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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2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 

圖書資訊處實地訪視 紀錄 

時  間：103年 6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  點：本校圖書二館 3樓資訊素養教室 

主  席：莊委員慶達                                     記錄：陳祉吟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主席致詞及委員介紹：略 

二、圖資處簡報。 

三、委員查閱圖資處陳列之成果資料，並由各組派員解說。 

四、Q&A座談： 

(一) 現場提問討論 

委員 建議事項 圖資處回覆 

林委員

綠芳 

一、整體： 

環境清靜、人員服務親切、效率很

高，希望無障礙空間的強化與有障礙

學生的服務。 

 

 

 

 

 

二、採編組： 

1. 多媒體(電子線上學習資源)可再

多建置與外語學習相關的資源，

可參考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圖

書館資源→語言學習資源的網站

(如附件 1)。 

 

 

 

 

 

 

1. 二樓入口旁有身心障礙者電梯，

若為身心障礙學生，入學時會向

環安組申請一張卡片，入圖書館

時，即可利用卡片搭乘此電梯。

若為校外讀者，可先電話告知圖

書館人員，協助開啟電梯搭乘。

另可透過光電所進入圖書二館 4

樓。 

 

2. 謝謝委員建議及意見。 

強化外語學習為本校近年重點發

展方針，102 年度圖資處除持續配

合師生需求採購語言學習資源

外，更對外向教育部爭取補助經

費，大量擴充本校外語閱讀及學

習資源，並偏重電子書籍形式，

藉以充分運用現行資訊科技及本

校現有環境設備，建置能便利師

生隨時隨地查檢資源並閱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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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建議事項 圖資處回覆 

 

 

 

 

 

 

 

 

 

 

 

 

2. 主題書展可增加英文小說。 

3. 請增購英外語小說。 

三、閱覽組： 

主館： 

1. 三樓在角落的學生閱覽桌的上方

沒有燈，請加裝。 

2. 二館現刊期刊室有西文/日文/中

文，在入口樓梯處，加一張期刊

分佈平面圖，方便前往取資料。 

四、參考組： 

SMART 討論室很不錯，希望增加間

數及內部的電腦設備。 

之不受時空限制、全年無休的學

習環境，吸引更多師生利用資

源，並提升館藏使用率。 

未來，將持續擴充外語學習資源

的語系種類及資源規模。初步擬

先進行公開取用學習資源的蒐集

及推廣使用，包含前幾年國家有

補助外語學習資源計畫所建置的

免費資源網站，亦會參考師大建

置方式並進而視經費狀況適時且

積極地補強學習資源供本校師生

利用。 

3. 館藏及主題書展增加英外語小說

部分應該沒問題，會列入考量。 

 

 

4. 燈部分會再做確認加強。 

 

5. 目前已有標示方向，但可能太小

被忽略，會再重新製作有西文/日

文/中文之分布區域圖，明確告知

讀者方向。 

6. 討論室成效良好，已在規劃如何

將舊有空間再做調整。 

鄒委員

文雄 

1. 可向教育部建議，將北一區與北

二區合併，避免向校外借書時無

法互借。 

2. 建議館際借書時間可以增加天

數。 

3. 本校圖書館開館時數比中央大學

少 3、4個小時，不知差異在何處？ 

 

 

 

 

 

 

 

 

1. 本校被列為北一區，北二區有臺

大、師大等學校，因此為東吳大

學承辦教育部之計畫，故會再電

詢原因。 

 

2. (1) 呈現之圖書館開館時數為統

計學期中資料，目前本校開館時

間為平日週一至週五早上 8：10

至晚上 10：00，週六日為早上 9：

10至晚上 10：00，寒暑假開放時

間各校亦不同。 

(2) 有關調整圖書館開館時間會

於處務會議再進行討論，但會加

入 K 書中心開放時間及耗電問題

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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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建議事項 圖資處回覆 

4. 建議可舉辦簽書會或教授介紹新

書之心得，以增加閱覽人數。 

5. 文獻傳遞為何下降？學術 PDF 互

傳是否違法？ 

 

 

 

 

6. 翻轉教室+LMS&Moodle 教學網

頁平台整合。 

 

 

 

 

 

 

 

 

 

 

 

 

 

7. 有關行政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檢

討報告，是否可多一欄位，讓反

應者對於相關單位回應是否滿意

做評論。 

3. 簽書會建議很好，會想辦法規劃執

行。 

4. 有關文獻傳遞服務量下降問題，

目前是一趨勢，尚無法知道原

因，或許如委員所說，複印管道

已不被喜愛，會想辦法得到 PDF

檔互傳為原因之一，但尚無法確

實統計正確原因。 

5. 因支援組人力有限，目前工作重

點主要以建立 APP 軟體為主，但

於今年暑假過後會規劃針對

Moodle 系統進行改善。Moodle 系

統目前是舊版，尚未更新係原因

為某些功能會被取消，但無論是

新舊版本，此系統本身皆無影音

功能，未來會針對人機使用界面

進行改善，屆時老師還是可以將

相關影音教學檔置放於Moodle網

頁。並會升級 Moodle 軟體及利用

目前正在開發的 App 軟體與

Moodle 系統作結合，可提供學生

利用手機接收教學資源。 

秘書室回覆： 

行政滿意度問卷通常於第 1學期末針

對該學年度受評單位發放給全校教

職員生進行線上調查，採無記名方

式，故無法給予反應者回饋滿意度。

但會與前 1 次(3 年前)之滿意度調查

結果進行比較分析。 

李委員

志源 

1. 授權軟體提供本校師生合法管道

使用電腦軟件，是一很好的服務。

建議對各科軟體說明適用之電腦

硬體與作業系統。 

2. 本校各科系統(行政系統、教學系

統、email)之密碼很多，容易混

亂，是否可考慮統一或安全分級管

理。 

 

 

1. 我們預計將所有軟體按照作業系

統分成 win XP, win 7, win 8, iOS

之類別後，再依據 32 位元及 64

位元分類。 

2. 目前登入方式有 2種解決方案，1

種是單一入口，即登入帳號密碼 1

次後，即可進入許多系統使用；

另 1 種方式為單一帳密，及使用

不同系統時，皆需重新登入帳號

密碼。對於單一登入，曾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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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建議事項 圖資處回覆 

 

 

 

3. 空間佈置建議針對使用者作滿意

度調查。圖書館中之資訊媒介，包

括紙本、電腦，以至雲端，變化很

大，將導致空間利用之改變。建議

本館研擬規劃，以因應此變化。 

會有安全性的考量，故未來需徵

求更多老師及學生之意見，以利

推行。 

3. 目前欲規劃調整方向如下：(1) 圖

書二館 4 樓是否可騰出一些空間

給學生互動，(2) 4 樓之資訊檢索

區是否可改建成雲端設備系統運

用，(3) K 書中心暑假即會進行改

善工程，(4) 討論室是否需增加？

將於處務會議中進行細部討論。 

胡委員

海平 

圖書服務之校園 APP 維護及 e-page

網站建置系統對於當前師生需求，具

有正面的助益，可持續開發。 

 

柯委員

皓仁 

一、整體： 

1. 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如何將大

學圖書館的價值發揮出來，是圖

書館值得深思的議題。海大圖資

處與較大規模的大學圖書館相

比，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工作同仁也十分努力，成效良好。 

2. 海大圖資處將圖書館與資訊中心

合併，近年來已逐步展現合併的

成效，如何進一步發揮綜效值得

貴處思考。 

3. 可逐步導入大學圖書館績效評估

機制。 

4. 海大雖有進行使用者滿意度調

查，但因是針對所有行政單位進

行，調查題目較一般性，建議可

採用圖書館專業的使用者滿意度

調查(如 LibQUAL+)，其調查結果

較有助於圖資處找出優勢與劣

勢，從而改善。 

5. 21 世紀的圖書館應跳脫傳統藏書

樓的概念，應塑造圖書館成為學

習、討論的空間，採用資訊共享

空間 (information commons)的概

念，吸引讀者重新入館。 

二、採編組： 

 

 

 

 

 

 

 

1. 圖書館與資訊中心合併之原因為

圖書館有許多東西需要資訊化，

合併後可較節省。近期已逐漸有

合作成果產生，例如正在開發之

APP 軟體，是資訊中心開發，但

結合圖書館之需求，同仁間皆有

良好的互動，期間更有老師與學

生參與協助，是很好之整合，會

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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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建議事項 圖資處回覆 

電子資源採購方面，建議每年可進行

cost per download/use 的分析，以做為

電子資源續訂與刪訂的參考。 

三、閱覽組： 

1. 近年來圖書借閱冊數降低可謂大

學圖書館的常態，然而電子資源

使用下載次數應相對有所成長，

建議兩種使用統計都要呈現。 

2. 因應館藏空間逐漸飽和與圖書館

空間逐步轉型為資訊共享空間，

應定期進行圖書淘汰報廢(罕用、

複本、參考書)。 

四、館藏組： 

組名較難讓人聯想到是負責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等業務。 

五、參考組： 

1. 建 議 導 入 資 源 探 索 服 務

(Web-Scale Discovery Service)，便

利讀者以單一入口查詢各種館藏

(紙本、電子、資料庫…)。 

2. 各項服務與教學研究的結合，例如

根據時事辦理主題書展(和英文系

老師結合)，逐步導入參考服務部

落格、學科服務等機制。 

3. 運用社群媒體如 Facebook 等行銷

圖書館。 

4. 開放取用(open access)資源的收集

與推廣。 

六、系統組： 

應積極導入 Single sign on 機制。臺

師大圖書館與海大圖資處使用同一

套自動化系統，臺師大圖書館於今年

將實作與校務行政系統的 Single sign 

on，相關經驗可分享。 

七、網路組： 

1. 因應雲端服務的建置訂定相關服

務與收費辦法。 

 

 

 

 

 

 

 

 

 

 

 

 

 

 

 

 

 

 

 

 

 

 

 

 

 

 

 

 

 

 

 

 

 

 

 

 

 

2. 因礙於經費有限及後續維護問

題，故雲端建置後，僅可能基本

額度免費，超過一定額度後仍須

收費，會再參考其他學校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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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建議事項 圖資處回覆 

 

2. 請問貴校機房整建時，是否有符

合節能標準？ 

 

 

3. 貴校對於資安措施為何？ 

 

 

 

 

八、 教學組： 

除教學支援外，部分業務似乎與校務

系統組重疊？ 

辦法。 

3. 機房整建原因主要為空調問題及

整理亂七八糟之線路，整建後空

調問題已有效改善。近期雲端建

置時，亦會加入節能之考量。 

4. 本校資安措施有成立「資安委員

會」，主要是依照教育部的要求，

選擇行政資訊網系統作為資訊安

全的認證，並請校外輔導廠商給

予輔導，針對缺失予以改進，每

年皆有取得認證的標準。 

5. 因應人力調動，兩組之業務分配

已於 102 年暑假略作調整，本次

評鑑期間橫跨調整前後，故在展

示資料上有重疊的部份。 

莊委員

慶達 

可再加強館內的整體空間利用與動

線，特別針對特殊需求人士及外籍學

生的需求。 

 

(二) 其他書面建言 

單位名稱 建    議    事    項 

圖 暨 處 

整    體 

1. 可加強同仁終生學習系的統性地規劃，並透過處內的團體學習來分享

知識與經驗。 

2. 建議可考慮招募志願服務者，特別是針對具有圖書專長的基隆市民或

本校退休的同仁。 

採 編 組 
1. 圖書冊數逐年增加，此為正面現象，可持續增加。 

2. 可強化與台北聯合大學系統的圖書資源共享。 

閱 覽 組 可彈性調整開放空間與時間。 

館藏 

管理組 

1. 圖書服務資訊化及建置雲端備份系統為當前圖書資訊之重點，可持續

開發。 

2. 可以考慮調整其組名或整併。 

參考 

諮詢組 

1. 電子期刊提供師生之研究資源，但日益昂貴，可加強免費電子期刊訂

閱。 

2. 強化圖書館空間利用之個人研究小間，可加強推廣，以利圖書研討空

間的利用。 

校務 

系統組 

1. 網路安全防護機制為當前網路使用之要點，可持續開發。 

2. 可加強空間設備的綠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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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建    議    事    項 

校園 

網路組 

1. 導入教育版 Google App 為目前學生的資訊使用習慣，值得推廣。 

2. 可加強標竿學習的觀摩交流。 

教學 

支援組 

1. Moodle 系統：學生上傳 ppt 檔案時，都無法上傳成功。 

2. 海大 APP 開發及維護為當前學生的需求，此部分可加強開發。 

3. 因應MOOCS 趨勢宜訂定相關策略。 

4. 可再強化既有的軟硬體設施。 

5. 可加強與教學中心、共教中心、海洋教育中心的分工。 

四、散會：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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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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