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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圖書資訊會議記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年 0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主  席：李圖資長仁鐘     紀錄：王儒偵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工作報告:略 

參、 討論事項(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資處(圖書組)
案由：102 年度各系所單位中西文圖書資料預算分配編列，提請討論。 

說明：一、102 年度中西文圖書預算預編共計 228 萬，暫編列如下: 

(1) 工程暨管理學院：工管系12萬,機電系 12萬,電子系 12萬,資管系 12 萬,共計 48萬。  

(2) 藝術設計學院 : 建築系 15 萬,工設系 15 萬,美術系 15 萬,環設系 15 萬,共計 60 萬。 

(3) 文學院：東研所 20 萬,外文系 20 萬,哲學系 20 萬,中文系 20 萬,共計 80 萬。 

(4) 佛教學院︰佛學系 15 萬。 

(5) 其他(人文中心及行政單位等)︰25 萬。 

二、視聽資料及非書資料:不分系所,共計 40 萬元。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102 學年(2014 年)各系所單位紙本期刊預算預編，提請討論。 

說明：102 學年(2014 年)各系所紙本期刊預算預定編列 420 萬元，預算預編之總額與系所分配額

度與 101 學年相同，如下表。 

一、 101 學年期刊預算執行表詳見附件二。 

單位 
101 學年 

原訂分配金額 

101 學年 

執行金額 

102 學年 

預訂分配金額
決議分配金額 

工管系 45 萬元 404,667 元 45 萬元  

機電系 45 萬元 455,524 元 45 萬元  

電子系 45 萬元 362,640 元 45 萬元  

資管系 55 萬元 521,562 元 55 萬元  

建築系 30 萬元 339,167 元 30 萬元  

工設系 26 萬元 295,205 元 26 萬元  

美術系 16 萬元 176,451 元 16 萬元  

環設系 26 萬元 315,002 元 26 萬元  

東研所 31 萬元 356,960 元 31 萬元  

中文系 10 萬元 89,115 元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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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 50 萬元 568,628 元 50 萬元  

哲學系 18 萬元 177,497 元 18 萬元  

佛學系 5 萬元 35,196 元 5 萬元  

人文教育中心 10 萬元 49,478 元 10 萬元  

體育室  8 萬元 52,617 元  8 萬元  

圖書館 0  0 0 0 

合計 420 萬元 4,199,709 元 420 萬元 420 萬元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資處(讀者組)
案由：102 學年(2014 年)電子資料庫預算預編為 200 萬元，擬訂資料庫之增刪，提請討論。 

說明：  

一、 101 學年度(2013 年)電子資料庫訂購種數 14 種，明細如下所示： 

  ACM Computer Package、JSTOR-Language Literature 電子過刊全文資料庫、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SDOL(SDOS)全文電子期刊（17 種）、CNS 國家標準網路服務系統(全

17 分類)、大英百科全書線上英文版、中文工程學刊全文影像資料庫、中國博碩士論文

2012 文史哲輯、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 2013 文史哲專輯、凌網 HyRead 台灣全文資料庫、

萬方數據資源庫、聯合知識庫、ITS MARC 書目資料庫(西文圖書編目專用)、英語學習

電子雜誌(4 種)。 

二、鵝湖知識庫因 101 年後期連線狀況不穩定，廠商近日檢修後重新開通，免費使用至 4月

底為補償，預定新訂期自 102/5 起續訂一年。 

三、101 學年度資料庫預算餘額 22 萬餘元，擬訂購凌網電子雜誌(62 種)，明細詳見附件四。 

四、依各學院屬性歸類詳見附件三：101 學年度電子資料庫預算執行表。 

五、本項預算中未含外文系線上全文檢索費用。 

 
決議：通過 102 學年(2014 年)電子資料庫預算預編 200 萬元。凌網電子雜誌(62 種)若需增刪雜誌

名稱，請各系所於 102 年 3 月 29 日前提出，再依經費調整訂購明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圖資處(網路組)
案由：為維護電腦教室設備安全，擬由授課教師或指派一名修課同學負責電腦教室之門禁安全，

提請討論。 

說明：本學期有七門課程超過 17:00，其中電子系一門課至 18:00，工設系一門課至 18:00，另更

有五門課程時間至 19:00。因年度工讀金經費逐年刪減，實無法增派工讀生協助電腦教室

門禁安全檢視，故委請該七門課程之授課教師或指派修課同學，負責電腦教室之門禁安全

維護工作，若指派專責同學，煩請授課教師將學生名單轉知本組，以利本組期末依實際情

形酌以簽報記功嘉獎事宜。 

決議：通過。 

 

14:2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