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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 104 年 12 月館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地
點：本館 6 樓會議室
主
席：沈館長瑞祺
出席人員：石副館長岳峻、許組長修碩、李淑茹、黃士育、王映凱、楊咸音、
曾莉璇、史婉華、陳組長素美、林淑君、蔡侑倫、謝宛如、陳禛芳、
陳楸旻、蔡慧美、張雅祺、鍾宏明、宋和燦、趙瓊秋
記錄：趙瓊秋
議

程：

壹、 主席致詞：
一、感謝各位這段期間在各自的崗位上，能自動自發的將業管的任務處理
的很順暢，在此先跟各位表達感謝之意。
二、上週六開始校長遴選的機制已經開始啟動，若順利 3 月 3 日就可以選
出新任校長，4 月初新任校長就可以上任。

貳、 業務單位報告：
一、資訊綜合業務：(石副館長岳峻報告)
今年行動磨課師申請了 4 門課程全數通過，明年開始行動磨課師以及
原來的磨課師要進行合併，並由逢甲大學主辦，下周將召開新年度徵
件說明會，預計過年前截止收件。
二、網路應用組：
（一） 105 年度行政與教學電腦維護合約於 12 月 10 日決標，得標廠商
為泰鋒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2 月 17 日事務組議價完成。
（二） 機房不斷電系統於 12 月 10 日電池更換完畢，待廠商檢附相關
驗收文件後始可驗收（本案履約期限 105 年 1 月 2 日）
。
（三） 擬於 12 月 30 日辦理「資訊安全一起來」說明會，主要宣達資
訊安全、智財權、個資保護、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等觀念，該活
動訊息已經 MAIL 至全體教職同仁信箱，敬請踴躍參與。
（四） 因廠商不支援及產品將無中控台，明年預計將 Avira 防毒軟體
轉換為 no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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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擬於 105 年 1 月 7 日行政會議進行 ISO 27001:2013 頒證儀式，
將由 SGS 公司國際驗證服務部鮑略兒協理到校授證。
【主席】有關防毒軟體的部分就授權副館長和修碩組長去跟 Avira 洽談，
若他們願意繼續為我們學校服務的話，經費需要如何做調整再
協商看看？倘若 Avira 不願意服務，建議事前告知所有同仁更
換新軟體的原因，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以避免產生一些不必要
的抱怨聲。此外，教育部有委託中興大學推廣資訊安全暨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系統教育版，請淑茹及瓊秋針對這個部分進行了
解。
三、系統服務組
（一） 依據勞動部 104 年 9 月 25 日來文"優先徵詢身心障礙學生擔任
勞僱型兼任助理意願"，為便利工讀職缺查詢，新增工讀職缺公
告專區於 12 月 11 日上線，有工讀生職缺之單位可至校務資訊
系統－工讀職缺公告專區張貼公告，以利學生可於學生區查詢
工讀職缺（學生專區：學務系統－工讀職缺查詢）。
（二） 工讀金管理系統目前改版進度 80%，預計於 105 年 1 月份上線。
（三） 南區五專委員會，12 月 22 日已下訂共約採購主機一套，12 月
20 日下訂軟體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版,Visual
Studio, SQL Server, 五專招生網 s5.nkuht.edu.tw 已架設完
成，網站內容由委員會提供，機器買入後，即可移至正式主機，
並於 105 年 1 月 6 日正式上線。
（四） 德瑞單一入口 LDAP 系統 104 年第 3 期到場維護工作，於
2015/12/10 完成。
（五） 有關本校校務資訊系統之系學會、社團及學生會共用帳號(例：
GXXX1 系學會)，因借用場地時多次發生管理者無法聯繫上借用
人的問題，故全面清查共用帳號使用狀況，擬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105 年 2 月 1 日)起關閉現有共用帳號權限。若有需求之單
位請重新提出申請，並請填寫『資訊系統帳號服務申請單』
，勾
選「校務資訊系統」即可。另有共用電子信箱需求者也請填寫
『資訊系統帳號服務申請單』，勾選「電子郵件信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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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資源組
（一） 至民 104 年 11 月底止，館藏總計為 500,388 冊。11 月館藏量增
加 438 冊，其中紙本館藏 325 冊、贈書 51 冊、電子書 62 冊。
目前贈送之未編圖書 244 冊。
（二） 104 年圖資館購書預算新台幣 480 萬元，目前動支情形如下：
執行情形

預算數

動支數

實支數

(單位/元)

(單位/元)

(單位/元)

執行率

單位

圖書資訊館

960,000

2,876,987

3,266,273

299﹪

餐旅學院

768,000

362,936

317,352

47﹪

廚藝學院

768,000

481,750

393,432

63﹪

觀光學院

768,000

401,130

319,162

52﹪

國際學院

768,000

385,447

263,346

50﹪

共同教育委員會

768,000

291,750

240,435

38﹪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100﹪

總計

（三）105 年度視聽資料第一次公開招標資料徵集作業截至 12/21，將
匯整推薦資料並送公播估價後給系所主任勾選。
（四）12 月 8 日成功上傳本校碩博士論文至 OCLC WorldCat 目錄，共
計 89 筆（包含今年畢業繳交無延後公開之論文 87 筆書目，以
及延後公開設定日期已到期之論文 2 筆書目）。
（五）年度修繕書車及購買耗材（磁條、印製登錄號、護書膠膜）皆
已完成。
（六）本年度新增電子書驗收：
1. 中文電子書：HyRead 電子書 772 筆。
2. 西文電子書：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電子書
483 筆、Taylor & Francis 電子書 50 筆、ABC-CLIO_Gale
電子書 29 筆、CRC 電子書 13 筆、World Scientific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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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後續擴充電子書 16 筆。
五、讀者服務組
（一） 民 105 年寒假還書日為 3 月 1 日，教職員工 12 月 8 日起，學生
12 月 19 日起借書到期日為當天。
（二） 因學校統一比例減少各單位工讀金，所以本館工讀金由原來的
11,800 小時減少 2,557 小時，全館只剩 9,243 小時。近幾年本館
工讀金仰賴卓越計畫支應部分費用，未來工讀時數不足的問題
勢必影響館內業務及開館相關作業。
（三） 校友借書冊數及借期增加，已 Email 通知辦理借書證的校友。
（四） 12 月 4 日上午辦理「大英雄天團」影展暨鄭秉泓先生「從大英
雄天團看美國成長電影」講座，參加人數分別為 17 人及 71 人。
（五） 12 月 5 日參加圖書館學會舉辦的「2015 海報展」，獲得參加年
會之圖書館同道票選第 3 名。
（六） 本學期教學卓越計畫已執行完畢，結案報告已燒成光碟送交卓
越計畫辦公室。
（七） 下學期活動主題預定為「書的許多可能」
，影展主題為「科幻影
展」，也會持續辦理「圖資大富翁」活動推廣電子資源。
（八） 「@高雄」展覽延至期末再撤，該區主題圖書已可提供外借。
（九） 中央監控系統於 11 月底常常故障，造成空調及照明控管不易，
營繕組已於 12 月 9 日告知修復。
（十） 展望館的木做隔間於 12 月 15 日拆除，現在僅存玻璃門隔開，
但門框附近因施工切割並未復原，廠商於 12 月 18 日修繕但品
質粗糙需再改善，玻璃門將於修復後張貼大圖美化。
（十一） 附屬高中職員證號已確定以 R 開頭，未來其公務員預定以 A 開
頭，而教師沿用原來 K 開頭，因原來曾以 A 開頭數字做為測試
帳號，逕自刪除證號會造成以執行的出納紀錄錯亂，為避免系
統出錯將暫保留相關紀錄再直接修改。
（十二） 學生忘帶證可登記後直接入館，且當日只要登記一次，造成愈
來愈多同學不帶證直接登記，也增加流通櫃檯許多不必要的忙
碌，為避免學生因不必重覆登記而不帶證，未來每次入館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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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
六、副館長室
（一） 磨課師計畫：
1. 12 月 16 日(三)磨課師課程「台灣傳統糕餅文化與製作、創
新」授課教師邀請 5 位課程平台學員(線上成績表現優良前
五名)，蒞臨本校擔任中式點心評審，現場教師、學員互動
熱烈。學員們事後在相關粉絲團分享活動心得，成功達到課
程推廣之功效。
2. 105 年磨課師徵件即將開始，近日將會注意相關來文。
3. 104 年行動磨課師 A 類徵件審查結果已出來，本校申請 4 門
課程，全數通過，且評審委員給予本校於行政推動層面極佳
的評價。在本計畫案中，教育部共補助 224 萬元，預計明年
3 月份期中審查，7 月份計畫結束。
(1) 程玉潔老師「西式早午餐製作」
(2) 侯曉憶組長「廚藝英文」
(3) 屠國城老師「西餐烹調」
(4) 劉聰仁主任「餐廳科技管理與應用實務」
已將審查結果各自寄至課程教師的 E-MAIL，並以電話聯絡告
知。近日將召開討論會議，報告後續相關推動的程序與方
式。
4. 105 年行動磨課師計畫課程徵件，將併入 105 年磨課師計畫
案。
（二） 數位學習平台：
1. CU2 教學平台已完成維護與記憶體容量升級，記憶體容量由
原先的 4G 提高至 16G，可同時間容納 200 位學生線上使用。
解決期中、期末考時間，教師指定學生線上考試卻當機的問
題。
七、館長室
（一） 助理會議宣導
1. 員生社已建置會員電子錢包，職員卡及學生證都可以進行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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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於福利社及雲天咖啡消費，希望各位多加利用。
2. 請網路應用組加強 Office365 的宣導，鼓勵同仁下載使用。
（二） 12 月 31 日下午 2 時召開 1041 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
執行小組會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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