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

間：九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地

點：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室

出
列

席：趙飛鵬、王文霞、陳家駒（蔡錦俊代)、張鑑祥（陳炳宏代）、蔡展榮、
張育銘、丁國樑、賴孟寬、張火炎、張智仁、王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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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委員會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會議 93.10.01)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2005 年部份紙本期刊改訂 通過圖書館 2005 年訂購 SDOS、Wiley 依決議辦理。
出版之紙本期刊改訂電子版。
(預計可減少
電子版，提請 討論。
380 萬元期刊
經費的支出)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修訂「圖書館服務法規」
， 一、修訂通過之法規，如下列：
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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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10-105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會議廳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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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01-10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已於
館募款辦法(續提主管會報修 93.11.03 提
587 次主管會
正)
報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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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圖書委員會報備之法規，如下
列：
1、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多媒體中
心使用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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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
服務要點
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團體參觀
導覽服務要點
5、AI05-00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跨館圖書互借服務要點
6、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志願服務
工作人員招募要點
三、通過廢止之法規，如下列：
1、AI05-01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入館管理規則
2、AI04-00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普通閱覽室使用辦法
3、AI05-01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眷屬閱覽證申請及使用辦法
4、AI05-020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校友借書證申請使用作業要
點
5、AI10-10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多媒體中心資料借閱要點
6、AI10-10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多媒體服務暨管理辦法
7、AI05-009 成大圖書館委託代借
圖書資料辦法
8、AI05-00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圖書資料違規使用處理辦法
9、AI05-01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討論室使用規則
10、AI05-010 成功大學圖書館研
究小間借閱規則
11、AI10-10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多媒體中心小團體使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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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規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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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AI06-00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教育訓練室使用管理規則
14、AI05-015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藝術走廊使用要點
15、AI06-00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電子資源服務規則
16、AI05-01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團體參觀導覽服務辦法
17、AI01-102 成功大學圖書館志
願服務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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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9、AI05-01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93.11.03 提
館會員申請辦法(續提主管會 587 次主管會
報廢止)
報廢止
20、AI10-10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會議廳使用規則作業要點
臨 時 動 議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擬將 SDOS 列為 2006 年「校核心 通過，但須逐年檢討將 SDOS 列為「校 照案辦理
期刊」，提請 討論。
核心期刊」，對訂購其他期刊所產生
的排擠效應。
二、 建議校方分配圖書館之圖儀經
費應採固定，提請 討論。

請館長向校方爭取固定之圖儀經
照案辦理，圖
費，不要因循既定之比例分配給圖書 書館已將圖委
館，以致造成書刊經費不足之窘況。 會九十三學年
度第一次會議
紀錄簽陳校
長，校長已針
對此建議案批
示，學校將儘
量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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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一)、圖書館為了校方『邁向國際一流大學規劃』案，本館就圖書館藏與部

份國內外標竿學校相比較，師生每人平均冊數：本校為 47 冊、政治
大學 96 冊、交通大學 48 冊、清華大學 70 冊、台灣大學 94 冊、新加
坡大學 70 冊、香港科技大學 61 冊、香港大學 120 冊、京都大學 234
冊、北京大學 105 冊，在這十所大學中本校排名最後。
(二)、圖書館於 93 年 10 月 25 日至南科圖書分室掛牌揭幕啟用，並順道前

往奇美公司致贈感謝狀和圖書館榮譽之友卡，以感謝奇美公司捐贈液
晶螢幕。
(三)、台南女青年會志工團約三十餘人自九十三年十月起至本館志願服務。
(四)、積極與中山、中正大學圖書館共同研商三校合作採購「異質性資源整

合查詢系統」事宜。
(五)、三校友陳晉琪（水利及海洋工程博士 89 畢）、白長安（土木工程碩

士 86 畢）及劉宗昇（土木工程碩士 86 畢）三人於 93 年 10 月 20 日
起至 11 月 14 日於圖書館舉辦聯展，三人於聯展結束並各致贈圖書館
畫作一幅，且提供三人之畫作共十九幅，以美化圖書館閱覽空間。
(六)、函請總務處協助改善圖書館出入口之設施，以方便行動不方便坐輪椅

者進出圖書館。
(七)、圖書館配合今年校慶除了舉辦攝影展外，並同時於 93 年 11 月 10 日

至 30 日舉辦愛國獎券回顧展(愛國獎券係由許伯夷先生贈送圖書館)。
(八)、圖書館將於 93 年 12 月 3 日舉辦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電

子資源服務的現況與未來研討會』。
二、 各組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圖書館提列『九十五會計年度資本門經費需求概算』，提請
說明：九十五會計年度圖書館資本門經費需求概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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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案由：報備「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自修閱覽室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原自修閱覽室管理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自修閱覽室使用辦法
(AI04-001)」已廢止，另新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自修閱覽室管理
要點」經 93 年 11 月 10 日館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通過，如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圖書館九十四會計年度書刊經費估算，提請討論。
說明：圖書館九十四會計年度書刊經費估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

（王文霞委員提）

案由：圖書館應妥善保存舊籍，提請

討論。

說明：舊籍十分的珍貴，圖書館應妥善的加以保存。
決議：通過。（圖書館說明：圖書館館藏之書籍均已做妥善保存。）
第二案

（趙飛鵬委員提）

案由：圖委會開會時間宜採固定時間，以方便委員參加，提請 討論。
說明：請圖書館在學年度開始的時候就先問卷調查，定出一個委員都可以
參加的時間，以方便委員參加開會。
決議：通過，請圖書館配合辦理。
第三案

（趙飛鵬委員提）

案由：改善圖書館採購圖書之內容及方式，提請

討論。

說明：圖書館經費有限，建議圖書館採購圖書時要注意書的內容，不要採
購與研究無關的書；採購的方式，時間的因素很重要，尤其大陸出
版的書出版量少，很容易絕版，太慢就會買不到。
決議：通過，請圖書館配合辦理。（圖書館說明：本館圖書採購以符合採
購法為優先考量，再求時效及較優惠之價格）。
第四案

（圖書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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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建議圖儀分配公式之師生點數計算納入『兼任佔缺教師』人數，比
照專任教師計點，提請 討論。
說明：『兼任佔缺教師』一樣負責部份教學、研究工作，應給予圖儀分配
款以推薦圖書，較為合理。
決議：通過，將『兼任佔缺教師』納入圖儀分配公式中之師生點數，並以
每位『兼任佔缺教師』分配 1.5 點計算。
第五案

（蔡錦俊提）

案由：圖書館影印機之舊卡應考慮以補差額方式換新卡，提請 討論。
說明：圖書館影印機舊卡之使用至本年（九十三）年底止，但有部份讀者
之舊卡尚未使用完，仍屬有價證券。
決議：請圖書館與廠商討論，儘量促成以舊卡補差額方式換新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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