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101 年 6 月份館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

點：本館 6 樓會議室

主

席：林館長春櫻

出 席 者：吳副館長美宜(喪假)、許組長修碩、李淑茹、黃士育、張俊彥、王首
惠、陳組長素美、林淑君、蔡淑真、蔡侑倫、謝宛如、陳禛芳、蔡
慧美、張雅祺、鍾宏明、趙瓊秋
記

錄：趙瓊秋

壹、 主席致詞：
一、 6 月份遠見雜誌中有一篇「尋找工作的終極價值」一文中，引用了哈
佛大學教授克里斯汀的一段話：
「真正熱愛工作的人，認為他們做的
事情非常有意義；這樣的人會全力以赴，最後成為那一行的佼佼者。」
其為追隨賈柏斯尋找到熱愛工作的學者，希望各位在各自的工作崗
位上，能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特此提出與各位共勉之。
二、 副館長因父親過世請喪假至 6 月 22 日，相關業務請網路應用組修碩
組長多擔代。
三、 本校新的校務系統目前正在處理與周邊系統之間的界接問題，請首
惠等一下針對本項執行情形及進度作簡單說明。
四、 超星電子書目前仍需逐筆核對尚有 6000 多筆，刻正由流通櫃檯之工
讀生協助處理；而北大方正電子書則有 9000 多筆，目前極需人力協
助，倘若讀者服務組有人力可以協助，請主動提出。
五、 週四英語播放活動如果再無法提高成效，請讀者服務組研議更改播
放時間，例如將時間改在晚上等等，如再未有起色，可以考慮停播，
以免浪費資源。
六、 暑假期間工讀生的運用，除非必要性的工作，請儘量跨組互相支援，
節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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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上次會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案由 1
101 年 1 月館務會議
負責組別
執行情形
完成期限
備註

案由 2
101 年 2 月館務會議
負責組別

有關影音欣賞室數位混音機過電無法立即開啟
的問題？
讀者服務組
原廠已確認問題原因並修復完成，於 5/17 完修
返回，並將免費保固期限以完修日期加算一年。
已完成
解除管制

電子書處理全文連結問題？
圖書資源組
一、 已排除問題
1. 5/19 完成 2008 年系統廠商轉檔入館的電
子書 856 段紀錄修正。原計 2,300 筆紀
錄，經過比對後，有 31 筆重複，經合併

執行情形

館藏，一共修正 2,269 筆 。
2. 6/11 完成 CRC 網頁書單置換（原來有
958 筆，經換書後，變成 818 筆）
，MARC
重新比對上傳 S8。
二、 處理中：
北大方正與超星另案處理中。

完成期限
備註

已完成
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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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
101 年 4 月館務會議

超星電子書缺漏一案，處理情形？

負責組別

圖書資源組

執行情形

當初對應到的約 6000 書目還在核對中

完成期限

預計 7 月中旬完成

備註

持續追蹤

案由 4
100 年 11 月館務會議
負責組別
執行情形
完成期限
備註

機構典藏的執行情形？

讀者服務組
機構典藏平台移機：銳綸於 5 月 31 日重新安裝
後，目前測試尚無問題。
已完成
解除管制

【主席】請素美及淑君於本館自動化系統完成升級後，積極規劃本校機購典
藏建置之相關宣導活動。
參、各組業務報告：
一、網路應用組
（一） 目前正在進行 101 學年度第 2 梯次個人電腦汰換申請，截止日期為 6
月 22 日，預計於 7 月進行採購。
（二） 暑假期間預計汰換 H407 教室的電腦桌及電腦，總務處經管組將會找
資源回收廠商來回收淘汰的電腦。
（三） 校園資訊網整合事宜：因先前教職員工生已習慣從校園資訊網進入，
導致全球資訊網的瀏覽率不高，因此學術副校長提議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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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頁設置認證，讓瀏覽者可以在首頁先進行身分分流，不同的身
分進去之後呈現的瀏覽清單也會不一樣。
【主席】有關全球資訊網針對此瀏覽清單內容之討論，會後請修碩、素美、
瓊秋、俊彥留下討論。
（四） 校務系統界接部分：目前正在進行將目前的校務子系統全面導向漢
龍科技，而首惠及俊彥正將目前所有的子系統、公用系統有關教務
部分資料庫全部改連結到漢龍科技的資料庫。
整理問題如下:
1. 漢龍公司使用自行定義之資料庫結構,與本校原有架構差距甚鉅,
須將其資料轉換成本校原有之資料格式方可完成本校除教務系統
外其他校務系統之運作。感謝館長與教務長的支持與協助，經過
幾次長官親自主持的協調會，目前漢龍公司與圖資館工程師首惠
與俊彥配合良好，頗有進展。
2. 與出納組、生輔組等業管單位訪談過程中了解除正確性外，即時
性為其甚為重視的一個要件，因此界接時採用檢視表(view)方式
來做為資料連結的方式，以飛達公司原有的 33 個資料表為基礎，
依其重要性分成 4 個階段，請漢龍科技逐一產生原來資料格式資
料供其他系統讀取，目前出納組系統大部分可正常運作，點名、
調補課、獎懲、請假系統因與課務系統關係密切，漢龍公司提供
資料外，首惠和俊彥仍須修改原有的系統方可使其運作，相當具
挑戰性，目前正在積極進行中。
唯檢視表(view)連結方式因即時產生資料，無疑會造成系統負擔，
目前初步利用出納系統所測系統回應時間約為原來 3 倍，未來學
生多人同時使用，效率會更差，這是即時界接必然產生之結果，
將來可能須重寫這些系統來改善其效能。
3. 預計 6 月 20 日進行出納繳費系統及生輔系統測試機測試，目前初
步檢測效能較差，待所有子系統同步上線測試並將資料庫導向漢
龍科技真實主機後，效能對所有系統的影響就能具體浮現。
為使界接工作順利，原有系統程式需加以改寫，因此未來飛達公
司可能不願維護改寫過的系統，將來原飛達公司所開發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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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必須有足夠的人力來維護及發展新功能。
二、圖書資源組
（一） 至民 101 年 6 月 1 日止，館藏總計為 260,027 冊。5 月館藏增加 2,822
冊，其中新購入館藏紙本 1,171 冊、電子書 1,592 冊，贈書 59 冊。
（贈
書是以每個月移送典藏量計算，新購入館藏紙本＋電子書＋贈書 =
館藏增加量）
，目前贈送之未編光碟片 60 種，圖書 52 冊。
（二） 圖書經費至民 101 年 6 月 1 日止，已實支 2,290,860，執行率 49.8﹪。
各單位執行情形如下表：
預算數
執行情形

實支數

動支數

(單位/元)

(單位/元)

(單位/元)

單位

圖書資訊館
餐旅學院
廚藝學院
觀光學院
共同教育委員會
總計

920,000
920,000
920,000
920,000
920,000
4,600,000

920,000
390,084
301,533
445,503
233,740
2,290,860

946,332
520,978
408,469
582,476
237,745
2,696,000

執行率

103﹪
56﹪
44﹪
63﹪
25﹪
59﹪

（三） 101 年 6 月 11 日開始進行第二次視聽資料徵集作業，預計 7 月進行
招標採購。
（四） 101 年 6 月 16 日開始進行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徵集，預計 7 月進行
採購。
【主席】請慧美將歷年來本校購入及有權限使用之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之書
目資料全數上傳至本館自動化系統，方便讀者查詢與使用。
三、讀者服務組
（一） 5 月 31 日(四)為 2012 悅閱欲試圖資館攝影、徵文及種下一棵閱讀樹
等 3 項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目前分別收到攝影作品 66 件、徵文作品
30 件及閱讀心得 128 件，6 月 12 日(二)完成評分作業，並於當日公
布得獎名單，同時以電話通知 6 月 14 日(四)下午 3 點於本館 1 樓頒
獎。當日起至 6 月 29 日止於本館 1 樓展出攝影及徵文得獎作品，並
將得獎作品集結印製成圖文集，做為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圖資館活動
的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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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為卓越計畫「2-5-3 閱讀與你為伴」的活動，此次攝影及徵文活
動評審對作品的評價頗高，攝影作品部分，評審老師認為雖然可能
因為設備和技巧上較為不足，表現稍微粗糙，但從畫面的呈現表達
上，可看出同學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短文徵選部分，評審老師也
認為這些作品文字運用優美而流暢，行文結構也完整有序，算是水
準不錯的校園徵文，相當值得肯定。
（二） 卓越計畫「2-5-1 有聲有色的博雅學習」活動本學期以「夢想起飛」
為主題共推薦 29 部影片，並以其中 8 部影片做為「週四電影院及真
愛找碴」的主要片單，每週四下午班週會時間於 7 樓影音欣賞室播
放推薦影片，並從這些影片剪出片花題目讓讀者現場搶答，2 月~6
月 15 日活動期間觀看視聽資料的次數 6,223 人，較前一年(民 100
年)3,319 人大幅提高了 87.49%，而參加真愛找碴的滿意度調查，整
體滿意度高達 4.4 分（最高 5 分）。
（三） 5 月 31 日 於第三教學大樓 H203 教室，辦理餐創所之 EndNote 教育
訓練，有 20 位同學參加。
（四） 截至 6 月 17 日止，共 132 位同學（其中有 10 位是申請延長）尚未
還清圖書或結清罰款，已發簡訊通知同學儘速到館辦理。
（五） 年初發現進修推廣學院有位同學已於 1 月畢業，卻尚有未還圖書。
經追蹤發現，進修推廣學院以暑假前登錄離校系統欠書罰款的情形，
做為判斷該生是否於本館仍有未結清事項旳依據，但學生於延修的
學期中可能繼續借書，該紀錄並不確實。為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往
後將主動於寒假期間，將所有延修生尚有欠書罰款情事登錄至離校
未辦名單。
（六） SPYDUS 己於 6 月 15 日啟動系統升級作業，事前本組侑倫、淑君及
素美於前 2 週針對系統參數及出納政策進行 2 次討論，也詢問東吳
大學圖書館的經驗，並於 6 月 13 日與 CIVICA 客服怡丹實地探討，
決定重新架構館別及讀者類型，採分層設定以符合實際需求。館別
部分將在總館下設典藏室，可於 WebPAC 顯示書籍放置的樓層。讀
者類型將大幅度變更，讀者類型僅設定身分別（如大學部學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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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師等）
，再另設科系代碼。希望可以降低出納政策設定及報
表的複雜度，但需多花心力測試才可知道是否產生其他問題。
（七） 往後校內資料庫連結 SFX 皆不需要登錄。
參、 臨時動議：
有關餐旅國中老師借閱視聽資料，經常不遵守借期，且逾期不還，雖以
柔性勸告，不得已只好停權處分，但情況仍未改善。
【主席】請依規定辦理。
伍、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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