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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技術學院九十八學年度第一次
圖書館委員會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98 年 09 月 17 日(四) 12:00~13:30
地點：圖書館 L505 會議室
出席人員：參閱簽到表
主席：丁
丁館長 崑健

記錄： 謝東倫

壹、主席致詞
各位圖委老師很感謝大家今日的參與，今天教務長及會計室主任都給予我們很大
的支持出席這次會議，本學期圖書館從工研院、交通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募得了近八千
餘冊的期刊合訂本，涵跨主題廣泛，包含環境工程、礦產、生物、電工等，亦不乏相
當專業性的期刊 nature。因此雖然我們圖書館的經費不如其他國立大學，但是透過向其
他學校所進行之募書活動可以多少補充我們較為不足的專業期刊資源的部分。
另外，圖書館五樓未來將會開放學生自修的席次，讓我們學生可以在期中、期末
考週利用優良的閱讀環境自修。而這學期圖書館在入館時將採取 RFID 新式的入館感
應措施，請各位老師協助我們宣導，讓同學們入館時記得帶上自己的學生證入館。
貳、上次會議討論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參照附件資料
參、工作報告
參照附件資料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9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

源規格說明書，提請討論。
說明：
為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充份使用圖書資源以支援教學與研究，特規劃採購 99 年度教學
軟體資源。(請參閱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生技系張有明老師：因為生技系期刊單價都較其他學群更高，希望圖書館在作經費規
劃上，可以考量本系的特性，酌以提高本系的西文期刊採購金額。
環管系(所)陳泰安老師：有關於應用科技學群的部分，其實由於學科屬性的不同，確實
在書籍或期刊資料的採購上，我們必頇花費更多的經費，我也建議學校及圖書館方面
未來可考量提高本系電子期刊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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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99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

備規格說明書，提請討論。
說明：
為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充份使用圖書資源以支援教學與研究，特規劃採購 99 年度教
學儀器設備資源。(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提高教職員工借閱冊數案，提請討論。
說明：
為完整支援教師之教學與研究，擬將教職員工借閱冊數由原本之二十五冊，提高至
三十五冊。(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圖書館館長丁崑健：其他國立大學在支援教師研究上，紛紛給予教師較高額度的借書
冊數及借閱時限，我們現在老師的部分借書期限已經長達三個月，而書籍的借閱冊數，
我希望可以提高至 35 冊，鼓勵老師們踴躍借書利用。

案由四：圖書館提昇館藏使用率方案，提請討論。
說明：
為提昇館藏使用率及入館人次，並奉 校長 98 年 6 月 8 日指示，將提升館藏使用率計
畫案，送至圖書館委員會會議討論。(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修改後通過



會計室 鍾錦文主任：有關於圖書館提升館藏使用率方案，建議可以編入圖書館預算當
中，來執行各項方案。
教務處 吳豐帥教務長：在鼓勵學生借閱的方案當中，建議圖書館可以定時的統計各系
所的借閱率或是借閱冊數，以激勵排名較後之系所來鼓勵學生多來借閱書籍；另外，
有關於鼓勵學生借閱獎學金的部分，預期成效可以建議前五名之學生平均借書冊數達
100 冊，其他中、長程目標亦提高至 110 冊及 120 冊。

案由五：99-103 學年度圖書館中長程發展計畫書，提請討論。
說明：
配合全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時程規畫，圖書館擬訂 99-103 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
書。(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修改後，送交一份至各系圖書委員參考留存後通過。



教務處 吳豐帥教務長：建議圖書館可採務實方向，考量擬訂自我的發展目標。
環管系(所)：建議圖書館可以 E-mail 一份詳細的資料包含各項計畫案的資料，給各系
留存參考，並且如有任何建議亦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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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計畫案內容如下表
修改後內容

原計畫案內容

1.1.1 成立中小企業研究資料中心
2.2.2 提升學生圖書資訊素養
2.營造自主學習環境，形塑服務學習氛圍

1.1.1 成立中小企業研究中心
2.2.2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2.營造閱讀環境，形塑服務學習氛圍

2.2.1 館員專業能力提升

2.2.1 持續館員繼續教育

3.1.2 建構時尚圖書館
3.2.2 建立圖書館利用教育線上學習課程

3.1.2 落實時尚圖書館
3.2.2 強化圖書館線上利用教育課程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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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技術學院圖書館圖書閱覽及借閱規則」修定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改理由

第五條 借書人借書冊數及借期分別

第五條 借書人借書冊數及借期分別 修改教職員借閱

規定如左：

規定如左：

1. 本校教職員工借書總數以参拾伍

1. 本校教職員工借書總數以貳拾伍

冊為限，借期拾貳週。

冊為限，借期拾貳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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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技術學院圖書館圖書閱覽及借閱規則
校長核定(81.09)實施
83 學年圖委員會會議(84.10)修訂
87 學年第 1 學期圖委員會會議(87.09)修訂
87 學年第 2 學期圖委員會會議(88.03)修訂
90 學年圖委員會會議(91.10)通過
95 學年圖委員會會議(96.05)通過
96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圖委員會會議(97.05)修訂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圖委員會會議(97.09)修訂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圖委員會會議(97.12)修訂
97 學年第 2 學期圖書委員會會議(98.04)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圖書借閱及閱覽服務，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教職員生係指本校全體教師、職員、專案助理及學生而言，
並均得依本規則規定借閱圖書。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圖書館之友係指本校兼任老師、學分班學生、畢業校友、離
職與退休教職員或其他校外人士而言。
第二章 借還書規則
第四條 凡向本館借閱圖書之讀者，均應憑本校所發給之學生證或教職員工證或
館際合作單位所發給之館際合作卡或向本館申辦圖書館之友證辦理借
閱，形同本館借書證。
第五條 借書人借書冊數及借期分別規定如左：
1. 本校教職員工借書總數以参拾伍冊為限，借期拾貳週。
2. 本校研究生借書總數以貳拾伍冊為限，借期捌週。
3. 辦理圖書館之友卡需押保證金一千五百元整，並每年繳交二百元圖書資
源使用費，遺失補證工本費一百元，借書總數以五冊為限，借期三週；
其中兼任老師與學分班學生無頇付使用費；但其使用期限為該學期結束
前一週。
4. 本校教師可因教學需要，額外申請借閱視聽資料參件，借期壹週，不可
續借。
5. 學生借書總數以拾冊為限，借期四週。
6. 過期期刊一律不外借。
7. 讀者如於借書期限內，無法親自至本館還書，可採郵寄還書方式，到館
日以郵戳為憑。郵寄中途造成書籍遺失或破損，由讀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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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借書人擬借之圖書已為他人借出者，可上圖書館網站自行預約或向本館
出納櫃台登記預約，惟以書到館後保留壹週為限，到期仍未借出者，順
延下一位預約者。
第七條 借書人借書期滿前七天，如無他人預約，可攜帶證件至圖書館或自行上
網辦理續借壹次。
第八條 借書人有責任準時歸還書籍。如逾期未還，雖圖書館會個別發出逾期通
知單，借書者不得以未有收到通知為理由，要求豁免或減收罰款。另圖
書館訂於每學期學期終了前，針對長期逾期之讀者進行公告並發送通知。
第九條 借書逾期需繳滯還金，滯還金之金額為每本每天二塊錢、視聽資料每件
每天五元，逾期超過三百六十五天以三百六十五天計，超過此上限不再
累計罰款，未繳納滯還金之前，停止其借書之權利。（含教職員）
第十條 凡期刊、報紙、參考工具書(如：字典、百科全書等)及特藏書僅限館內閱
讀，概不外借；會議論文集、博碩士論文及學生專題等有實際借閱需求
者，得以外借，借期為一天，必頇於下一個工作天內歸還。未依規定時
間還書者，本館課以滯還金每冊(件)每天十元，直到還書為止，未繳納滯
還金之前，停止其借書之權利。
第十一條
借出之圖書，不得任意圈點、批註、污染墨漬及其他有損圖書之行
為，圖書損壞情形不嚴重時，由借書人賠償修補費；損壞嚴重時，得依
照第十二條圖書遺失賠償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圖書遺失賠償辦法：
1. 由借書人於柒日內購同一書名、著者（或譯者）、出版者、版本之圖書
償還。
2. 以原書之增訂扺償，其價值不得少於原書市價。
3. 原書已絕版或限期內無法買到原書經本館同意者，得以同性質之圖書扺
償，其價值不少於原書市價之兩倍。
4. 如所遺失為全套之單冊，且原出版社不零售，故無法買到原書者，得視
情況賠償原整套書價錢之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5. 如未依限期賠償者，其逾期部份得依本規則第九條處理。
第十三條 借出圖書如遇清查、裝訂或被列為教師指定參考書及其他必要之原因
時，得隨時索回。
第十四條 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經察覺即酌情停止其該學期之借書權
利。如因上述情形致使本館圖書遭受損失時，原持證人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借書證應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應即向本館聲明掛失，其掛失前如被冒
用致本館圖書遭受損失時，原持證人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學生註冊時，需由本館人員查核是否逾期還書，始准註冊。教職員離
職或學生休、退學，需先還清借書並註銷借書證，否則不予辦理離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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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應屆畢業生所借圖書應於離校前歸還，如有違者通知註冊組扣發其
畢業證書。
第十七條 需暫時長期離校之借閱人(如休假、出國、事病假等)，應先行還清將
到期之圖書資料，離校期間逾期日數照算，滯還金按實際逾期日計算且
無上限之限制。
第三章 圖書館閱覽區閱覽規則
第十八條 符合下列身分讀者，均可在本館公告之開放時間內，持本校或本館核發、認
可之證件刷卡入館。

1. 本校教職員生
2. 持有館際合作借書證之讀者。
3. 年滿 18 歲之校外人士：憑身分證、駕照、他校學生證、教職員工證、護
照等可以證明個人身分之附相片有效證件，於本館入口流通櫃台登記並
換取「臨時閱覽證」後刷卡入館。
第十九條 「臨時閱覽證」遺失，需繳交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第二十條 本館採開架式閱覽制度，在開館時間內讀者可自由取閱書刊資料。
第二十一條 進入室內需穿著整齊，保持肅靜，不得吸菸及飲食。
第二十二條 取閱書刊、雜誌，於閱畢後應整齊於回原位。
第二十三條 未經辦理借書手續而攜帶本館資料離館時，一經察覺，將報請校方
依違規處理。
第二十四條 為防止圖書遺失，讀者離館時，如有必要頇接受本館管理人員抽
查，不得拒絕。
第二十五條 室內禁止預佔座位，離開時應將一切私人物品帶走，本館不負保管
之責。
第二十六條 進入閱覽室能衣著整齊，保持肅靜，注意清潔，勿隨地拋棄紙屑，
並禁止吸菸，躺臥及隨意搬移桌椅等，如有違者即請其離館，情節重大
者報請校方處理。
第二十七條 當日報紙應於閱報區閱覽，不得攜離，過期報紙閱畢後應放回原
位，不得隨意挖剪或攜出，違者報請校方處理。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借閱圖書如不遵守本規則時，得取消其借閱的權利。
第二十九條 本規則經校長核准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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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提升館藏使用率方案
圖書館在考量本身圖書館各人力與經費的限制下，擬定出以下三面向提升讀者服務品質
的具體做法。

一、

提升學生借閱率

(一)前言
學生在學期間，若需要取得身後的知識，除課堂上教師授課知識之獲取途徑外，透
過圖書館的利用與自我提升，更加重要。當學生懂得多加利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以輔
助自我學習與成長，將對學生未來發展具有相當重大之影響。本校秉持著培養具創業精
神的中小企業營運人才之使命，對各種教學設施之建置投注相當多之經費，尤以圖書館
更是學校重點投資單位，因此學生如能透過圖書館學習與強化未來就業之技能，方可達
到強化實務教學之目標。
(一)具體措施
獎勵學生閱讀措施
說明

為鼓勵本校學生踴躍閱讀館藏，擬將每學期統計借閱率前五名之同
學，予以獎勵，除獎學金外，圖書館另加頒獎狀以玆鼓勵，並培養學
生之榮譽心。
時程

短程目標
(第一年)

中程目標
(第二年)

長程目標
(第三年)

每學期前五名平均借

每學期前五名平均借

每學期前五名平均借

書冊數達 100 冊

書冊數達 110 冊

書冊數達 120 冊

10,000 元

10,000 元

10,000 元

每學期借閱前五名獎
學金共計 3,300 元；
(3300 元*2 學期
=6,600 元)
第一名：1000 元
第二名：800 元
第三名：700 元
第四名：500 元

每學期借閱前五名獎
學金共計 3,300 元；
(3300 元*2 學期
=6,600 元)
第一名：1000 元
第二名：800 元
第三名：700 元
第四名：500 元

每學期借閱前五名獎
學金共計 3,300 元；
(3300 元*2 學期
=6,600 元)
第一名：1000 元
第二名：800 元
第三名：700 元
第四名：500 元

第五名：300 元
其他鼓勵借閱獎學
金：3400 元

第五名：300 元
其他鼓勵借閱獎學
金：3400 元

第五名：300 元
其他鼓勵借閱獎學
金：3400 元

項目
預期成效
經費需求
備註

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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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提昇圖書館還書便利性。如至創意樓置還書箱方便還書 、彈性借
期，如為有人預約之書籍可彈性延長借閱時間。
2.強化原有活動之豐富性及內容深入，如主題書展可配合專題演講或
相關影片賞析等活動。
3.推動圖書館服務標章，聘請本校相關服務品質之教師，蒞館指導一
線服務人員，提升服務時的親切度、服務熱誠，以及營造溫馨環境。
4.圖書館各空間營造，與本校設計學群合作，創新或結合裝置藝術及
多媒體設計，增加圖書館的美感、趣味性、知識性。
5.設計讀者使用調查問卷，透過抽樣問卷掌握教職員生之需求，以作
為圖書館改善軟、硬體設備及人員服務之素養依據，並可提供未來圖
書館活動規劃以及發展之參考依據。
短程目標

中程目標

長程目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預期成效

入館人次達每學年
188,000 人次以上

入館人次達每學年
190,000 人次以上

入館人次達每學年
193,000 人次以上

經費需求

11,000 元

11,000 元

11,000 元

含海報印製、設備部
分另行估價

含海報印製、設備部
分另行估價

含海報印製、設備部
分另行估價

項目

備註

二、

時程

提升教職員借閱率

(一)前言
營造校園書香環境，除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外，本校教職員工(暫不含兼任)之借書率
之提升，亦是圖書館努力的重點。本校教師由於教學研究之需要，常需要廣泛閱讀課程
相關書籍，而校內職員平時忙於行政相關業務，較無法撥出時間智圖書館進行閱讀或書
籍借閱，圖書館特擬訂相關鼓勵教職員閱讀之措施，由教職員以身作則，進而影響學生
樂於閱讀。
(二)具體措施
獎勵教職員工措施
說明

1.針對每學期(年)借閱冊數前三名之教職員工，由圖書館依程序簽請
校長給予提供獎勵，或由圖書館頒發獎狀。
2.每學期(年)借閱冊數之數量，由圖書館提供全校各一級主管，可考
量納入職員工考核之參考依據。
3.「閱讀日」活動之推行，各單位可自由每週擬定一固定時段(一至兩
小時)，讓各處室之行政人員可至圖書館閱讀、或借閱書籍、影片，放
鬆平日緊繃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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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程目標
(第一年)

中程目標
(第二年)

長程目標
(第三年)

預期成效

提升教職員工(僅以專
任教師)借閱率每人每
學年 50 冊

提升教職員工(不含兼
任)借閱率每人每學年
60 冊

提升教職員工借閱率
每人每學年 70 冊

經費需求

無

無

無

項目

時程

備註

三、

提升圖書館館藏與教學配合狀況

(一)前言
大專院校圖書館的主要任務為支援教學，提升館藏率的方法最直接及最有效益之方
法是與課程配合，由各授課教師針對課程內容，指定同學至圖書館完成期中、末考作業
或是報告，不僅可提升學生之入館和借閱率，更可強化學生之閱讀能力。
(二)具體措施
圖書館與教師教學搭配
說明

1. 優先採購課程書籍，由校內教師提供指定書籍或參考資源，圖書館
納入優先採購之程序以便於教師課堂上課時使用。
2. 與授課教師搭配，如「中文鑑賞與應用」等相關課程，讓授課教師
可帶班至圖書館利用相關課程，而由圖書館提供學習單或作業題目
之複印，省卻授課教師們資料複印之時間與金錢。建議由各授課教
師於課程當中排定一堂課時間至圖書館查找課程相關資源。
3. 推動教師 Offices Hour 至館服務，招募並鼓勵熱心之教師，於每
周固定時間至圖書館，提供學生本科或跨學科課程相關問題之指
導，以及學生論文與專題之諮詢，由圖書館提供研究室供教師與學
生進行討論。
4. 每學期由圖書館專案上簽呈，請校長鼓勵志願服務之熱心教師。

項目
預期成效

時程

短程目標
(第一年)

中程目標
(第二年)

長程目標
(第三年)

提昇每學年借書人數 提昇每學年借書人數 提昇每學年借書人數
達 25,000 人次以上； 達 25,000 人次以上； 達 25,000 人次以上；
借書冊數達 57,000 冊 借書冊數達 57,000 冊 借書冊數達 57,000 冊
以上
以上
以上

經費需求
備註

11,000 元

11,000 元

11,000 元

含學習單印刷費用及
雜支

含學習單印刷費用及
雜支

含學習單印刷費用及
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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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估總經費

本預估經費擬由學校相關經費支出，預估金額為每學年 32,000 元
表 1 預估經費表
序號

工作項目

單價×數量

總價

1

印刷費

1×10000

2

海報印製費

300×20

10,000 (含學習單與講義印製)
6,000 活動宣傳

3

禮卷

4

獎品

100×100
一式

10,000 鼓勵閱讀活動學生之用
5000 鼓勵閱讀活動之用

5

雜支

1000

合計

五、

備註

32,000

預期成效

為提升借閱率，圖書館擬針對預期目標分為短、中、長程目標，逐步提升借書冊數與
借書人次並培養本校學生閱讀風氣。
目標期程
短程目標
(一年期)

預期目標

備註





針對平均值以下之系
所，鼓勵其師生入館閱
覽及借書。

提昇每學年整體借書人數達
25,000 人次以上；平均借書
人次至 3.1 人次
提昇每學年整體借書冊數達
57,000 冊以上；平均借書冊
數 7.1 冊



透過老師課程當中鼓勵
學生至圖書館進行資料
蒐集資料
優先採購與課程高度相
關之資源

持續鼓勵閱讀，朝向每人每
月至少閱讀 1 本書之目標





提昇平均值以下之系所借書
人次至 2.21 人次
提昇平均值以下之系所平均
借書冊數 6.46 人次


中程目標
(二年期)

長程目標
(三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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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鼓勵閱讀之活
動，培養學生閱讀之習
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