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12:00—15：30

地

點：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室

出
列

席：趙飛鵬(林耀潾代)、王文霞、陳淑慧、陳寒濤、張鑑祥、蔡展榮、連震杰、
丁國樑、賴孟寬、張火炎、張智仁(吳昭良代)、王效文、楊雅婷
席：李健英、林秀娟、林佑璉、王元興、王宗一、孫智娟、蔡佳蓉、蘇淑華、程碧梧

主

席：陳館長

祈男

記錄：程碧梧

壹、上次會議(圖書委員會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會議 93.04.23)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擬訂「九十三會計年度圖書 照案通過。(館長補充說明：已通過 依決議辦理
，
館圖儀費相關經費預算分 將 SDOS（SDOL）列為「校核心期刊」
非系所相關單位使用所應付的費
配」
，提請 討論。
用，將自圖書館之總經費先扣除；再
將餘款分配，故除圖書經費 600 萬
外；其餘部份都會略有變動。)
提案二： 擬將 SDOS（SDOL）列為「校 照案通過。
(一)全校 SDOS 的使用，應秉持使用
核心期刊」
，提請 討論
者付費的精神。
(二)各院依使用率的百分比付費(即
各院必須承購該數額之紙本期
刊)。
(三)非系所相關單位使用所應付的
費用，則由圖書館之總經費先扣
除；再將該筆經費依各院使用率
的百分比，分配給各院推薦訂購
SDOS 的期刊。
提案三： 「於校園內外使用電子資 照案通過，但應增加安全措施，請館
源必須經過認證」
，提請 討 長提到主管會報報告時，應有防駭客
入侵的措施，並且在身分認證方面，
論。
若冒用他人證件亦應有相關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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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再討論

待認證系統完
成後，依決議
辦理；另本館
已購買防火牆
來防駭客入侵
並且亦已將冒
用他人證件之
罰則納入新修
訂之「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
讀者違規處理
辦法」中。

臨 時 動 議
圖 書 館 說 明
執行情形
一、 是否可建請學校出資鼓勵學生
將建請計網中心舉辦「設計防火牆」 本館於九十三
創作防火牆，供圖書館使用，以 的比賽。
五月二十八日
防止駭客入侵？。(蔡展榮委員
函計網中心舉
提)
辦，計網中心
於六月十一日
回函說明舉辦
「設計防火
牆」的比賽，
可行性不高。
二、 請圖書館提供讀者使用電子資
圖書館可以提供各系所讀者使用電
源之 IP Address 供系所了解學 子資源之 IP Address 資料，供系所
生使用之狀況，以免大量不當的 參考。
使用，造成系所負擔費用之增
加。(蔡智明委員提)

照案辦理

三、 非系所相關單位之使用率這麼
若實施使用者認證之後，都可有效控 照案辦理
多，圖書館應該有管制之措施， 制。
將使用量控制好。(蔡智明委員
提)

貳、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 資訊服務組於七、八月舉辦研究生暑期『電子資源利用訓練課程』活動，共計 29
場，219 人參加。
2、 多媒體中心於七、八月暑假期間配合「遊光戀影•悅讀電影」館藏特展，計有 200
人次觀賞。
3、 總務處於九月初將『展翅』和『琵琶飛天』大型雕塑品從自強校區和光復校區移
置圖書館南面廣場周遭，使圖書館景觀增色不少。
4、 提 93 年 9 月 15 日主管會報討論同意成立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南科圖書分室，以提
供該中心派駐南科之研究人員使用圖書館資源。
5、 奇美電子公司將捐贈圖書館液晶螢幕 162 部，分三階段贈送，以更換本館提供讀
者查詢使用之電腦螢幕，第一批 63 部於 10 月 4 日送達本館。
6、 新增圖書館新書推薦系統功能，本系統由圖書館採編組與系統組共同進行系統需
求規劃、設計與開發，提供系所教師推薦和一般讀者推薦。
7、 圖書館於 93 年 6 月發起二手書捐贈活動，經整理總計一千餘冊，並於 9 月 20 日
熱烈展開「二手書義賣活動」為期三天，此次義賣所得共計六萬餘元，全數捐助
「創世基金會台南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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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組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2005 年部份紙本期刊改訂電子版，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圖書館 2005 年訂購 SDOS、Wiley 出版之紙本期刊改訂電子版。(預計可減少
380 萬元期刊經費的支出)

第二案
案由：修訂「圖書館服務法規」，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之法規，如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閱覽規則
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
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續提行政會議修正)
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
5、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內空間使用規則
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使用規則
7、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議廳使用規則(AI10-105)
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教育訓練室使用規則
9、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
10、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募款辦法(AI01-103)(續提主管會報修正)
(二)向圖書委員會報備之法規，如附件。
1、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使用管理要點(報備)
2、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大小團體室使用管理要點(報備)
3、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服務要點(報備)
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團體參觀導覽服務要點(報備)
5、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跨館圖書互借服務要點(AI05-008)(報備)
6、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招募要點(報備)
(三)通過廢止之法規，如下列：
1、 AI01-102 成功大學圖書館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2、 AI04-00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普通閱覽室使用辦法
3、 AI05-00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違規使用處理辦法
4、 AI05-007 國立成功大學對外開放圖書資料借閱辦法(續提行政會議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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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I05-009 成大圖書館委託代借圖書資料辦法
6、 AI05-010 成功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借閱規則
7、 AI05-01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討論室使用規則
8、 AI05-01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團體參觀導覽服務辦法
9、 AI05-01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眷屬閱覽證申請及使用辦法
10、 AI05-01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員申請辦法(續提主管會報廢止)
11、 AI05-015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要點
12、 AI05-01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管理規則
13、 AI05-020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校友借書證申請使用作業要點
14、 AI06-00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服務規則
15、 AI06-00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教育訓練室使用管理規則
16、 AI10-10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暨管理辦法
17、 AI10-10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小團體使用室使用管理規則
18、 AI10-10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大團體使用室使用管理規則
19、 AI10-10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心資料借閱要點
20、 AI10-10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議廳使用規則作業要點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擬將 SDOS 列為 2006 年「校核心期刊」，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但須逐年檢討將 SDOS 列為「校核心期刊」
，對訂其他期刊所產生的排擠效
應。
第二案
案由：建議校方分配圖書館之圖儀經費應採固定，提請 討論。
決議：請館長向校方爭取固定之圖儀經費，不要因循既定之比例分配給圖書館，以致造
成書刊經費不足之窘況。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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