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圖書資訊館 98 年 9、10 月份館務會議紀錄
時

間：98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2 時

地

點：本館 5 樓網路應用組會議室

主

席：林館長秀薰

出 席 者：許修碩、胡慧英、李淑茹、黃士育、洪梅苓、陳素美、蔡淑真、謝宛如、林
淑君、陳禛芳、鍾宏明、趙瓊秋、蔡慧美、林育靖
列席者：林主任秘書 春櫻
記

錄：趙瓊秋

壹、主席報告：
一、 上午行政會議校長已宣布本校升科大應已拍板定案，預定明年 5 月將開始訪視
行程，請各組開始積極規劃相關作業，以不負學校將圖資大樓交付給我們。
二、 教學卓越計畫邀請各位 11/4 一同參加「爵士饗宴」活動。
三、 近來「讀者服務組」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時遭遇一些令人感到沮喪的挫折，例
如會計室要求我們必須事先確認明年度計畫活動的日期及時間，但實際作業必
須配合主講人時間，執行上確實有其困難，為順利執行相關作業，後續採取折
衷方式，先將規劃的日期送出，屆時若主講人時間無法配合，將再另簽說明。
四、 另外本館今年提出一些「教學卓越計畫」活動案，後因總計畫經費不足遭刪除，
但是日前卓越辦公室向我們反應，感覺我們今年活動量似乎驟然減少，其實我們
活動仍是持續辦理，像是為鼓勵新生參與利用教育，在沒有經費的狀況下，另外
配合舉辦「圖資館填字遊戲」，只是這些沒有用到卓越的錢，所以活動企劃書不
會送到卓越辦公室，活動能見度就沒那麼高，這也是令所有館員感覺比較挫折的
部分。在此要鼓勵各位同仁，因為今年還有很多計畫持續執行中，我們只要盡心
做事，一切都會更好，讓我們互相打氣，並請大家繼續加油！
五、 近日餐廳的資訊看板電源常因不明原因被關閉，請梅苓繼續追蹤了解此原因為
何；另外國際事務處反映期望能有專屬的網頁，也請慧英協助相關事宜。
貳、各組業務報告：
一、圖書資源組：
（一） 館藏量至民 98 年 10 月 1 日止，圖書總計 191,530 冊，比上月減少 335 冊，
因為 9 月份辦理館藏淘汰 1,062 冊（中文圖書 952 冊，西文圖書 4 冊，視聽
資料 106 件），因此 9 月份實際增加館藏為 727 冊；9 月份的贈書量，統計
為 21 冊；另外；而截至民 98 年 10 月 21 日止，圖書館資本門預算 450 萬元，
已動支 4,495,846 元，執行率 99％，剩餘可請購金額為設備費 13,944 元。
（二） 9 月 17 日上傳國圖 NBINET 書目資料 645 筆；10 月 21 日上傳國圖 N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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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書目資料 701 筆。
10 月 1 日完成視聽資料之驗收，廠商逾期三日交貨，罰款 7,200 元。
近來技術研發中心委託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購入數種電子書，已持續協助驗收
中，書目 MARC 也會陸續轉入系統，以供讀者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使用並連
結全文。
10 月中已發信至各系所通知推薦明年度視聽資料之採購推薦清單，預計 11
月中完成第一階段之彙整，將再請系所主管勾選購買順序。
圖書資源組重新檢視吃喝玩樂區類號及各科系所的核心類號表，會將資料寄
給大家參閱，如有需要修改，請於下次館務會議提出討論並修正定案。

（七） 圖書薦購系統：10 月 6 日寶慶文化安裝 Weblink 薦書系統以供測試，網址為
http://203.68.4.21/weblink/，感謝各位協助測試，關於瀏覽器問題，廠商方面
將進行改版，將彙整所有的瀏覽器皆可使用，不過雖已經安裝此系統測試，
但也未必向該廠商購買。至於薦購系統簽呈已送，此系統費用約 30 多萬，與
事務組溝通後其建議本館採最有利得標辦理採購，並需邀請 5 位評選委員，
依簽呈需 3 位校外及 2 位校內，請大家協助推薦人選。
【林主秘建議】請先了解一下採購相關規定，再決定評選委員校內、外的人數及人
選。
二、讀者服務組：
（一） 暑假期間入館人數 7 月為 2828 人，其中有 427 人為校外人士，平圴每日 189
入館，校外人士平均每日入館人數為 28 人；8 月 1920 人，其中有 307 人為
校外人士，平均每日入館人數為 148 人，校外人士平均每日入館人數為 24
人，所以 7-8 月校外人數分別占 15.1%及 15.99%。
（二） 9 月份統計最常進館還是廚藝學群的西廚、中廚及烘焙；借最多書是飲食所、
五專廚藝科及行銷會展系；最多人借書的系所則是行銷會展系、烘焙及五專
廚藝；另外新書區 10 月中旬利用 WebPAC 系統檢索的新書館藏近 1 千冊，
但是借閱新書的統計發現，9 月有 321 人借閱新書區的圖書，平均新書借閱
率為 51.4%。
（三）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報告(如附件一：略)。
【流通及推廣相關作業】
（四） 11/2(一)至 11/13(五)為期中考前 1 週及當週，暫停校外人士進館。
（五） 11/5(四)下午 3 時 20 分舉辦館際合作利用教育課程，除介紹館際合作相關申
請作業外，也將說明高高屏圖書代借代還事宜。
（六） 高高屏圖書代借代還說明：
1、 高高屏地區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將於 11/9(一)正式上線。
2、 讀者共可借 5 冊，借期 14 天，書到館後保留於櫃台 7 天(含於借期 14 天
內)。
3、 此服務至今年底 98 年 12 月 31 日止完全免費，但各館皆有自訂逾期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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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本館則比照目前流通政策，逾期 1 天 1 本 5 元，緩衝 2 天，第 3 天
起需收罰款，包含前 2 日一併計算。
4、 書到館後將統一放置在 1 樓櫃台，讀者則直接於 1 樓櫃檯辦理借還。
（七） 因教師委託助理借閱圖書狀況頻繁，為保障委託人，自 10 月起代借圖書資料
皆需填寫「代借圖書資料委託單」，由被委託人持雙方證件至圖資館櫃檯借
閱。
（八） 館內拖鞋已於 10 月初全部換新。
（九） 網路應用組若有需要讓讀者知道的訊息請 mail 給我們，希望以圖資館的借還
書櫃檯做為提供服務的單一窗口, 像是新生利用教育課程內容,我們也同時
加入了入口網站及 email 使用方式的介紹。
（十） 新生利用教育課程至 10 月底止，日夜間部共有 18 個班級上課，但其中有 8
個班級是大四專題或研二班級，剩下的 10 個班級中，研究所新生班全部都已
經申請，但是大專部分日間班卻只有 3 個班級申請上課，其中 1 個班級因為
上課日期一再更改，所以尚未上課；進修部目前只有 1 個班級上過課，新生
不參加利用教育課程，對使用規則不甚清楚，也增加借還書櫃檯許多工作負
擔。
（十一） 為了鼓勵新生報名新生利用教育課程，本館另外配合舉辦填字遊戲，我們設
計 ABC 三種不同題目的答題卷，於上課時發給新生 1 人 1 張，請他們上完課
填答後至圖書館投入摸奬箱，但因為活動經費不足的關係，贈品正陸續募集
中，活動至 11 月 6 日截止，預計於 11/12 抽獎。
【典藏相關作業】
（十二） 因視聽資料室空間不足，新進一批的 DVD 已經無法上架，因為中文錄影帶 VHS
使用率極低，擬將 VHS 裝箱，讀者可以利用我們提供的紙本或電腦查詢， 有
需要我們再取出供讀者借閱，日前禛芳已協助將 VHS 裝箱(箱外有貼清冊及
標註箱號)，僅陳列出較常借閱的＜櫻桃小丸子＞，其他儲放於一樓電信間；
視聽資料室列印一份中文錄影帶清單供讀者查閱。
（十三） 視聽資料室的配置已變更，更新的平面配置圖已張貼於視聽資料入口處，並
於每個視聽櫃標示資料類型立版，將視聽資料室調整成比較符合讀者動線需
求的擺置方式。
【期刊相關作業】
（十四） 2010 年中文期刊已於 10 月 16 日在共同供應契約下訂，共訂購 279 種，日文、
大陸期刊採購案也已送出請購。
（十五） 西文期刊第一次招標因不足三家而流標，將於 11 月 5 日第二次開標，得標後
擬刪訂一筆 T&F 出版社的紙本期刊及增訂 SAGE 出版社系列期刊的電子版。
（十六） NDDS 的期刊聯合目錄已更新，將原有中、西、日文、大陸期刊及學報書目
資料的部分，於系統做刊期的更新，但本館新增的期刊因為 NDDS 上沒有書
目紀錄，將批次整理好後傳送給 NDDS 新增至期刊聯合目錄，以便進行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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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作業。
（十七） 響應南區技專聯盟捐刊給受災學校，本館依嘉南藥理科大缺刊清單，贈送餐
旅暨家政學刊及高雄餐旅學報，共計 16 冊。嘉南藥理科大也來信致謝。
【資料庫相關作業】
（十八） 本年度 Concert 引進的資料庫已送簽核通過，並已回覆確認 Concert 訂購項
目，也已跟各別資料庫廠商確認訂購。
（十九） 明年加訂 Taylor & Francis 社會科學部分的電子期刊，另外 SDOL 資料庫也改
為全庫訂購的方式。
【視訊相關作業】
（二十） SPYDUS 主機已於 9/9 完成重灌，重灌期間測試備援機制完成。
（二十一） 三樓討論室電腦移交作業， 10/2 僅先移走一台，並已完成財產轉移 ，剩
餘 10 台將以兩台併一台方式報廢+移交。
（二十二） 因視聽設備老舊，館長由其重點特色計畫中提撥經費購置更新視聽播放設
備。目前包含 3 個團體座更新為 37 型液晶電視，個人座 9～12 號更新為
20 型液晶電視，原 1 號團體座之 32 吋液晶電視移至視聽資料室作為每週
強片預告片播放使用，舊有設備 2、3 號團體座之 29 吋彩色電視及 9～12
號個人座之 14 型平面電視，已完成報廢手續。
（二十三） 99 年度 3M 圖書安全系統維護保養合約，已於 10 月中旬上簽請購中。
（二十四） 原視訊櫃檯工作日誌表格格式已更新，將一樓櫃檯開館作業及所有日常作
業事項列表整合於日誌表中，讓日誌登錄表同時具有工作提醒的用途。
（二十五） 本學期新生以學生證刷卡進入門禁系統時，經常出現多次刷卡才能過卡的
情況，而舊生則較無此狀況，質疑是否為新生學生證製作過程有瑕疵。由
於近幾年經常發生卡片製作瑕疵問題，也曾多次與該業務負責單位教務處
協調，目前仍無法獲得較具體的解決方案。
（二十六） Spydus8 原廠 CIVICA 公司 11/13 到館洽談維護合約事宜，預計明年初可以
先簽約測試，今年年底 CIVICA 將向本館報價。
三、網路應用組：
（一） 校務行政系統的運作狀況說明(慧英報告，如附件二：略)。
（二） 網路應用組機房擴建計畫說明(修碩組長報告，如附件三：略)。
四、其他事宜：
一、 目前圖書館經常門剩餘 19,830 元，電算中心經常門剩餘 23,026 元,因此共計還
可動支 42,858 元。
二、 圖書諮詢委員會即將召開，館長將於近期確定召開的日期。
三、 每週強片小組：10 月份推出的「奧斯卡最佳動畫影展」即將結束，學生的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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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超越以往。11 月起將與讀書會活動結合，於館藏中挑選出文學作品改編為電
影的作品做為主題，並命名為「看見。文學」，其中包含：濃情巧克力、九降
風、香水、追風箏的孩子。另外 10 月起亦與產學旅行社合作，推出「圖資強片
VIP 饗宴」活動。
（散會：下午 16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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