品質及領域多樣性。 

六、106-2 學期系所推薦專業中西文圖書案，已於 106 年 12 月 26 日通知各學

院轉知所屬系所，各院系所已於 107 年 2 月 3 日前將彙整之推薦清單送

回本館。經篩選複本及經費考量等因素，已進行下訂作業。中文書預計

最快 10 週後到館、外文書則預計 12 週到館。 

七、配合本校會計年度執行資本門預算之執行率，本館每學期請各院系協助

推薦購書期程將更改如下：     
學期別 更改後時間 原時間 備註 

下學期 5 月中旬-7 月中旬 6 月下旬-8 月底 系所圖書採購清單回收並

經館員處理前置作業完

成，自向書商下訂單後，中

文書約 10-12 週進館、外文

書約 12-14 週進館。 

上學期 11 月下旬至隔年 1 月 12 月下旬-至隔年 2 月

八、佛光山寺贈送本校【星雲大師全集】一套計 365 冊，106 年 11 月 21 日由

嘉義市佛光山圓福寺運送至本校蘭潭校區圖書館。全集收錄大師中文圖書著

作，將其重要作品重新編排造冊，系列性分門歸類，共三千餘萬字、五萬篇條目，種

類豐富、論述多元，可謂包羅萬象，一應俱全。本館採編組已於 106 年 12 月 29

日完成編目加工，移送典藏組規劃上架於蘭潭校區圖書館 4 樓。另為感謝



 3

佛光山寺贈送本校圖書館【星雲大師全集】，訂於 107 年 1 月 9 日(星期二)

行政會議，由前校長邱義源博士頒發感謝狀給佛光山圓福寺覺禹法師，

並邀請致詞。同行蒞校者，尚有知禮法師及本校退休鄭榮賢老師。 

九、本館特色館藏之一為設有童書專區，預計 107 年 2 月起編列預算 20 餘萬，

陸續增購外文童書豐富館藏，並提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所需新教材。 

十、為維持館藏質量，服務師生教學研究需求，本校擬制訂國立嘉義大學圖

書館館藏發展政策。本案業經 107 年 1 月 15 日、3 月 5 日兩次館藏發展

政策小組會議討論，及 107 年 3 月 12 日圖書館館務會議討論。擬依行政

程序，將本發展政策之草案提本校圖書館諮詢委員會審議。 

十一、為提供讀者優質新書閱讀，本館於 107 年 3 月 1 日下訂 2018 台北國際

書展得獎及入圍中文書，分為小說獎、非小說獎及編輯獎等三大類共 48

冊，合計 2 萬 4,091 元。 

十二、翰林出版社 107 年 2 月份，免費贈送本校國中小教科書 2 批共 233 冊，

目前編目加工中。完工後，移送民雄校區典藏流通。 

十三、本館 106 年 11 月 29 至 30 日於民雄校區圖書館 1 樓，辦理推薦圖書書

展活動，感謝民雄校區師生及其他校區師生踴躍參加。凡推薦 3 本書以

上之前 85 名同學，由書商提供價值 100 元禮物卡或日本大創雜貨。活動

期間有 200 餘位學生出席推薦圖書活動，並於 11 月 30 日下午 4 時，由

丁志權館長抽出教育學系、中文學系、視覺藝術學系共 3 人幸運學生，

每人各獲得 1 本展示新書。 

副校長建議：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贈書給本校，圖書館是否致贈山田辰雄 

    教授感謝狀一份，表達感謝之意。 

鄭組長說明：山田辰雄博士將於今年 6 月到台灣參加學術研討會，屆時若山 

    田教授能到本校，本館將舉辦「日本學者研究專室」揭牌儀式並製作文 

    創感謝狀一份以資感謝。 

 

◎ 典藏組: 

一、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106.08.01~107.01.31）圖書館流通統計如下： 

館別 

項目 
蘭潭館 民雄館 新民館 合  計 

借閱人次 5,827 6,071 2,708 14,606 人次 

借閱冊數 13,288 16,998 4,951 35,237 冊 

續借冊數 5,948 6,913 1,929 14,790 冊 

預約及校區 2,096 1,768 898 4,76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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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借冊數 

二、辦理借還書、預約/校區互借、協尋書、急用書通知…等業務，並不定期

進行外借圖書區書庫清潔整理，以及圖書上架、順架、調架、移架、催

還…等工作，以利讀者借閱。 

三、活化書庫架位空間，不定期辦理複本及老舊圖書之報銷。 

四、本館 107 年休館日業經館務會議通過，並於網站及蘭潭館佈告欄公告，

且已將 107 年休館日參數表提供廠商設定系統，使還書日避開休館日。 

五、本館館藏查詢網頁讀者權益聲明書因沒有強制讀者簽署才能啟用使用圖

書館的權限，有無簽署並無差異，故請廠商移除網頁上讀者權益聲明書

簽署連結。 

六、本組提供飛資得有關休、退、復學的狀態同步程式之條件及需求，並經

測試檢視後，已請廠商正式上線使用。 

七、為配合本館自動化系統與校務行政系統帳號、密碼整合，自本學年度開

始流通櫃臺不受理校內教職員工生密碼變更之服務，前述人員若忘記密

碼將請其逕於校務行政系統重新設定。另已請系統資訊組協助於「個人

借閱紀錄查詢系統」「修改個人資料」中之「修改密碼」分為教職員工生

及校外人士兩類，讓教職員工生進入該系統欲修改密碼時直接連結至校

務行政系統網頁，以落實帳密整合。 

八、11/16 邀集民雄館及新民館討論眷屬副卡借書證退證處理方式，會中達成

3 點共識：1.刪除眷屬副卡證號、眷屬副卡 Mifare 號。2.在 Aleph 典藏

備註註記退證，並在紙本申請單一併註記退證。3.眷屬副卡借書證不強

制繳回圖書館。各館並依共識辦理眷屬副卡退證事宜。 

九、校園 IC 卡異動資料共 688 筆，櫃檯逐筆人工輸入更新資料以利讀者能順

利刷卡入館。 

十、佛光山贈送本校《星雲大師全集》計 365 冊，經採編組分類編目後列為

蘭潭館館藏。為使該套資料順利上架供讀者閱覽，需進行中文圖書 200 - 

299 空間之架位調整、架標更新。調架時偕同工讀生一併進行館藏盤點(架

上盤得 3200 冊)、複本淘汰(計 554 冊，含附件)。已於寒假結束前完成

調架。 

 

◎ 系統組: 

一、資訊硬體設備汰換及維修如下： 

(一)蘭潭圖書館閱覽組 4台電腦汰換，採編組 3 台電腦汰換，共學區櫃台

電腦主機汰換，10 台電腦作業系統同步升級為 Windows 10; 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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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室 30 台電腦作業系統同步升級為 Windows 10。 

(二)新民及民雄圖書館各採購一台筆記型電腦，並完成相關軟硬體安裝，

新民圖書館檢索區 8 台電腦更換 100G SSD 硬碟，櫃台更換還書櫃台

電腦主機，安裝多功能印表機。 

(三)四部叢刊連線 IP 重新設定，中文系無線網路已可正常連線使用。 

二、相關相關網路設備建置如下 

(一)更換資源推廣室網路交換器。 

(二)陸續更換機房伺服器網路線為 cat6 UTP Cable，提升伺服器網路速度。 

(三)蘭潭圖書館四樓讀者區無線基地台已全數更換完畢(共六台)，可連線

至電算中心新版無線認證畫面 

三、視聽設備汰換及維修如下： 

  (一)視聽座位電源管理系統主機完成第三部主機板及控制軟體更新。 

(二)汰換視聽區一台液晶顯示器，預計 107 年更新 10 台液晶顯示器。 

四、嘉義大學博碩士論文系統升級專案啟動會議於 8 月 1 日啟動討論系統功

能，預計 106 年 11 月 16 日驗收，107 年 4 月 10 日啟用。 

五、依 106/11/28 行政座談決議暨主席指示辦理，召開會議討論，將 3個系

統(電算中心報廢學生證系統、圖書館出入口系統、學生宿舍門禁系統)

整合統一登錄報廢。電算中心於107年1月17日召開會議，決議為以email

通知業務單位，並提供 mifare 序號異動檔以方便業務單位系統更新資料

庫。另學生證報廢或 mifare 序號異動時，採取 double check 的方式進

行廢卡處理作業，詳列上傳時間、資料筆數、處理時間、經辦核章及資

料留存備查。 

六、門禁系統主機自 95 年使用至今尚稱穩定，然 106 年經 2次駭客攻擊，以

12 月份最為慘重。近日了解若干大學圖書館門禁系統狀況及與本校電算

中心討論，因囿於龐大經費及各家廠商門閘韌體不一，仍決定以現有的

門禁系統運作，目前補強方案為先更變網路架構。另，門禁系統主機資

料異動頻繁，恐影響主機效能，僅保存近一年資料，二年前的資料以壓

縮備份的方式保存。 

七、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 10 至 12 月份影片欣賞活動參加人數統計如下表： 

 

日期 影片欣賞 人數 

106.10.18 (三)  樂來越愛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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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25(三)  明天別再來敲門  23 

106.11.08 (三)  最美的安排 34 

106.11.22 (三)  為了與你相遇 21 

106.12.06 (三)  第一夫人的秘密 21 

106.12.20 (三)  瑪麗娜之橋 18 

總計 
        138     

八、自 107 年 2 月 26 日(星期一)起蘭潭圖書館視聽區開館時間調整為週五夜

間(17：00-21：00)及週日(14：00–21：00)暫不開放，若有師生欲還視

聽資料煩請一樓櫃檯代收。  

九、圖書館文創業務報告如下： 

(一)11、12 月份高雄明宗書法藝術館「抄․閱․古․今」鄭輝雄書法展向

本館訂製客製化大瓷磚、中瓷磚及馬克杯，共約 8 萬 1千元整。 

(二)11 月 23、24 日圖書館配合「混凝土學會 2017 年會暨混凝土工程研討

會」於蘭潭校區圖書館演講廳擺設文創攤位。 

(三)1 月份完成佛光山購書、蔡文成校友及許榮南先生惠贈本校青花瓷 3

塊瓷磚感謝狀($3,600)。另，製作中山大學附中盧毓騏老師書法客製

化瓷磚 5件($3,000)、高雄明宗書法藝術館「抄․閱․古․今」鄭輝

雄書法展向本館訂製馬克杯 30 個($4,500)、人事室訂感謝狀 15 個 

($9,000)及食科系李益榮訂製中瓷磚 6 個($3,600)共 2 萬 3,700 元。 

(四)「馨見書道賞芹畫」展覽之文創，陳政見教授 2幅作品製作中瓷磚，

張小芹女士 2 幅作品製作中、小瓷磚及圓燈，張繼馨教授 2 幅作品製

作大瓷磚、馬克杯及圓燈，每幅作品均僅製作 6-8 件。3 月 5 日開幕

文創收入 10,200 元。 

十、2月 22 日(星期四)已舉辦圖書館行動 APP 系統說明會，目前著手撰寫規

格書，預計 3 月中旬上簽呈，3 月底進行招標作業。APP 可將圖書館最新

消息、圖書到期、預約書到館等資訊即時推播到讀者手機，預計 107 學

年度 9月開學正式上線。 

 

◎閱覽組: 

一、本校博碩士論文系統升級，自 106 年 8 月本組與系統資訊組討論系統樣

板、英文版本授權書、英文版本退件理由通知單等做系統更新之準備，目

前除了製作新版論文上傳操作手冊外，也在新系統讀者端及系統後端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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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測試，期使系統更加友善，預計在 4 月 10 日左右新系統可上線使

用。 

二、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本校電子論文上傳情形參閱附件一；論文授權公開率

在本館上學年的宣導有明顯的改善，以獸醫及師範學院分佔一、二名，分

別為 100%與 88%，整體尚有 78%的公開率。 

三、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蘭潭圖書館資源利用統計： 

 

服務名稱 場次 人次 

圖書館利用教育課程 14 381

資料庫的檢索及全文下載次數 512,032

 

    中文資料庫以 Acer Walking(綜合學科)電子期刊使用 95,065 最多，其次是

華藝線上圖書館(綜合學科) 85,474 次。外文資料庫以 SDOL(綜合學科) 

153,824 次最高，Naxos(音樂) 33,302、Ebscohost ASP(綜合學科) 23,689、

ACS(化學) 21,548 等次之(參閱附件二)。 

四、106 學年第一學期研討室及研究小間之使用統計：(單位：次)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計 

研討室 11 18 83 159 79 122 6   478

研究

小間 

5 5 9 7 6 4 1   37

 

五、學習共享區自 102 年 10 月底啟用後，獲得學生的喜愛，以下為每月的進

出入使用情形：(單位：人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2013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 364 2778 2436 5578 

2014 2073 954 2274 2501 2436 2608 623 490 1130 2936 3093 2659 25920

2015 2558 344 2363 3136 2754 3834 340 238 1503 2898 3197 2403 25568

2016 1478 607 1820 2695 2189 2372 287 356 1368 2554 2832 2477 21035

2017 1473 575 2039 2166 2222 2295 197       

2018 213 220            

註:系統於 2017 年 10-11 月時故障，無法取得 2017 下半年資料。 

六、學習共享空間設備使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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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無線耳機 

音樂欣賞 

有線耳機 

語言學習 

筆電借閱 

2015 使用次數 256 88 8

2016 使用次數 370 70 57

2017 使用次數 95 98 47

備    註 本服務自 2015年

3 月起 

 本服務自 2015年

6 月起 

 

七、其他活動統計： 

活動名稱 參加人數 活動說明 

「電子書我最行~如何以

行動載具下載電子書」研

習 

110 人 106 學年度上學期獲

「台灣學術電子書暨

資料庫聯盟」補助7500

元辦理活動，開研習班

課程，以自由報名方

式，課後進行成果驗收

給予禮券獎勵 

「電子書我最行~查電子

書戳好禮」活動 

90 人 獲「台灣電子書供給合

作社」補助9000元辦理

活動，設計電子書檢索

問題，由到館讀者現場

檢索回答(若有問題給

予提示並教導)，查得答

案後給予戳獎品獎勵 

電子資源有獎徵答活動 581 人 以Google表單設計線

上填答問題方式辦理

活動，計有115個獎項 

 

八、彰雲嘉大學校院館合會議 106 年由本館於 11 月 17 日辧理，為促進聯盟

圖書館之合作交流，秉持資源共享理念，並提供教職員工生更豐富的圖

書資源，每一年度皆固定舉辦此會議。本次會議計有 13 校代表與會，會

中除例行性的合作業務報告外，並請到前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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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銖教授前來做「e 探無紙境－電子書使用者取用行為」的專題演講。

為感謝各館推動館際合作業務，每年度頒獎予服務績效最佳(借出最多)

的學校，106 年度獲獎的單位為國立中正大學、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南華

大學，及國立嘉義大學，另頒績效進步獎予大同技術學院。 

九、106 年蕭萬長文物館共有 902 人次參觀，為鼓勵班級參觀，本組委請廠商

設計製作刻有文物館 logo 及結合市花豔紫荊圖案的精美限量版的鐵製書

籤一套(二枚)，用以宣傳文物館，贈送貴賓或參觀者。 

十、106 學年第一學期全國館際合作申請統計： 
 複印 借書 總計 

向外申請 80 137 217

外來申請 56 16 72

總計 136 153 289

 

十一、上學期三校區推行學院館員服務，在學科主題資源的網頁方面大都已

完成建置，除某些科系的相關連結還有待時間補齊外，將持續更新網頁上

的資源內容及連結。此主題資源對各科系師生在資源的利用方面有更便利

的參考查詢指引效果。下列為106年9月至今讀者的點閱統計情形： 

學  院 
系所別 

點閱次數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139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15 

特殊教育學系 110 

幼兒教育學系 170 

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118 

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所 76 

數理教育所 107 

合計 936 

人文藝術學院 

中國文學系 181 

視覺藝術學系 164 

應用歷史學系 125 

外國語言學系 122 

音樂學系 96 

合計 688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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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學系 204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72 

資訊管理學系 83 

財務金融學系 54 

行銷與觀光管理學系 79 

合計 686 

農學院/獸醫學院 

農藝學系 191 

園藝學系 150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133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77 

動物科學系 83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13 

景觀學系 89 

植物醫學系 94 

獸醫學系 108 

合計 1038 

理工學院 

電子物理學系光電暨固態電子 86 

應用化學系 93 

應用數學系 93 

資訊工程學系 89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研究所  67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53 

電機工程學系 239 

合計 720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150 

水生生物科學系 126 

生物資源學系 125 

生化科技學系 199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38 

合計 738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總 計 4806 

 

十二、完成107年訂購之西文電子期刊SFX(智慧型動態連結)設定，去除歷年

重覆電子資源的連結顯示並定期整理、解決後端的資源連結等問題。 

 
◎民雄分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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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調 100RT 冷凝器故障更新及 200RT 空調主機、水塔更新設備，已完成

驗收核銷。廠商於 107年 1月 10日辦理新主機及軟體控制使用教育訓練，

全體館員均參加。 

二、 5 樓國中小不外借教科書，完成整架與移架工作。 

三、12 月完成部分館舍清潔。清潔範圍為 1 樓地板、窗簾、吊扇、中庭花園

內牆、門口走廊、2-5 樓內部玻璃擦拭、3樓國際會議廳地毯清潔。 

四、12 月舉辦 107 年過期及複本期刊贈閱活動。 

五、民雄分館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上傳審核論文共 85 篇。 

六、107 年 1 月 6、7 日舉辦兩場周末親子英語故事時間。由教育系及外語系

同學講述 13 個自創的英文故事並設計相關活動引導親子英語學習。共 60

名社區親子參與此故事時間。 

七、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處理教師指定參考書共 56 冊。 

八、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書籍借閱人次 5,333，借閱冊數 16,029 冊。電子資

料庫教育訓練與圖書館導覽共 31 場。會議廳與電影欣賞室借用次數，共

計會議廳 21 場，電影欣賞室 10 場。 4 間研討室借用次數共計 703 次。。 

九、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會議廳與電影欣賞室，至目前預約借用共 21 場。 

十、民雄分館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計畫： 

    (一) 2-3 月:加強館內硬體設施維護與裝設，含期刊室、自修室、書庫圖

書整理與空調維護。 

    (二) 3-4 月:持續辦理圖書館電子期刊與資料庫利用教育活動。 

    (三) 107 年 5 月辦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論文上傳說明會與論文

徵集典藏。 

 
◎新民館 : 

一、 新民校區圖書館 106 學年度上學期辦理圖書資訊與論文上傳教育訓練 1

場。 

二、 106 學年度上學期管理學院論文上傳共約 16 篇。 

三、 106 學年度上學期受理 NDDS 館際合作申請件共 29 件。 

四、因應新民館讀者類型多元，於去年(106 年)12 月完成部分監視器鏡頭更新 

    及設置數位化系統。門禁系統亦於本月(107 年 3 月)完成維護更新。 

五、為便利新民館附近社區民眾閱報及避免閱報者佔據館內閱覽席位，已重 

    新規劃閱報區，讓閱報區獨立於閱覽區外且對外開放。閱報者可不用換 

    證直接進入閱報區。 

六、歡迎老師開設研究方法相關課程時，與圖書館合作規劃部分內容，或利 

    用圖書館資源設計學生作業題目。老師、同學如有需求，館員可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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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或系所教室上課。 

 

參、上次會議提案決議暨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 2018年各學院外文期刊訂購內容，提請討論。 

決議與執行情形：依各院所提調整，照案通過。 

2018 年各學院外文期刊訂購內容依提案所列如下，已於 2017 年底完成採

購： 

1、 師範學院原訂 62 刊，刪訂 1 刊，增訂 1 刊，維持 62 刊未變動。 

2、 人文藝術學院原訂 36 刊，增訂 3 刊，合計 39 刊。 

3、 農學院(含獸醫學院)原訂 52 刊未變動。 

4、 理工學院原訂 44 刊(除換一刊外)未變動。 

5、生命科學院原訂20刊，刪1刊，換1刊，合計19刊。 

6、管院原訂37刊未變動。 

 

提案二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 2018年各學院資料庫訂購內容，提請討論。 

決議與執行情行：2018年資料庫的採購依上次會議決議，所有資料庫因有教

育部教學品質提升計畫550萬補助款的挹注均可維持續訂，已於2017年3月全

數完成採購核銷。 

 

提案三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中外文過期期刊若有電子全文者，是否紙本即不再裝訂，提請討論。 

決議與執行情形：照案通過，2017年後3校區過期期刊不予裝訂，依例有保留

者過期後移架至過期期刊區存放，期刊規格有較小或較薄者，3校區以統一的

資料夾固定再上架。 

 

提案四 

提案單位：典藏組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圖書館入館借閱證件申請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與執行情形：照案通過，辦法公告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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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統資訊組 

案由：本校圖書館視聽區使用規則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與執行情形：照案通過，辦法公告後施行。 

 

提案六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本校圖書館資源推廣室使用規則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與執行情形：照案通過，辦法公告後施行。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典藏組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圖書館臨時借書證申請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修正重點如下： 

       (一)將「國立嘉義大學圖書館圖書資料借閱規則」第二條條文規範之

對象之一「本館志工」列入本規則，規範其申請臨時借書證之方

式。 

       (二)納入臨時借書證退證方式。 

       (三)部分條文酌予文字修正。 

     二、本案業經 3 月 12 日 106 學年度第 6 次館務會議討論通過。 

     三、本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兼任教師、退休

人員、校友、本館志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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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報到但

尚未註冊之準研究

生、休學之博碩士生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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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報到未註冊之準研

究生、休學之博碩士

生得申請臨時借書

1.配合本館「國立嘉義大學圖

書館圖書資料借閱規則」第二

條適用對象，將「本館志工」

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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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申請臨時借書證，

並備妥下列文件，申

請核准後始得發證： 

        

證，並備妥下列文

件，申請核准後始得

發證：      

 

     

◎提案二 

提案單位：採編組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圖書館館藏發展政策(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維持館藏質與量，確保可提供師生教學及研究所需圖書資訊，擬

制訂本館館藏發展政策。  

二、 本草案業經2次小組會議討論及107年3月12日館務會議討論通過， 

依行政程序需再提本校圖書館諮詢委員會審議。 

    三、有關本發展政策之各項次說明及草案版本，詳參附件四、附件五。 

決議：修正通過。 

    將「壹、圖書館簡史」修正為「圖書館序言」。 

 

伍、臨時動議: 

一、蘇子敬老師：中文系朱老師欲贈送敦煌學圖書給圖書館，圖書館是否接

受？ 

    鄭組長回覆：將請負責贈書業務同仁與朱老師聯絡。 

二、蘇子敬老師：中文系陳丁奇先生數位典藏目前由中文系負責維護，可否

加到圖書館網頁？ 

    葉組長回覆：增加網址連結即可。 

三、羅至佑老師：可否推薦購買 SciFinder 資料庫？ 

    龔組長回覆：今年本館經常門短少 300 萬元，加上補助款短少 250 萬元，

共減少 550 萬元，下半年資料庫採購時將依使用量決定增刪。 

 

陸、主席結論:略 

 

柒、散會 (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