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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50 次圖書館委員會議 

會議日期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2 日 13:40-15:30 

會議地點：校本部圖書館討論室 3 

主 席：劉嘉卿館長 

出席人員：何委員昆益、李委員姿穎、李委員慧娟、林委員旻諮、張委員憲生、陳委員啟文、 

          劉委員嘉卿、謝委員穎慧、魏委員米秀、蘇委員淑惠 

請假人員：張委員祝芬、蕭委員文瑜 

列席人員：陳啟維、楊淑珍、黃順發、蘇佩芬 

記錄人員：林永琇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無) 

貮、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調整介仁校區圖書館開學期間之開館時間。 

(提案人：圖書館典閱組) 

說明：  

1. 調整開館時間之配套為修繕自習空間，待總務處完成自習室空間設置後，再行公告實施。 

2. 調整方案如下表所列。 

3. 圖書館依特殊情況調整開館時間，如：從考試週的前一週六、日至當週一～五開館時間為

8:30-22:00。 

 

調整後開館時段 介仁校區開學期間原開館時段 

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週六、週日休館 

 

*總開館時數/週：45小時 

週一至週五 8:30～22:00 

週六 8:30～17:30 

週日 8:30～17:30 

*總開館時數/週：85.5小時 

決議：同意並通過。 

 

提案二：擬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管理規則」。 

    (提案人：圖書館典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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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館開放服務時間由圖書館委員會

決議後另行公告。遇寒暑假、特殊情況

得酌情另設開放服務時間。國定、校定

假日不開放。每月最後一日上午休館維

護館內設施，若遇國定假日、週六或週

日則提前一天。開放時間內若遇停電，

緊急電源啟動半小時後仍未恢復正常供

電則休館，如遇緊急電源未能啟動，立

即休館。 

二、本館開放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每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至夜間十點， 

    週六及週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至下午 

    五點三十分。遇寒暑假、特殊情況 

    得酌情另設開放服務時間。國定、 

    校定假日不開放。每月最後一日上 

    午休館維護館內設施，若遇國定假 

    日、週六或週日則提前一天。開放 

    時間內若遇停電，緊急電源啟動半 

    小時後仍未恢復正常供電則休館， 

    如遇緊急電源未能啟動，立即休館。 

修改 

開館

時間

文字

說明 

。 

決議：同意並通過。 

 

提案三：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閱覽須知」。 

    (提案人：圖書館典閱組)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館開放服務時間，悉依「慈 

        濟大學圖書館管理規則」辦理 

        。 

第五條 本館開放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每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至夜   

        間十點，週六及週日上午八點 

        三十分至下午五點三十分。遇 

        寒暑假、特殊情況得酌情另設 

        開放服務時間。國定、校定假   

    日不開放。每月最後一日上午 

    休館維護館內設施，若遇國定 

    假日、週六或週日則提前一 

    天。開放時間內若遇停電，緊 

    急電源啟動半小時後仍未恢復 

    正常供電則休館，如遇緊急電 

    源未能啟動，立即休館。 

修改 

開館

時間

文字

說明 

。 

決議：同意並通過。 

 

提案四：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提案人：圖書館採編組) 

 

 



 

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三、各系所學科範圍館藏之類別，主

要依據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

法、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美國

醫學圖書分類法，同時訂定館藏

深度層級表，作為各系所所需館

藏之發展參考。 

第三條… 

三、各系所學科範圍館藏之類別，主

要依據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分類法醫學類號表、美

國國會圖書分類法、美國醫學圖

書分類法，同時訂定館藏深度層

級表，作為各系所所需館藏之發

展參考。 

刪除

已不

使用

的類

表。 

決議：同意並通過。 

 

提案五：修訂「慈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贈送、交換處理辦法」。 

(提案人：圖書館採編組)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贈送業務 

  二、自動捐贈 

(一)捐贈本館的圖書資料，內容須

與本校系所中心教學研究相

關，並符合「慈濟大學圖書館

館藏發展政策」之規定。不符

合本館館藏政策或具下列情

況，本館得拒絕捐贈：書況不

佳（例：破損 、註記、劃線、

水漬等）、黃色書刊、休閒娛

樂性雜誌、有盜版或違反著作

權法規定之虞者。 

第二條 贈送業務 

  二、自動捐贈 

(一)捐贈本館的圖書資料須符合

「慈濟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

策」之規定，不符合本館館藏

政策或具下列情況，本館得拒

絕捐贈：書況不佳（例：破損 、

註記、劃線、水漬等）、黃色

書刊、休閒娛樂性雜誌、有盜

版或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

者。 

限制

贈書

內容,

以提

升贈

書品

質，精

簡處

理贈

書的

人力

及時

間 

決議：同意並通過。 

 

參、業務報告 

一、 典閱組 

(一) 流通量統計 

 

校本部+介仁校區 借書 還書 合計 平均每日 

冊數 6,347 5,411 11,758 192.8 

人次 3,113 2,519 5,632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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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介仁校區 校本部 人社院 合計 平均每日 

入館人次 17,177 3,807 20,984 344 

統計時間: 107.08.01~107.09.30 

(二)代借代還冊數統計 

  (107.9.11起，校本部與介仁校區運送時間，調整為週一、週二及週四運送) 

    

 

 

 

 

 

 

 

 

 

介仁校區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慈大 119 201 320 5.2 

慈科大 15 170 185 3.0 

 

慈科大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校本部 638 81 719 11.8 

介仁校區 179 11 190 3.1 

 

慈中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校本部 76 100 176 2.9 

 

慈院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校本部+介仁校區 384 67 451 7.4 

統計時間: 107.08.01~107.09.30 

 

 （三）東區互惠借書冊數統計        

校本部+介仁校區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合作館(不含慈科大) 9 18 27 0.4 

統計時間: 107.08.01~107.09.30  

           **慈大向合作館申請共計 20件 

二、 採編組 

(一)經費報告 

 

  預算 決算 

106學年 中文紙本圖書 700,000 699,996 

外文紙本圖書 1,980,000 2,009,983 

視聽資料 550,000 749,941 

校本部 借出冊數 代還冊數 合計 平均每日運送冊數 

介仁校區 186 175 361 5.9 

慈科大 87 751 838 13.7 

慈中 135 46 181 3.0 

花蓮慈院 

(校本部與介仁

校區合併計算) 

44 423 46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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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 中文紙本圖書 630,000 N/A 

外文紙本圖書 1,980,000 N/A 

視聽資料 550,000 N/A 

 

(二)推廣活動 

     1. 107/9/10(一)～107/9/14(五)舉辦為期五天的「二手書大方送」活動。此次活動共計

展出 9,138冊／件、送出 7,461冊／件二手圖書及視聽資料。 

     2. 107/9/11(二)～107/9/13(四)辦理為期三天的外文書展，藉以宣導及鼓勵本校教職員

生踴躍推薦有需求的外文圖書。 

三、 非書組 

(一) 2019期刊訂購概況 

        台灣地區 101種(145份)、港陸地區 6種、日文 13種、西文 57種，約 NT$ 3,05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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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文期刊 出刊/到館 目次通知 

          通知系所專任教師 期刊 出刊/到館 資訊，以利提升使用率。 

 

四、 參考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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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堂，合

計 356 人次，將持續進行中…。另外，於 1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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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校本部及介仁校區各開辦一

場。於 11/16 將舉辦一場電子書操作說明會。 

(二)107 學年度電子資源預算金額為：19,88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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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學期預計升級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除可解決無法處理多國語文資料問題外，也可整合管

理及連結數位化資源，並進行網路服務加值應用，使用者在查詢館藏時將更便利且多元。

此次升級除既有的慈濟志業體圖書館外，還有大林慈濟醫院圖書館將加入整合，圖書資源

整合更加完整。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會議結束 

(下次開會時間預告: 1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