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圖書資訊館 104 年 11 月館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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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黃士育、王映凱、楊
咸音、曾莉璇、史婉華、陳組長素美、林淑君(請假)、蔡侑倫(請假)、
謝宛如、陳禛芳(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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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貳、 業務單位報告
一、資訊綜合業務：(石副館長岳峻報告)
（一） 系統服務組的人才招募作業，目前在各大人力網站一直都有刊
登招募廣告，可能是年底的關係投遞履歷的狀況一直不佳，但
我們仍會繼續積極尋找中。
二、網路應用組：
（一） 微軟 Office365 咖啡車活動：
1. 時間訂於 104 年 12 月 9 日(三)10:00-16:00，地點於本校國
際大樓前廣場。
2. 活動當天將借用館長的第四堂課辦理「微軟 Office365 校園
宣導講座」。
3. 活動前將會張貼海報公告，並會將活動訊息公告在圖資館最
新消息網頁。
（二） ISMS 導入業務：
1. 已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及 11 月 18 日完成外部稽核作業，經
SGS 檢驗公司稽核員稽核結果，本校驗證範圍並無任何的主
缺及次缺，僅有 9 個觀察事項提供給本校作為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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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可通過認證。
2. 合約中廠商需提供 ISO27001:2013LA 國際認證課程名額一
名，原訂 11 月份的課程因招生不足故延至 105 年 1 月份開
班。本合約履約期限至 104 年 12 月 10 日止，依據合約要求：
「若專案執行期間沒有以上相關認證課程開課，則延後於完
成最近一次上課考證後辦理驗收。」擬請廠商發文至本校申
請延後辦理驗收。
（三） 105 年度機房空調、環控系統、負載平衡器維護合約簽皆以核准，
除空調系統待廠商用印後即可送文書組申請用印，其餘皆簽約
完成。
（四） 105 年度電腦委外維護案，於 11 月 24 日資格審查完畢，共計有
一家合格，將於近日招開評審會議。
三、系統服務組
（一） 全球資訊網，銳綸 104 學年中英文網頁平台第一期維護工作報
告於 11 月 4 日寄達。
（二） 校務基本資料庫，作 104 年 10 月校務基本資料庫函復教育部資
料光碟，於 11 月 11 日完成轉交秘書室。
（三） 學生請假系統，依據 104 年度「學生請假管理標準流程」內部
稽核會議辦理，新增學生提出請假申請時彈跳扣考標準警示語，
另新增「停課」假別選項，讓學生可自行申請，若為「停課」
假別由課務組審核於注意事項中說明。
【石副館長】今年中秋節颱風遇到學生請假問題，因此配合天然災害
導致無法上課的學生增加了「停課」的選項，但公文會辦教務處時，
教務長建議名稱改為「災變假」
，因此學務處及教務教希望由主秘裁決
最後的名稱？
【主席】本校依據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辦法辦理，名稱亦然。
（四） 工讀金管理系統，依本月(11/3)召開學生兼任助理處理要點及
聘任流程說明第 2 次會議辦理，於 11 月 6 日及 11 月 13 日邀請
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計畫及衛保組工讀生業務之負責同仁
進行工讀金系統改版作業討論，配合預計實施日 105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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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完成。
（五） 公文簽核系統，依教育部來文，為配合行政院修訂之文書及檔
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於 11 月 20 日參加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使用者教育訓練,並預計於 12 月 7 日下午協助更新電子公文交
換系統。
（六） 依勞動部 104 年 9 月 25 日來函，為提供彙整各校「勞動部身心
障礙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人數」之資料，建置「勞僱型學生兼任
助理職缺」公告專區，由教職員專區輸入職缺公告，並由學生
區查詢工讀職缺，預於 12 月上線。
四、圖書資源組
（一） 至民 104 年 10 月底止，館藏總計為 499 ,950 冊。10 月館藏量
增加 799 冊，其中紙本館藏 782 冊、贈書 17 冊、電子書 0 冊。
目前贈送之未編圖書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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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555

299﹪

餐旅學院

768,000

362,936

331,716

47﹪

廚藝學院

768,000

481,750

480,775

63﹪

觀光學院

768,000

401,130

391,947

52﹪

國際學院

768,000

385,447

375,745

50﹪

共同教育委員會

768,000

291,750

284,735

38﹪

4,800,000 4,800,000

4,629,103

100﹪

總計

註 1：卓越計畫另補助中文電子書採購共新臺幣 427,200 元，
目前已全數核銷，共購入 379 本電子書。
註 2：明（105）年圖書資本門預算為新台幣 4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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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聽資料急用片購入完成，下週開始徵集 105 年度第一次公開
招標資料。
（四）本年度新增西文電子書驗收：知訊電子書 2 冊（自購）
、ProQuest
IGP 電子書 6 筆、ProQuest EBL 電子書 5 筆。
五、讀者服務組
（一） 11 月 16 日侑倫參加國家圖書館舉辦的「2015 金資獎」
，獲得專
業人士組銅獎。
（二） 11 月 20 日組長受邀於台南文創園區「當文化創意與圖書館推廣
碰出火花」研習會，分享本校辦理活動的經驗。
（三） 12 月 4 日上午 10:20 配合影展辦理講座，邀請影評人鄭秉泓先
生，講題為「從大英雄天團看美國成長電影」。
（四） 配合「@高雄~」展覽活動，每週二、四下午所進行的「桌遊高
雄 A+B」，10 月 289 人禮券陸續領取中；截至 11 月 23 日止，
已符合領獎資格者共 255 人，其中參次參加 B 關卡桌遊活動者
269 人次。此外，本學期週四電影院至 11 月 19 日止共 65 人參
加。
（五） 配合圖書諮詢委員會通過「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提供
附屬餐旅高級中學教職員工生圖書借閱服務要點」
，已修改系統
相關設定，經測試無誤後，已提供附屬高中表單及學生館合證。
（六） 本館鉛筆是學院時期製作，除活動贈送外，也削好放置館內各
公用電腦公眾使用，因剩餘備品不多，已另購進一批。
（七） 完成 2 樓圓柱大圖，配合 2 樓館藏以電子資源為主題，以及更
新 3 樓新書區情境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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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副館長】有關剛才提到本館將讀者借閱冊數提高，讀者普遍都很
開心，但在「校長有約」的問題中亦有學生提出希望借閱冊數提高至
20 本，不知如何回應？
【陳組長】本組收到「校長有約」的問題時便立即跑了一次報表，借
閱超過 10 本以上的讀者約 55 人，借滿 15 本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
若要針對極少數去更改規定，本組認為尚無必要。
【主席】請將開學至今借閱超過 10 本及借滿 15 本的人數統計出來，
若數據顯示有其需求，便可考慮修改冊數，倘若數據顯示為少數，可
解釋因市立圖書館與本校圖書館畢竟對象不同，市圖的讀者大多非住
在圖書館附近，因此借還書並不是很便利，相對的冊數也會比較多，
但學校圖書館畢竟對象是教職員生，每天都要進出，相對的借還書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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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了，且目前數據顯示借超過 10 冊以上的讀者畢竟是少數，倘若
真有此需求，本館仍會視現狀再行討論，並考慮修改辦法。
六、副館長室
（一） 磨課師計畫：
1. 磨課師計畫案，目前雖未能得知期中考核的結果，但為臻求
影片品質之完全，針對申請教師課程影片進行優化處理，例
如：影片動畫精緻化、題庫的修正…。
2. 持續推廣磨課師課程，除透過發函至全國國、私立大專校院，
以及高中、職學校之外，也於知名社交網站，透過將訊息轉
貼至相關社團，增加課程曝光度。目前課程「台灣傳統糕餅
文化與製作、創新」開課第 4 週，註冊人數為 411 人；「錢
進未來—餐飲成本創業」開課第 4 週，註冊人數為 54 人。
3. 磨課師專任助理人事異動，因原先專任助理需服兵役，目前
由新的專任助理進行業務上的銜接。聘期至 12 月 31 日止。
（二） 數位學習平台：
1. 於 11 月 30 日(一)排定 CU2 教學平台的維護與記憶體容量升
級，當天全天暫停使用 CU2。已於 11 月 25 日(三)進行第 2
次全校公告；並於 11 月 27 日(五)進行第 3 次全校公告。
七、館長室
（一） 助理會議宣導
1.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各單位需填寫「清除登革熱病
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定期於每週三中午前擲回衛生保
健組彙整統計，作為改進本校登革熱防治工作參考。經催繳
三日內仍未繳交的單位，將提行政會議檢討。此外，衛生機
關將不定時至本校進行登革熱防治稽查，如經衛生機關稽查
到有登革熱陽性點時將處以罰鍰，罰鍰款項由被抽查到陽性
點之權責單位以該單位經常門項下支付。
2. 選擇合作廠商時請特別注意其誠信問題，例如：經常有失
約…等問題，其廠商就可考慮是否合作。
3. 執行行政工作若遇到困難請務必提出或尋求協助，也千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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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位主義，否則將來出了狀況，又得承擔一些責任，得不
償失。
（二） 請各位同仁在使用茶水間的流理台亦請配合注意檯面的清潔，
因為環境的維持不容易，且流理台又是白色，在倒飲料時若不
慎濺到檯面上請順手擦掉，否則一段時間後汙漬會卡死在上面
是清不掉的，請各位協助配合，並將訊息傳達給未在場的其他
人員。
（三） 11 月 10 日(二)已召開圖書諮詢委員會議，並通過「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校友借書辦法」之增修，並且已經上簽經校長核定實施。
（四） 11 月 26 日(四)舉辦之「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從漫畫看日本」
參與人數共 76 人。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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