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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四十二次圖書館委員會議 

 

會議日期時間：民國 103年 11月 7日(五)  13:40-15:30 

會議地點：校本部圖書館地下 1樓討論室 

主  席：劉嘉卿 

出席人員：王委員文柄、呂委員承哲、李委員惠春(江信仲代)、林委員谷靜、

胡委員朝景、簡委員卉雯、陳委員盈瑞、溫委員秉祥、劉委員嘉卿。 

請假人員：張委員麗芬、彭委員之修、黃委員聖方。 

列席人員：陳啟維、黃順發、楊淑珍、蘇佩芬。 

記錄人員：王佩儀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

策」。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二、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管理規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三、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薦購

辦法」。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四、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贈

送、交換處理辦法」。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五、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資源利用教室

使用規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六、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視聽資料服務

規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七、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討論室使用規

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八、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

規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九、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辦

法」。 

2014/06/04第 76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2014/06/06公告，

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 修正「慈濟大學計劃經費購書管理及 2014/05/14第 126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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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長期借閱辦法」。 修正通過 ，2014/05/23公

告，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一、  修正「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慈

大附中及花蓮慈濟醫院圖書代借代

還規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二、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辦

法」。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三、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閱覽須知」。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四、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圖書暨視聽資

料緊急介購辦法」。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五、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跨校區視聽資

料代借代還規則」。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六、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教職員工眷屬

讀者證申請使用辦法」。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十七、  修正「慈濟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畢

業校友暨退休教職員工申請借書證

實行要點」。 

2014/04/25公告於圖書館網

頁，並已依修改後內容執行。 

 

貮、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閱覽須知」，提請討論。 

(提案人：圖書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書刊資料、傢俱、設備等，請多加 

    愛護，如有遺失、污損等情事，書 

    刊資料應按「慈濟大學圖書館管理 

    規則」之規定賠償，傢俱及設備應 

    照時價賠償。 

九、書刊資料、傢俱、設備等，請多加 

    愛護，如有遺失、污損等情事，書 

    刊資料應按『慈濟大學圖書館管理 

    規則』之規定賠償，傢俱及設備應 

    照時價賠償。 

修改

符號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視聽資料服務規則」，提請討論。 

(提案人：圖書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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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五條 本規則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統一

用語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討論室使用規則」，提請討論。 

(提案人：圖書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十、離開討論室前請先將座位歸位、 

   熄燈、關閉空調並鎖門；再到流 

   通櫃台歸還鑰匙。 

第三條．．． 

 十、離開討論室前請先將座位歸位、 

   熄燈、關閉空調並鎖門；再到流 

   通台歸還鑰匙。 

統一

用語 

。 

第四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四條 本規則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統一

用語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提請討論。 

(提案人：圖書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四條 本規則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統一

用語 

。 

決議:照案通過。 

(一) 典閱組 

    1. 流通量統計 

校本部+人社院 借書 還書 合計 平均每日 

冊數 18112 16766 34878 379.1 

人次 8762 7955 16717 181.7 

 

校本部+人社院 校本部 人社院 合計 平均每日 

入館人次 41984 10203 52187 567.3 

統計時間: 103.08.01~103.10.31 
2. 代借代還冊數統計 

校本部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 

運送冊數 

人社院 419 368 787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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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院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慈大 230 848 1078 11.7 

學院 43 441 484 5.3 

 

學院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校本部 1454 187 1641 17.8 

人社院 390 53 443 4.8 

 

慈中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校本部 88 84 172 1.9 

 

慈院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校本部+人社院 648 440 1088 11.8 

統計時間: 103.08.01~103.10.31 
3. 東區互惠借書冊數統計        

校本部+人社院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合作館(不含學院) 19 58 77 0.8 

統計時間: 103.08.01~103.10.31 
           **慈大向合作館申請共計  45  件 
 

(二) 採編組 

1. 103學年度紙本圖書/視聽--預算及使用情形報告 

項目 已到數量 已付金額 採購中數量 採購中金額 預算金額 

中文圖書 1651 $506,419 209 $105,323 $1,150,000 

外文圖書 491 $868,400 295 $476,091 $2,500,000 

視聽資料 104 $142,122 74 $68,201 $600,000 

單位:新臺幣(元)/冊 

資料時間:103.10.31 

預計 104/01/01將進行各系所間之經費流用、104/03/15完成最後發訂。 

 2.預計下學期開學後的第二週左右（104/03），將進行二手書刊贈送活動！ 

學院 137 1678 1815 19.7 

慈中 126 81 207 2.3 

花蓮慈院 

(校本部與人社院合併計

算) 

176 631 80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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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書組 

1. 2015期刊訂購概況 

   台灣地區 90種（135份）、港陸地區 13種、日文 36種、西文 53種 

2.期刊相關服務 

  (1) 教師/大三以上學生 申請國內期刊文獻複印，費用由圖書館支付(使用狀況逐年增加) 

  (2)西文期刊 出刊/到館 目次通知 

         (通知推薦系所 期刊 出刊/到館 資訊，以利提升使用率) 

(四) 參考組 

1. 本學期依各系所老師、學生需求，開辦相關的電子資源利用課程，目前共開辦 23堂，合

計 331人次，將持續進行中…。另外，於 10/14、10/17、10/21與教卓中心合辦，針對全

校教職員生辦理的 EndNote書目管理工具教育訓練課程，為每學期固定開辦場次，分別在

校本部開辦二場及人社院區開辦一場。於 10/16開辦兩場針對全校教師的 Turnitin 論文

原創性比對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2. 103學年度電子資源預算金額為：25,227,966元，預計購置 40種電子資料庫、1種書目

管理工具及各類型電子書，電子資料庫目前正進行採購作業而使用統計也已公告於圖書館

網頁，而電子書也將陸續編入館藏，使用者透過館藏查詢系統即可直接線上使用。  

3. 103學年度電子資源預算若有剩餘款，將做為推薦新電子資源的採購之用，歡迎師生推薦

於教學研究上有使用需要的電子資源給圖書館進行評估採購。  

4. 圖書館公用查詢電腦作業系統更新作業：透過新建置的 TOP CPR軟體還原系統，已在

103/09/30前，將總館及人社分館的公用查詢電腦自 Win XP更新成 Win 7作業系統，新

的軟體還原系統將使電腦管理及維護上更為便利。 

 

貳、臨時動議 

       無。 

參、會議結束 

(下次開會時間預告: 1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