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101 年 10 月份館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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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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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與各位分享明倫高中圖書館主任經營圖書館的一些創意與服務態
度，尤其在圖書採購服務或行銷推廣活動，相當用心的開創了許多的點
子與巧思，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她的「專營精神食糧的明倫大飯店開張
囉！- 圖書館館長經營術」這篇文章，希望大家有空上網去瞧瞧，個人
看完之後深受感動，也有很深的自我反思與檢討。
二、 行政院已公布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第 6、54 條除外)，
近日本校有幾個單位已經陸續出現個資法相關問題，且期望本館為其措
施提供法律合法性之釋疑，因本館並無具備法律相關專業，實無法提供
各相關措施的適法性之建議，僅能代表學校窗口配合教育部政策進行一
些行政業務上的溝通與交流，各單位專責的個資適法性問題仍必須由各
單位依據相關規定自行評判。前日已將教務處、學務處及本館相關業務
所需用的個資授權書之範例分別寄給教務長、學務長及本館相關同仁參
考。
三、 再一次提醒：11 月 5、6 日本校將接受評鑑，請各組仔細檢視所負責的
網頁內容是否即時，俾利評鑑委員蒞校前查閱本館網頁時可獲得最新且
正確的訊息。
四、 近期學生在行政大樓及圖資大樓中間穿堂舉辦活動的頻率越來越多，請
櫃檯服務的同仁隨時留意周邊環境的整潔，如有飲料潑地務必要即時清
理，以免在大理石地板上留下污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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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各位要確實做好資源回收，並請共同維護茶水間環境及洗手台的整
潔。

貳、 上次會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案由 1
101 年 3 月館務會議
負責組別

台灣電子書聯盟採購電子書已匯款 72 萬元，而
目前電子書到館情形？
圖書資源組
目前已驗收 7 種電子書資料庫，收到 6 種電子

執行情形

書的書目(MARC)檔。6 種電子書的書目檔已全
數轉入本館書目資料庫，共計 4,190 冊。

完成期限
備註

101 年 10 月底
持續追蹤

案由 2
101 年 6 月館務會議
負責組別
執行情形
完成期限
備註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之書目資料轉檔進度？

館長專案處理
2005、2006、2008 年皆已完成轉檔，目前剩
下 2007、2009 年的檔案尚未完成。
101 年 12 月底
持續追蹤

參、 各組業務報告：
一、網路應用組【許組長修碩報告】
（一） 學術網路近日受到駭客攻擊影響，導致區域網路中心(中山和成大)
網路不穩定，目前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和區域網路中心已初步排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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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二） 本校 Microsoft Live mail (學生帳號及公用帳號)已配合 microsoft
政策改為 Office 365 帳號(提供 office 雲端服務)，office365 升
級相關說明如下:
步驟 1: https://eduupgrade.office365.com/

使用原帳號密碼登

入並設定新密碼。
步驟 2: https://portal.microsoftonline.com/

設定完成後請使

用下列網址進行登入。
ps1: 原使用之 skydrive 之舊密碼將與設定後之新密碼完全切開而
不再受本校系統管理員管轄，請至
https://skydrive.live.com 進行登入
ps2: office365 升級相關網站: http://203.68.0.73
【主席】目前是否進行相關宣導？
【許修碩組長】目前 Microsoft Live mail 的使用率不到 10 分之一，約 800
人，因此目前只透過公告方式宣導，之後學生在使用上出現問題時
應會主動來電詢問。
（三） 校園無線網路無線訊號過弱，將於 10 月 15 日起逐一清查檢視，以
滿足無線網路需求(宿舍、廚房除外)。
（四） 已完成本年度第二批行政電腦汰換作業和 H407 電腦教室建置作業。
（五） 資安演練將於 10 月 15~19 日 進行演練。
（六） 教育機構資安驗證外稽作業日期為 10 月 18~19 日。
（七） 自使用新教務系統，相關子系統至今仍無法穩定使用，僅能就問題
發生逐一解決，造成系統人力嚴重吃緊，也因系統資料結構不一致，
造成系統問題層出不窮，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八） 鑒於同學因網路被鎖相互借用帳號情形嚴重，已針對借用帳號同學
加強資安教育。
（九） 上週已完成資訊看板的採購，預計下週一進行裝機。
二、圖書資源組【蔡慧美報告】
（一） 至民 101 年 10 月 1 日止，館藏總計為 337,462 冊。9 月館藏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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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7 冊，其中新購入館藏紙本 211 冊、電子書 33,722 冊，贈書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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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贈送未編光碟片 46 種，圖書 277 冊。
（二） 至民 101 年 10 月 1 日止，圖書資本門預算 460 萬元，已全數動支，
執行率 100﹪。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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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數

實支數

動支數

(單位/元)

(單位/元)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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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113
733,246
439,269
632,390
95,111
3,768,129

2,093,884
892,246
589,269
781,890
242,711
4,600,000

執行率
227﹪
96﹪
64﹪
85﹪
26﹪
100﹪

（三） 101 年第二次視聽資料 10 月 9 日第一批資料交貨，共 95 種。預計
10 月底前可完成交貨。
（四）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新增轉檔 2 批（SpringerLink 2012 版權年 7
月份、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共增加 699 本電子書
館藏。另外，華藝電子書早期轉入的書目 856 段沒有 SFX，故下載重
傳書目檔，共計修正 332 筆。
三、讀者服務組【陳素美組長報告】
（一） 102～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提案構想書之子計畫二相關提案已送出，
共提出環境空間與設備改善、多元館藏建置與推廣、愛上閱讀推廣
活動及提升學生資訊取用能力方案等目標之計畫。
（二） 圖文集已於 10 月 5 日完成最後校稿並送印，預計 10 月 22 日完成。
（三） 本學期活動截至 10 月 12 日止統計如下：
1. 尋找阿智與小慧，已辦 8 場，報名參加 242 人，完成者 232 人。
2. 英文充電時間參加人數 177 人，分別為中午 19 場 153 人，平均
每場 8 人；晚上 7 場 24 人，平均每場 3 人。
3. 週四電影院已播映 2 場，共 17 人參加。
4. 圖書小秘書共 213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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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生利用教育已上課 17 班，其中 8 班為研究所，4 班為大二大專
題，只有 5 班為大一新生班。
（四） 學科館員 10 月份的工作項目：
1. 10/4 發信給新生班導師，歡迎報名新生利用教育（針對目前未報
名班級）；及發信給研究生導師班級，宣傳資料庫利用教育。
2. 10/9 將各系所所屬圖書統計至 101 年 8 月之資料寄給各系所。
（五） 100 學年畢業生追蹤：
1. 申請畢業延長權限者 12 人，6 人已結清，6 人已申請延畢。
2. 系統登錄未結清名單中，11 人已申請延畢，1 人已畢業但尚未領
畢業證書 (罰款)，1 人休學 (欠書，將電話連繫)。
（六） 已完成學報區移架作業，並重新製作架標。
（七） CONCERT 資料庫訂購已送簽核完成，將於 17 日以前回復 CONCERT
明年訂購狀況，今年資料庫平均漲幅約 4%，以及有些資料庫須以台
幣付款外加 5%稅款問題，今年較去年訂費漲幅較多。
（八） 因本館 Facebook 粉絲團已經破 100 人，預計將送出禮物給加入的粉
絲們。
（九）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23 日上午 10:20~12:00 將辦理 2 場 Endnote 教育
訓練，目前第 1 場有 25 人報名，第 2 場有 9 人報名；11 月 28 日下
午 1:30~3:00 有 SDOL 資料庫教育訓練，目前有 3 人報名。
（十） 上週起陸續出現學生將食物、飲料偷渡進館的情形，目前只能警告
再出現此情形將停權處理
【主席】倘若情況越來越嚴重，建議修正閱覽規則，備供落實罰責。
四、館長室【趙瓊秋報告】
本學期已經辦理個資法教育訓練共 5 場，且已經將其中 4 場上傳本館「智
慧財產權暨個人資料保護法專區/推廣活動」網頁中，讓因公務無法參與
的全校教職員工可撥冗觀看，已將網址 E-mail 給全校同仁。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因應個資法，本校畢業紀念冊典藏及閱覽策略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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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說 明：
一、 本校歷屆畢業紀念冊目前採開放式閱覽典藏於參考資料區，因畢
業紀念冊中個人資料容易被取得與濫用，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
的管理機制，建議將畢業紀念冊陳列於六樓辦公室，並採閉架式
只限本校教職員工生登記閱覽。
二、 他校畢業紀念冊閱覽典藏處理方式參考附件資料如下表。
決 議：如說明一：將畢業紀念冊陳列於六樓辦公室，並採閉架式只限本
校教職員工生登記閱覽。
他校畢業紀念冊閱覽典藏處理參考一覽表(附件)
學校

畢業紀念冊處理方式

中山大學

圖書館不收

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圖書館不收

高雄第一科技大

開架式閱覽不外借

備註
收於校史室，歸秘書室管理

屬本校出版品

學
屏東科技大學

開架式閱覽不外借

義守大學

開架式閱覽不外借

成功大學

閉架式限制申請閱覽

清華大學

閉架式限制申請閱覽

臺灣大學

閉架式限制申請閱覽

伍、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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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申請單
2. 限本校在職/退休教職員
工、在學生、校友本人申
請
3. 不得複製
1. 填寫申請單
2. 限本校在職/退休教職員
工、在學生、校友本人申
請
3. 不得複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