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108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電子郵件會議)
主席：宋雪芳館長
出席：圖書館委員會委員(名單如後附)

壹、主席報告
一、考量防疫期間，教學活動因應疫情而調整，包括遠距授課、100 人以上大班課程採實
體上課/遠端學習分流、實習課程配套...等，讓原本忙於教學研究的老師們，需要投
入更多心力調整授課、關注遠端學習的學生等，因此，本次會議改以電子郵件會議方
式進行，並於 4 月 21 日 OA 徵詢各委員提案及建議事項。
二、各委員對本次會議內容如有相關建議事項，請於收到議程後一週內以電子郵件書面提
出，經業務單位評估回應後，列入會議紀錄。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一：108 學年度圖書經費分配方案。(圖書館採編組提)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會後定期 OA 通知各單位圖書經費分配金額、使用情況及預估餘額。
決 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蔡雅雯組長
１、圖書經費運用概況：
(１)108 學年購置圖書資料經費為 1,700 萬元，依上次會議決議經費分配方案，
由各院系推薦圖書館採購。至 109 年 4 月底，購入中外文圖書資料 8,734 冊
／件，使用 8,789,411 元，執行率 51.7%。
(２)自 108 年 10 月 24 日經費分配方案通過後之次月開始，即每月寄發「圖書經
費使用統計」，以利各教學單位及教師掌握圖書經費運用情況。
(３)除外語學院外，各學院圖書經費執行率尚未達 80%，敬請鼓勵師生踴躍推薦。
２、教科書購置服務：108 學年至 109 年 4 月，共 33 位教師申請，已購入中外文圖
書資料 50 種／77 冊。
３、「你選書，我買單」書展活動：
(１) 108 年 10 月 21~25 日於總館二樓大廳舉辦，共展出 5,512 種圖書、2,935 人
參加。選書率 42%、購入 1,891 冊、使用 2,466,073 元。活動問卷調查：我對
本次活動感到滿意、經由本活動購入之圖書更符合師生的需求、藉由本次活
動可增進您與圖書館之互動、本次活動地點很方便、我期待下次再參加類似
的活動等，滿意度均達 5.55 分以上。

1

(２)本學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改採線上書展方式，選擇本學年
經費執行率偏低的學院優先試行，蒐集相關主題之現貨書單，透過「書刊資
料薦購系統」，提供師生閱選推薦，規劃主題與時程如下：
日期

主題

語文

適用對象

3/23-4/5

物理

外文

理學院

4/8-4/19

產經、會計、經濟、統計

外文

商管學院

4/20-5/3

水環、化材、航太、機械

外文

工學院

綜合主題
中文
全校
5/4-5/31
４、圖書轉贈：不入藏之受贈圖書，學期間置於自習室轉贈書架供讀者自行取閱；期末
擇期在總館二樓大廳與參考服務組聯合舉辦圖書／期刊轉贈活動。
(１)自習室轉贈：108 學年第 1 學期陳列 1,650 冊，轉贈 937 冊，取書率約 56.79%。
(２)期末轉贈：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舉辦，陳列圖書 1,717 冊，取走 629 冊，取
書率約 36.6%。
(３)本學期因應防疫，暫停圖書轉贈。
(二)典藏閱覽組石秋霞組長
１、攜手合作夥伴，策劃多元主題展：以促進書與人的媒合，達跨域合作與提升閱讀，
創造時下流行話題，回應社會趨勢，實踐圖書館知識服務之任務。本學期舉辦：
（１） 「2019 OpenBook 好書獎」：與 OpenBook 閱讀誌合作，陳列 2019 好書獎
獲選作品，展出適合大學生閱讀 19 冊圖書以及推薦文，其中 11 冊被外借 14
次。(2 月 17 日至 3 月 17 日)
（２） 「為什麼排隊買口罩？：風險、避險與選擇」：參考作者王乾任(Zen 大)分
享書單，配搭防疫，展出歷年流行傳染病文學與社會學主題圖書共 29 冊，其
中 25 冊被外借 29 次。(2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
（３） 「說到做到愛地球」：適逢地球日 50 週年，響應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展出
氣象達人彭啟明、吳明益作家等多位專家推薦的『地球日選書』
，以及本館精
選影片；主題含括生物多樣性、廢棄管理、氣候變遷、自然寫作等，共有圖
書 33 種 38 冊、影片 42 種 50 件；亦可透過圖書館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連
結主題館藏查看。(3 月 19 日至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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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2020 世界閱讀日活動：適逢柏林圍牆倒塌 30 周年、樂聖貝多芬誕生 250 周年紀
念，邀請本校德國語文學系與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以「穿越。德國
文學」共同辦理主題展。
（１） 展出德語經典的文學作品，以及柏林圍牆、貝多芬紀念書籍以及德國人的
城市與生活等約 400 冊圖書（電子書）
、100 件影片，期盼以文字為引，閱
讀為鑰，漸進認識德國，愛上德國(語)文學。 (4 月 23 日至 5 月 31 日)
（２） 舉辦《心之物語》
、
《少年歌德的煩惱》
、
《吸特樂回來了》
、
《歡迎來住我家》
4 場電影欣賞。(5 月 18 日至 28 日)
（３） 本年度活動，特別感謝德文系林郁嫻老師的指導，以及歌德學院（台北）
德國文化中心參展，贈送本校 47 冊德文版圖書，都是近 3 年新書；本館
除攜手校內系所合作，亦試圖結合校外單位力量，推展閱讀。
３、防疫工作與館舍管理：配合學校防疫措施，積極宣導社交安全距離，共構安心閱
讀環境外，另外，隨著防疫升級，實施彈性措施與限縮部分服務：
（１） 因應無法返校就讀學生，協助續借與免除逾期罰款。
（２） 還書多管道：可採郵寄或投入還書箱，不用入館。
（３） 從僅提供 3 人以下小討論室，到全面暫停預約申請使用，減少群聚病毒
傳播風險。
（４） 暫停開放校外人士入館與自習室開放，並減少總館閱覽席位數閱覽桌椅，
6 人減為 4 人，4 人減為 2 或 3 人。
(三)參考服務組林秀惠組長
１、2020年新購電子資源：
(１)天下雜誌群知識庫：收錄《天下雜誌》、《康健雜誌》、《Cheers 雜誌》及《親子
天下雜誌》等創刊迄今的報導內容，各刊出版後 14 天就能在此資料庫線上閱讀
文章。
(２) Emerald Emerging Markets Case Studies (EEMCS)：新興市場個案研究收集全球新
興企業的決策和管理發展，以個案故事提供國際視野與在地觀點，除了適合研
究者，也適合在教學時作為實例佐證相關理論，內容涵蓋會計與金融、策略、
行銷、新創、管理、國際 企業、管理科學、物流管理、組織行為等眾多領域。
２、支援教學與研究活動：
(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學期圖書館講習課程採線上方式授課，歡迎
師生踴躍報名參加，課程資訊如下：
日期/時間
05/07（四）
14:00-15:00
05/12（二）
14:00-15:00
05/19（二）
14:00-15:30
05/29（五）
12:00-13:00

課程名稱
進行研究的入門必備課程：
Why-What-How—研究思路建構
蒐集資料省力好工具：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論文報告必用好工具：
EndNote、Turnitin（學生版）
教師研究獎勵與期刊評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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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iGroup 顧問團隊針對大學與研究
機構舉辦的講座，推薦研究生參加。

邀請人資處同仁一同出席，推薦給
擬申請研究獎勵的教師參加。

(２)整理資料庫廠商提供的線上課程資訊，供師生在家自學，課程清單已整理於網
頁「圖書館與網路資源利用」中，課程資訊持續更新。
３、Google Scholar與圖書館訂購的電子全文連結設定
於Google Scholar設定勾選「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Alma) –
Full-Text@TKU」
，只要搜尋結果出現「Full-Text@TKU」
，就可以下載圖書館訂購
的電子全文，設定步驟請參考http://www.lib.tku.edu.tw/zh_tw/helps/fulltext_finder。

(四)數位資訊組林泰宏組長
１、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１）
「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專案自 106 年 6 月起，經系統評
選、合約簽訂、系統建置，已於 108 年 12 月 19 日順利上線。
（２）提供一站式檢索服務：新系統可同時查詢本校圖書、電子資源、多媒體及線
上文獻等資源。
（３）新系統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RWD），可依各式行動
裝置調整版面，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４）採用學校單一登入（SSO）認證，除提高資訊安全外，方便讀者於學校各資
訊系統切換使用，無須重複輸入帳號密碼進行認證。
（５）即將推出圖書導航功能：配合新系統所建置之圖書架位系統，可清楚得知圖
書所在書架位置，方便讀者找書取書。
２、配合新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上線，同步更新圖書資料推薦系統，讀者只須提供書名，
便可自網路書店匯入資料，大幅簡化推薦作業。
３、定期提供授權本校之 ORCID id 予人資處，教師申請研究獎勵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項目時，系統將可自動帶入 ORCID id。
４、部分電子資源校外連用須設定 libproxy，如台灣經濟新報(TEJ)，已於 3 月 31 日改
採學校單一登入（SSO）進行認證，教職員代號由以往 9 碼改為 6 碼。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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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108 學年度委員名單
主任委員：宋雪芳
文 學 院：謝旻琪(中文系)、林嘉琪(歷史系)
理 學 院：李明憲(物理系)、王三郎(化學系)
工 學 院：饒建奇(電機系)、張世豪(資工系)
商管學院：陳鴻崑(財金系)、韓幸紋(會計系)
外語學院：林郁嫺(德文系)、郭昕宜(俄文系)
國際學院：李文基 (外交與國際系)、徐浤馨(日本政經所)
教育學院：陳錫珍(教政所)、賴婷鈴(教科系)
全

發

院：陳惇凱(資創系)、施依萱(觀光系)

體

育

處：陳瑞辰(學動組)、黃谷臣(學動組)

學生會代表：林怡萍 (統計三 B)、鄭兆庭(經濟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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