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組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99 年 3 月 29 日(一) 下午 14:00
會議地點：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建工校區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館 蘇德仁 館長
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一、主席報告
二、98.07.06 會議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一】。
三、工作報告
(一) 99 年度計畫主軸六之 38 所夥伴學校聯絡資料。
說明：請各校確認聯絡窗口名單，以便各項訊息之交流，若將來有更動聯絡窗口之學校，應主
動轉知中心學校，請參閱【附件二】。
(二) 99 年度主軸計畫六-以創新加值服務為目標之圖書資源 E 化整合共享計畫簡介。
說明：99 年度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期程為 99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6 月 30 日。

分項計畫與執行團隊
負責學校

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

分項計畫名稱


6-1 圖書資源整合共享計畫



協同學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6-2 機構數位典藏館-網際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網路 3D 教案具體成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分享計畫

配合學校
全體夥伴學校

全體夥伴學校

目標：
(1) 持續進行 NDDS 文獻資料傳遞與館際互借之優惠措施，加強各校間圖書資源共享宣導。
(2) 由中心學校購置電子資料庫，並與技研中心購置電子書計畫合作，以更優惠的價格購
置更專業的電子書籍，提供各夥伴學校共同使用。
(3) 持續推動 22 校聯合書目查詢及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4) 建置虛擬館際借書證管理系統，可讓南區各校圖書館有效管理館際圖書借閱狀況，提
升工作效率。
(5) 建置 22 校 NDDS 文獻傳遞服務功能，利用目前現有紙本圖書代借代還運送管道，提供
NDDS 文獻傳遞。

1

(6) 舉辦圖書館系列專題研討會，提升圖書館員專業知識，並透過研討會進行各館經驗交
流，提升服務品質。【正修科技大學承辦一場研習營】
(7) 圖書館教學資源館藏聯合推廣分享計畫，聯合南區夥伴學校圖書館共同舉辦館藏資源
特色巡迴文物展覽活動。【南臺科技大學承辦】
(8) 機構數位典藏館-網際網路 3D 教案具體成果分享計畫，藉以共同提升區域內夥伴學校
師生之專業能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承辦】
(三) 本年度將透過聯盟方式購置電子資料庫，降低各校個別採購資料庫之成本，以豐富夥伴學校之
圖書資源。
說明：1.98.09~提供聖典電子書資料庫 1000 冊，提供南區區域內之技專校院免費使用，目前使
用量為 26,121 次，本年度將繼續提供夥伴學校免費使用。
2.97.11.16 ~ 98.12.31 租賃 World Public Library 之 50 萬冊電子書，夥伴學校使用量為
79,013 次，99 年度計畫將續訂此資料庫提供南區教學資源中心 38 所夥伴學校使用。
(四) 建置虛擬館際借書證管理系統。
說明：1.讀者不需要先到自校圖書館借/還實體館際合作證，可透過線上申請借證。
2.區域內學校圖書館能同步掌握虛擬借書證的圖書借閱狀況，減少以人工方式追查館合
借書流向，讀者與館員均可查閱借閱資料。
3.能統計實際透過館際合作借書的量，並可發送電子郵件通知讀者流通狀況。
(五) 高高屏區 22 校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執行情形。
說明：代借代還服務統計期程: 98 年 4 月 13 日-99 年 2 月 28 日
1.網頁瀏覽人數: 439,297 人次
2.查詢書目次數: 54,003 次
3.申請代借服務: 11,297 冊
4.平均每冊來回寄送成本為 28 元
各校借閱量統計詳細表，請參閱【附件三】。
(六) 建置高高屏 22 校之 NDDS 文獻傳遞服務功能。
說明：1.結合現有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平台，利用貨運管道合併運送代借代還圖書與 NDDS 文獻
傳遞兩種資源。
2.初步規劃：在代借代還系統管理端增設 NDDS 文獻傳送點收等功能，區域內各館互有
NDDS 文獻傳遞申請件時，能與代借代還圖書合併運送，以降低區域內合作學校館際
合作運送成本，將區域內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
四、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 99 年度計畫 NDDS 文獻資料傳遞合作優惠方案並討論經費補助額度，提請討論。
說明：1.原96暨97年度計畫之NDDS文獻資料傳遞合作優惠方式如下︰
(1)紙本式影印費用每頁新臺幣 2 元，郵資另計，不另收服務費。
(2)以 Ariel 方式傳送者，每頁新臺幣 3 元。
2

(3)館際圖書互借，以實際郵資來計算，不另收服務費。
2.為簡化作業，建議 99 年度計畫南區區域中心內學校之 NDDS 文獻資料傳遞收費標準
比照現行高雄地區大學圖書館聯盟及高雄學園優惠方案如下：
(1)紙本式影印費用每頁新臺幣 1 元，郵資另計，不另收服務費。
(2)以 Ariel 方式傳送者，每頁新臺幣 2 元。
(3)館際圖書互借，以實際郵資來計算，不另收服務費。
若各館間另有更優惠之協議，則各館自行依更優惠之合作規定執行。
3.參照各館於 97 年學年度使用率依比例補助。
500 件以上補助 10,000 元
200-500 件補助 8,000 元
100-200 件補助 6,000 元
100 件以下補助 4,000 元
各館補助經費額度及可核銷之項目，請參閱【附件四】。
依教育部規定，一校僅能擇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取得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待教育部核撥公文下來，將發文至各館通知請款。
提案二：99 年度計畫高高屏 22 校圖書代借代還服務運費補助，提請討論。
說明：1.目前貨運成本以每箱70元計價，平均每冊書來回運送成本為28元。
2.擬繼續補助全額運費至 99 年 7 月 31 日，爾後實施使用者付費機制，並補助部份運費。
3.爾後使用者付費機制，初期擬採每冊使用者付費 10 元，不足之運費由計畫補助。
4.為適度撙節貨運成本，請各館盡量避免單冊運送，儘可能等到第 3 天若仍無其他書可
一起運送時，再單冊運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高高屏圖書代借代還因作業疏忽之遺失書案處理，提請討論。
說明：1.遺失書仍可購得
(1)貨運疏失-求償館自行採購書籍或交由中心學校代購，憑購書發票向貨運公司索賠。
(2)他館疏失-以系統點收狀態判定疏失館，由疏失館自行採購書籍賠償求償館。
2.遺失書已絕版，由求償館指定可購之相同數量書單取代，購書索賠方式同上。
決議：1.照案通過。
2.目前貨運索償金額上限為每件(箱)3,000 元，已與貨運公司協議應再提高賠償上限，有
任何協商結果會再通知大家。
五、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採購電子書之書單提供給各館，並納入各館館藏。(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決議：照案通過，將發正式公文至各館。
相關電子書平台連線網址將於會後以 mail 方式提供給各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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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建議將區域內所有夥伴學校納入代借代還服務。(崑山科技大學)
決議：依目前代借代還服務區塊為高屏區域，若擴充到嘉南地區學校，運費與寄送時間將會倍數
增加，在經費考量下暫不執行，待下期經費補助再規劃擴充。
提案三：建置虛擬館際借書證管理系統，提請討論。(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決議：1.目前各聯盟都有各自之紙本館合證，若要有效實行虛擬化借書證，則需與各聯盟達成共
識才能有效整合。
2.將請相關廠商舉辦系統說明會，並邀各聯盟之學校代表出席以提供系統規劃之意見。
六、夥伴學校承辦計畫活動
1. 正修科技大學-99 年 5 月 14(星期五)舉辦「突發奇想-館員知能成長」研習營，請到正修科技大學周
教授設計課程，整個研習營總共有 4 堂課程，課程內容規劃採分組進行，希望藉此激發館員創意，
利用創意在圖書館行銷上面有突發奇想的不同策略。
2. 南臺科技大學-預計在 8 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澳洲文物的巡迴展覽」，2008-2009 年期間，曾推行
南臺技專校院澳洲文物巡迴展覽的活動，希望 99 年計畫能將此經驗能擴大來做分享，把曾經展覽
過有特色的資源，移師到國家圖書館做一個整體的呈現。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將現有之屏東科技大學標本館的資料做數位化，99 年度計畫預計達到標本蒐集
3D 化並編製成教材，讓學生能透過 3D 模型了解動物或機械的構造，突破傳統的學習。未來將在
屏東科技大學舉辦數場觀摩會與教育訓練，將 3D 教案製作的流程經驗與技術分享給夥伴學校，希
望有興趣的學校也能一起來開發一些能共用的教案，建置完成的 3D 物件將來能透過網際網路與夥
伴學校共享。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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