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8 學 年 度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圖 書 資 訊 會 議 

時    間：民國 98 年 10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1:30 

地    點：圖書資訊大樓第三會議室 

主    席：高圖資長維新            紀錄：張維世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資處圖書組

案由：2010 年各系所單位紙本期刊採購清單，如附件所示，提請確認。 
說明： 

因電子系所、建築系所、哲學系所未回覆 ，故比照 2009 年訂閱期刊與

優先順序，辦理續訂作業  

 
決議：凡 EBSCOHost ASP 資料庫所收錄的電子期刊全文者，不再訂購紙本期 

      刊。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圖資處圖書組

案由：依據 9 月 22 日預算調整會議決議，中西文期刊預算調整為 494 萬元，

如何因應，提請討論。 
一、2009 年西文期刊為 289 種 5,088,952 元，其中綁約期刊共計 43 種

2,280,442 元。中文、日文、大陸期刊合計 335 種 643,295 元。 

二、2010 年 43 種綁約西文期刊預估訂價 2,551,387 元，扣除本款項預算

尚餘 2,388,613 元，擬先支付中文、日文、大陸期刊，再依各系所清

單優先順序下訂西文期刊，以免影響系所購置紙本期刊之質量過鉅。 

 
決議：刪減預算為原有預算 16%，由各系所單位減少 16%預算金額，修   

     正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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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98 學年 

原訂分配金額

預定刪減金額

(按總額 16%計)
減後 

預定分配金額 
工管系 65 萬元 108,000 542,000 
機電系 65 萬元 108,000 542,000 
電子系 65 萬元 108,000 542,000 
資管系 65 萬元 108,000 542,000 
建築系 60 萬元 96,000 504,000 
工設系 40 萬元 64,000 336,000 
美術系 15 萬元 24,000 126,000 
環設系 60 萬元 96,000 504,000 
東研所 30 萬元 48,000 252,000 
中文系 10 萬元 16,000 84,000 
外文系 50 萬元 80,000 420,000 
哲學系 20 萬元 32,000 168,000 
佛學系 10 萬元 16,000 84,000 
師培中心 5 萬元 8,000 42,000 

人文教育中心 20 萬元 32,000 168,000 
體育室 10 萬元 16,000 84,000 

合計 590 萬元 96 萬元 494 萬元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資處圖書組

案由：依據 9 月 22 日預算調整會議決議，圖書預算調整為 420 萬元，如何因

應，提請討論。 
說明： 

若由各系所、人文中心、圖書館及體育室等 17 單位各別減少 16%預算

金額，各系所單位預算修正如下： 

(1) 工學院：工管系、機電系、電子系每系 168,000 元，資管系

210,000 元。 

(2) 文學院：東研所336,000元，外文系420,000元，中文系294,000
元，哲學系、佛學系各 378,000 元，師培中心 126,000 元。 

(3) 藝術設計學院︰ 建築系、工設系、美術系、環設系每系 294,000
元。 

(4) 人文教育中心、圖書館：168,000 元。 

(5) 體育室︰4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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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師培中心保留 5萬元，餘款分配入文學院系所預算內。 

2. 由各系所、人文中心、圖書館及體育室等 17 單位各別減少 16%預

算金額，但各系所單位之總預算追加為整數金額，追加款由「圖書館

預算」勻支。 

 

單位 
98 學年 

原訂分配金

額 

預定刪減金額

(按總額 16%

計) 

刪減後 

預定分配金額
決議分配金額

工管系 20 萬元 32,000 元 16 萬 8 千元 17 萬元 

機電系 20 萬元 32,000 元 16 萬 8 千元 17 萬元 

電子系 20 萬元 32,000 元 16 萬 8 千元 17 萬元 

資管系 25 萬元 40,000 元 21 萬元 21 萬元 

建築系 35 萬元 56,000 元 29 萬 4 千元 30 萬元 

工設系 35 萬元 56,000 元 29 萬 4 千元 30 萬元 

美術系 35 萬元 56,000 元 29 萬 4 千元 30 萬元 

環設系 35 萬元 56,000 元 29 萬 4 千元 30 萬元 

東研所 40 萬元 64,000 元 33 萬 6 千元 34 萬元 

中文系 35 萬元 56,000 元 29 萬 4 千元 35 萬元 

外文系 50 萬元 80,000 元 42 萬元 43 萬元 

哲學系 45 萬元 72,000 元 37 萬 8 千元 38 萬元 

佛學系 45 萬元 72,000 元 37 萬 8 千元 38 萬元 

師培中心 15 萬元 24,000 元 12 萬 6 千元  5 萬元 

人文教育中
心 20 萬元 32,000 元 16 萬 8 千元 17 萬元 

圖書館 20 萬元 32,000 元 16 萬 8 千元 14 萬元 

體育室  5 萬元 8,000 元 4 萬 2 千元  4 萬元 

合計 500 萬元 80 萬元 420 萬元 4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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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圖資處網路組

案由：訂定「華梵大學圖書資訊處電腦教室管理辦法」相關條文(如附件所示)，

請審議。 

説明：為強化本處電腦教室安全管理，維持教學正常運作，特依據『臺灣學術網

路使用規範』及『尊重智慧財產權法則』特定梵大學圖書資訊處電腦教室

管理辦法。 

決議：提請法規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圖資處網路組

案由：電腦教室專業課程所需設備財產管理事宜，請審議。 

說明：本學年度各系電腦教室遷至圖資大樓集中管理，其中 wacom 教室之觸控螢

幕及手寫板屬於專業高單價之設備。因專業課程所需，宜由系所指派專人

管理觸控螢幕及手寫板之相關專業財產。本處協助教學軟體安裝部份。 

 

決議：圖資 304 wacom 教室電腦、觸控螢幕及手寫板之財產，由工設系保管，並  

      從下學期由工設系統一管理 304 wacom 教室。 

 
提案六 提案單位：圖資處網路組

案由：全校電腦及週邊設備維護，本處人力配置狀況，請審議。 
說明： 

一、 本學年度開始，本處負責全校行政用電腦管理及維護，範圍包含

各學系教師個人電腦及各行政單位公務用電腦。除此之外，也負

責全校共同性教學之電腦教室設備維護。 
二、 本組針對全校電腦維護之人力配置，如下表。是否洽當，請討論。 

姓名 負責維護單位 備註 
梁哲豪 全校性電腦教室  
陳建瑋 全校各行政及教學單位 不含工讀生及實驗

室使用之電腦 
王文志 機動協助各項電腦維修

工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98 學年度電子資料庫訂購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本學年度電子資料庫之經費屬經常門，經 9 月 22 日預算調整會議，調整   
      為 295 萬元，如何因應，提請討論。 
決議：暫緩「JCR on the web」及「IEEE-ASPP(IEEE Jourmals)」電子資料庫採購   

 4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修改「閱覽規則」、「義務工作人員實施要點」、「文山區大學圖書館館際借

書證使用規定」、「指定參考書借閱規則」、「出版品贈送、受贈、交換辦法」，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修改條文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修改原因：因應廢除圖書諮詢委員會及圖書資訊會議成立，修改相關法規。 
 

決議：同意修正提法規會。 
 
提案九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廢除「第二書庫閱覽規定」、「全國性科技資訊網路服務辦法」、「報紙收藏

期限規定」如附件所示提請 審議。 
說明：  
一、因圖書館遷館，第二書庫已不復存在，「第二書庫閱覽規定」已不符現況，

擬予以廢除。 
二、「全國性科技資訊網路服務辦法」已被館際合作業務取代，擬予以廢除。 
三、「報紙收藏期限規定」改列於「圖書館館藏資料淘汰實施要點」，擬予以

廢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檢討「圖書館視聽室使用規則」，提請 審議。 

說明：  
一、因應圖書館遷館等時空環境變化，檢討相關不符現況之條文。 
二、更名為「華梵大學圖書館多媒體視聽區使用規則」。 
三、修改條文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提請法規會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檢討「圖書館館藏資料淘汰實施要點」，提請 審議。 

說明：  
一、因應組織調整及圖書館遷館等時空環境變化，檢討相關不符現況之條文。 
二、更名為「華梵大學圖書資料淘汰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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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條文詳如修正條文對照。 
 

決議：提請法規會審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檢討「圖書館借書規則」，提請 審議。 
說明：  
  一、因應組織調整及圖書館遷館等時空環境變化，檢討相關不符現況   
      之條文。 
  二、修改條文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一、借書每冊逾期一日，逾期處理費新台幣一元，十日以下免繳。  
      二、逾期罰款上限修改中文圖書為 200 元，西文圖書為 300 元。 
      三、加強催還動作，定期製作逾期公告予各系(所)。 
      四、修正條文先提請法規會審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訂定「圖書館研究小間暨研討室借用辦法」及「圖書館研究小間暨研討室  
      使用規則」，提請 審議。 
說明：  
  一、配合圖書館研究小間暨研討室之設置，訂定法源。 
  二、訂定條文詳如新訂草案條文對照表。 
 
決議：本案為新訂法條，先提請法規會審議。 

 
参、臨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開放相關教學合法軟體於非上課時間提供學生上網使用。 
決議：請網路組研議辦理。 
 
提案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請研擬本處圖書整借高中圖書館，以增本校知名度之可行性，提請討論。 
決議：請圖書管理組聯絡招生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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