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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諮議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陳處長怡華                                    紀錄：賴玉純 

出席人員：陳處長怡華、楊委員肅正、尤委員俊源、王委員佩琴、江委員禹嫻、

李委員顯宗、洪委員筠茹、郎委員果珍、張委員志誠、許委員明煒、

許委員勝程、郭委員志騰、郭委員家源、郭委員錫勳、黃委員德劭、

溫委員素美、顧委員為元、林委員玉惠(林主任我崇代理)、賴委員宗

益(退休，由李主任孟度代表資管系)，共 19 人 

列席人員：黃副處長琪聰、賴組員玉純、楊辦事員鈺敏、潘書記儷文、馮書記

惠菁，共 5 人 

壹、會議開始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序號 案由 決議 承辦組別 執行情形 

第一案 
109 年度中西文圖書

經費分配案 
照案通過 

圖書管理組 
自學中心 

依決議辦理採購中 

叁、業務報告： 

一、 109 年 2 至 6 月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校園防疫措施實行入館體溫量

測、實名刷卡入館及暫停校外人士入館，並每日進行閱覽環境消毒。自 6
月起疫情趨緩則停止入館體溫量測，但仍維持實名刷卡制及暫停校外人士

入館，閱覽環境消毒頻率則調整為每週一次。 

二、 109 年教補款執行情形： 
(一) 期刊經費 117 萬元(含校內專案經費 27 萬元)，已訂購中文期刊 167 種、

西文期刊 26 種、西文電子期刊 122 種。 
(二) 圖書經費 244.5 萬元，已陸續辦理書目彙整及採購招標作業。 
(三) 資料庫經費 250 萬元，已訂閱 13 種電子資料庫，餘款 2,942 元已請研

發處移轉至需求單位使用，訂閱清單如【附件 1】。 
(四) 視聽資料經費 40 萬已執行完畢，購置 51 種影音資料。 
(五) 電子書經費 60 萬元，預計 7 月完成採購。 
(六) 因應防疫需求，本學期購置圖書除菌機及耳機除菌機各一台，分別放

置一樓大廳及五樓自學中心，提供讀者使用，以降低接觸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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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度資料庫預算估列 210 萬，較 109 年減少 40 萬，未來仍依各系需求

優先續訂，而使用率及成本效益低之資料庫將停訂，各系若有新訂資料庫

需求，請於 109 年 9 月底前通知圖書管理組，俾便訪價及編列預算。 

四、 本學期館藏資源及服務推廣情形： 
(一) 配合本校 USR 百香果計畫，辦理百香果主題書展系列活動。 
(二) 辦理「南開書捆振興方案」館藏推廣活動，包含借書排行榜獎勵、電

子書檢索獎勵等項目。 
(三) 辦理 1 場資料庫講習，並配合各資料庫廠商辦理推廣活動。 
(四) 另辦理 1 場校慶悅讀月活動、1 場網路行銷講習。 
(五) 每月持續編輯「南開電子報/圖資園地」，提供師生最新圖資訊息。 

五、 108 學年度截至 5 月底已完成 2,396 冊(件)書刊資料編目。 

六、 109 年 2 至 3 月間陸續進行西文期刊合訂本移架作業及西文圖書 600~999
移架作業，紓解書量過多過度擁擠之類號區段，調整書庫典藏空間。 

七、 108 年 6 月起至 109 年 1 月間進行中文圖書分區盤點，完成史地類、語文類、

美術類及休閒圖書共 60,740 冊，其中初盤未到為 2,046 冊，經複檢尋查後

改列 107 冊，佔比為 0.18%，將持續追蹤尋查。預計於暑假期間進行銀髮福

祉特藏區圖書盤點。盤點統計如下表： 

類號 主題 應盤冊數 
盤點未到冊數 

初盤未到 複查未到 比例 

700~799 史 地 類 6,669 209 7 0.10% 

800~899 語 文 類 36,260 1,470 57 0.16% 

900~999 美 術 類 11,399 304 3 0.03% 

全 類 號 休閒圖書 6,412 63 40 0.62% 

合計 60,740 2,046 107 0.18% 

八、 配合學校暑假上班時間，並響應節能減碳政策，暑假期間調整開放區域及

時間預計如下表所示，未開放之時段及區域若遇大量讀者入館或外賓參訪

等，將依實際狀況機動調整。 

日期 一樓 
開放時間 

二～七樓 
開放時間 備註 

109/7/6 ~ 9/6 9:00-15:45 11:00-15:45 
星期一～四開館 
星期五、六、日休館 

109/9/7 ~ 9/13 8:15-16:45 11:00-16:45 
星期一～五開館 
星期六、日休館 

109/9/14 起 恢復學期間常態開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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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提案單位：圖書管理組)  
案  由：109 年度書刊資料報廢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南開科技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館藏發展政策」及「南開科技大學

念先紀念圖書館館藏資料報廢作業要點」辦理。 
二、目前館藏總量為 249,747 冊，本案提列報廢 2,580 冊，佔總館藏量之

1.03%，合乎前項要點所規範之 3%以下。 
三、本案提列報廢內容為殘缺破損不堪使用、遺失之圖書(含盤點不到、已

辦妥賠償手續、已失學籍未辦離校程序學生之欠書等情形)，詳細清單

如【附件 2】。 
四、經核准報廢之館藏資料，應於圖書館管理系統註記館藏狀態。 
五、本案經 109 年 5 月 12 日本處處務會議審核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會議結束(約中午 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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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9 年訂閱資料庫清單 

 

項次 資料庫名稱 主題 

1 華藝-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 綜合 

2 華藝-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暨平台服務 綜合 

3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商管 

4 EBSCOHost-Hospitality & Tourism Complete 旅管休管 

5 SAE Mobilus™-Technical Papers 車輛工程 

6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工商情報 

7 MARS 臺灣管理文獻庫 (新訂) 商管 

8 KMCC 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 (新訂) 商管 

9 
電子雜誌資料庫 

(Acer Walking Library 中、外文雜誌) 
綜合 

10 AISP 情報顧問資料庫 工商情報 

11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 英語學習 

12 ProQuest-ABI/INFORM Global 商管 

13 PUBU 電子書城 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