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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會 102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04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2:10-14:00 

地點：醫學院圖書分館一樓 R108 

主席：姚維仁 副院長 

出席：黃暉升副主席、王明誠委員、王玠能委員、王淑鶯委員（請假）、吳晉祥委員（請假）、吳豐

森委員、李榮順委員、杜伊芳委員（請假）、林梅鳳委員、邱南津委員、徐阿田委員（請假）、

莊淑芬委員、郭耀昌委員（藍凡耘代）、陳文宗委員（朱彰堯代）、陳柏熹委員、黃欽威委員、

趙曉秋委員（請假）、劉立凡委員、蔡佩倫委員（張哲豪代）、李健英主任、孫智娟主任、楊

倍昌老師（請假）、王秀雲老師 

列席：林意晴 

記錄：張麗君 

壹、 上次會議(102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102.10.22)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提案一: 
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醫學院
分館空間使用要點」，並廢止「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醫分館電腦教室使用要
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一) 通過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醫學院分館空間使用要點」。 

(二) 通過廢止「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醫分館電腦教室使用要點」。 

依決議執行。 

 

已結案 

解除列管 

提案二： 
訂定「醫分館攜書入館使用要點」，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照案通過。 於 102年 11月 1

日正式實施。 已結案 

解除列管 

提案三： 
修訂「醫分館期刊經費分配作業要
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上年度圖委會召集人）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已結案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是否續訂[Current Protocols 實驗室操
作程序工具書]電子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一) 若無特殊理由，在經費許可的情
況下，維持續訂。 

(二) 加強利用推廣：由於現行到館講
習的參與人數不多，將至相關系
所課堂推廣。 

依決議執行。 

已結案 

解除列管 

提案五： 
為提高讀者使用率，請醫學院評估視
聽室是否規劃為多元學習空間，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一) 視聽資料改放置左側牆面之重
購二軌式高書架，空出中間區域
做多元學習閱覽空間之規劃。 

(二) 請圖書委員－教學資源中心王
明誠主任及家醫學科吳晋祥主任
與醫分館共同討論進行視聽室多
元學習空間規劃。 

1.視聽室書架已
全數改為高書
架。 

2.已請廠商到館
說明多元學習
空間規劃。 

列管至圖
書委員會
討論通過 

貳、 歷次醫學院圖書館委員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102 年 3 月 28 日提案第一案】 

為使醫分館空間更貼近醫學中心讀者

使用，圖書館整體性的空間利用如醫 K

出入口、期刊現刊區空間及強化視聽室

空間多元功能之調整改善規劃，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開放夜間講堂：試行夜間開放講堂

方案，教學資源中心可協助辦理，

但 K 委對於需維護夜間開放期

間，講堂設備一事，有不同的看

法，K 委需再進一步討論。 

(二) 改善 K 館出入口：對於 K 館出入口

依決議執行， 

1. 學生 K 委未

提供醫 K 使

用數，醫分館

每天 3 時段

統計使用人

次中。 

列管至圖
書委員會
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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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提案單位：院長依 101 年度圖書館管理

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第四案決議，指示召

開會議) 

*於 101/12/12及 102/01/21召開醫分館空
間改善規劃會議 

問題，學生已抱怨很久，醫院工務

室規劃了從圖書館入口至醫 K 入

口的通道方案，此方案使用與目前

K 館相同的隔版(高約 2 公尺)，採

非固定式的設計，但此案需進一步

評估，且圖書館開放校內讀者攜書

入館及開放夜間講堂後，視 K 館的

使用的情形，再考量圖書館入口至

K 館的通道的需求。 

 

2. 教學資源中

心已協助夜

間開放第一

講堂。 

3. 分別請工務

室及許常吉

建築師規劃

醫 K 入口。 

4. 校內讀者攜

書入館於 102

年 11 月正式

實施。 

參、 主席報告： 

1、 原醫分館李健英主任與總圖孫智娟組長職務對調，頒贈禮物給李主任致謝，歡迎孫主任

到任。 

2、 上次會議提案補充說明： 

(1) 經費逐年減少短絀，原則上核心期刊儘量保留，各學科薦購期刊則視使用率及經費增
刪，其次是購置圖書。 

(2) 空間規劃朝醫人文特色設計，邀請王秀雲老師到場共同討論，也歡迎學生代表提出意
見。 

(3) 往後圖委會會議增加 2 位學生代表列席，一為醫學系系學會會長，一為醫 K 委員。 

3、 歷次會議列管提案補充說明： 

(1) 醫學系系學會會長報告與院長坐談後學生討論的決議： 

a. 廢止醫 K 證，以學生證即可刷卡進出，提高學生使用意願。 

b. 醫 K 的管理原為低年級學生 K 委主責，往後院長責成醫學系代表加入協助管理。 

c. 醫 K 主張：1、表達學生在醫學院有自修空間的需求，2、為落實學生自主管理。 

(2) 教學資源中心王主任表示基於安全性考量開放使用第一講堂夜間 K 書已規劃好，目

前面臨問題是需學生配合關門及教室整潔，關於開放時段及講堂的實際需求可請學生

提出。 

主席裁示：請醫學會代表將問題反應到醫 K 委討論，落實權利與義務之學習。 

肆、 醫分館報告： 

1、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說明（請參見附件一，pp.4-6）。 

2、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借閱證件申請辦法」說明（請參見附件二，pp.7-8）。 

3、 醫分館服務學習課程內容規劃說明（請參見附件三，pp.9-10）。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103 年度書刊經費分配，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1、 103 年醫分館書刊經費預算編列原則，依據上年度各類型資料使用經費提出基本需

求，再依經費來源估算收入總額調整編列，以符合預算執行精神；若撥款有增刪，

將視經費科目調整編列。 

2、 書刊經費編列分配（請參見附件四、四-1~3，pp.11-14）。 

擬辦： 
1、 短缺經費擬請醫學院同意以圖儀費資本門交換經常門經費，減少圖書採購以降低刪

訂電子期刊及資料庫比例。 

2、 期刊請各系所科部決定期刊刪刊優先順序，或請系所依其需求另行撥款採購。 

3、 資料庫及電子書視經費狀況，依序刪訂使用率較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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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建議醫院 103 年撥款比照 102 年之預算比例 28％編列，約增加 2％之經費以補助醫

分館書刊經費缺口。 

2、建議上簽向醫院爭取 103 年書刊經費缺口約 120 萬，並請醫院依往例每年增列預算

120 萬元。 

3、若仍短缺經費，照擬辦辦理。 

提案二、104 年期刊訂講，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1、 103 年推薦期刊訂購分析（請參見附件五，pp.15-16)。 

2、 102 年薦購期刊使用統計分析（請參見附件五-1，pp.17）。 

3、 103 推薦期刊訂購種數、經費及 104 年訂購調查期刊分配經費分析（請參見附件五

-2，pp.18)。 

4、 104 年訂購調查期刊經費分配預估（請參見附件五-3，pp.19)。 

擬辦：  

1. 擬依往例於 5 月進行 104 年單位「訂購調查期刊」推薦作業。 

2. 102 年下載篇數少於 150 篇之訂購調查期刊有 52 種（請參見附件五-4，pp.20)，將

建議推薦系所科部考慮刪訂，改利用本館「推薦期刊刪訂全文免費複印服務」取得

全文。 

3. 系所「訂購調查期刊薦購」若經費不足，將依調查結果刪訂或請系所科部撥款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提案三、醫分館「資源利用講習課程」作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1、 為讓讀者更熟悉館藏各種資源及提昇館藏資源利用成效，醫分館每學期定期向系所

科部進行「講習課程需求調查」後，每學年規劃安排 40-50 場不等的主題資源利用

講習課程，但參加人數不多且一直遞減（請參見附件六，pp.21）。 

2、 每次講習課程的同步錄影畫面及講師的教材投影片均放置醫分館「講習教材」網頁，

依主題分類便利讀者瀏覽。 

擬辦： 

1、 配合系所科部的時間安排至各科部系所上課。 

2、 協助教師的課程教學：配合教師課程，指導學生如何運用圖書館資源以提昇學習成

效。 

3、 定期舉辦「館藏電子資源在臨床教學及疾病診治的經驗」的分享座談會：如邀請本

校或他校的老師或醫師分享應用電子資源在臨床教學與疾病診治的經驗報告與分

享。 

4、 規劃建置「數位課程網頁」，除了放置醫分館講習課程的資料外，並整合出版社提供

的各種數位課程及相關訊息，提供一站式服務。 

決議：醫分館購置 Primal Pictures Interactive Anatomy 互動式立體解剖學資料庫，對師生很有

幫助，召集人將與郭余民所長及許鍾瑜教授到館了解，再建議醫分館推廣課程之安

排。 

提案四、視聽室規劃為多元學習共享空間，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1、 視聽室規劃為「“醫”世代學習共享空間初步構想」簡報。 

2、 圖委會召集人邀請楊倍昌老師及王秀雲老師加入共同參與討論。 

決議：召集人將另外安排相關人員繼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