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處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2年11月12日(星期二) 15:00
會議地點：圖資處會議室(I107)
主席：于第圖資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會議記錄：陳怡華
壹、主席報告
一、校長非常重視各單位內控文件的審核、增修，預計於12月13日交給秘書
室，請各組長審慎增修各組業管相關業務之內控文件，於12月初繳交彙
整。
二、校長提示近年內日、夜間部將進行整合。
三、董事會已通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全校空間將整併調整。
四、開學初至今已有2位學生車禍身亡，且近日他校因校園暴力造成學生身
亡，因此校方特別注重交通安全管理與校園暴力之防制，也請同仁們多
加留意。
五、教育部未來將進行高等教育全面鬆綁，各校自負辦學績效，人事、薪資、
學費、資遣、聘用國外人士等，未來皆由校方自行處理。
六、總帳系統開發完成獲章定煊委員肯定。目前總帳系統未包含現金帳部分，
未來仍應審慎評估納入系統設計開發。
七、11月19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1月27日召開資訊發
展指導委員會，請四位組長出席，請資源管理組與資訊服務組將會議應
準備之議程文件備妥後，提供與會者。
八、本席將於11月14-15日參加電算中心主任會議，此期間職務由久華組長代
理。
貳、各組報告事項
一、資訊網路組
1. 無線網路系統升級第一期擴充案於10月30日全校共255台無線基地台(AP)
完成上線，其中有140台為新AP，115為沿用舊AP，舊AP主要分佈在研究
室及各大樓地下及頂層樓處。無線上網方式仍跟以前一樣，目前訊號明
顯改善許多，已測試iPad、iPad mini、iPhone、Samsung狀況尚不錯。由
於剛上線2週，已請服務學習同學進行手機測試，若有同仁反應無法上網
狀況，請告知本組人員。工程進度如下：
時程
工作項目
預估時間
實際 完成度
時間
9/2
9/11
9/14
100%
啟動會議
~10/31 網路佈線材料送達
9/17
100%
9/20 前
(PVC 管、Cat6 線箱)
9/30
100%
無線網路設備送達
9/28 前
(無線控制器 7210、無線基地台
AP104*140、AP224*5、電力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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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3、AirCheck 等)
各大樓網路佈線及穿孔
(LEFABC 大樓含研究室)
9/2
各大樓網路佈線插座定位及標示(F
~10/31
大樓新增機櫃)
無線主控制 7210 上線掌控現有 AP
更換新基地台上線(共 140 顆)暨調
整定位，加裝戶外天線。
測試訊息號及基地台調整
Giga 線路跳接獨立網段
教育訓練/網頁修正
測試計畫書/測試結果報告

9/17~10/25

100%

9/30~10/25

10/23
~
10/23

10/2~10/3
10/2~10/25

10/31
11/1

100%
100%

10/20~10/30
11/15 前
11/30 前
12/31 前

11/12

100%

50%
100%
0%
0%

2. VMware/Hyper-V備份系統案，於11月7日測試Acronis備份及還原vm，結
果速度不理想，約80Mbps速度備份，無法達500Mbps以上速度，若無進
一步消息，將以Veam軟體為主。
3. WAN 端防火牆租賃案授權碼於 10 月 27 日取得，完成正式啟用 4 年授權。
4. 虛擬桌面調查方案，淡江大學於 9 月 23 日與泰瑩科技合作，使用 VMware
View 建置軟體雲上線(http://cloudweb.tku.edu.tw)。11 月 11 日迎廣科技(PC2;
personal cloud computer )
5. VDI(Virtual Desktop Infra- structure) -價值主流: security、cost reduction、
customization、scalability & availability、BYOD convenience/usability。
參考學校 大同資工系
台北城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資訊
-電算中心
科技系
應用
系上電腦教室(4 間) 校務行政
系上電腦教室(4 間)
使用原因 程設課程所需,研究
IE 版本問題及手 人力節省,軟體應用
所專題實驗課程,產
持行動裝置使
Adobe(60 人上線
學合作.CP 值高.
用.
O.K),3DMax(30 人上
線)
註
9 月初步建置,電腦
網路頻寬與穩定 美容科系應用,虛擬
教室下學期上線
性; 使用習慣的 化妝設計,節省耗材.
改變與配合意願
【主席指示】雲端桌面可考慮先由自由上機教室開始規劃，請久華組長、資
研與謝組長共同討論評估可行性，校務系統未來可評估是否使用，以避免IE
版本升級問題。
6. 智慧財產權戶外帆布看板(200*1100)二式，於 11 月 8 日完成上請購(星世
代)，已要求 11 月 22 日前要完成。
7. 10 月 15 日~22 日協助 debug 視傳系曾絲宜老師 iPad 透過本校 WiFi 連
Apple TV。
8. 10 月 17 日邊組長 DB CIP_View 異動，11 月 9 日德瑞正式移開，測試 O.K。
9. 10 月 18 日 websense 不當資訊防制系統上請購續約一年。
10. 10 月 18 日 Spam 反垃圾郵件系統硬碟異常，已叫修，10 月 24 日備機上
線運作中，預計 11 月底之前會有新機器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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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 月 28 日協助應外系 EasyTest 影音平台硬體開箱及上架。
12. 10 月 30、31 日收到資安通報 2 則，均為 udp port scan，調整 IPS threshold
由 2000 改 500。
13. 10 月 31 日修正 fs2 個人資料庫程式碼。
14. 11 月 1 日碁峰協助安裝 KMS for Windows 8.1 授權碼，經測試，若使用者
要安裝 Windows 8.1，已可以正常啟動。
【主席指示】處內電腦安裝一台 Windows 8.1 系統，了解如何使用，以便解
答使用者問題。
【久華組長回應】Windows 8.1 軟體待碁峰壓片完成後即公告教職員可借
用。
15. 工作統計表置雲端 sharepoint-資訊網路組-共用資料夾上，請參閱。
【主席指示】請整理研究個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與做法，討論每一條是否可
行或需要協助，以便個資小組會議提出因應說明與做法。
二、校務資訊組
1. WAF 已可擋掉外部攻擊，工作報表中有提供紀錄，並列出高風險原因，
不清楚的部分會與廠商討論。
2. 黑箱掃描未掃描完成，待報告出來後再進行後續處理；白箱掃描採分批
進行，請廠商針對問題處理解決方案報價。
3. 修訂校務資訊系統開發、變更的 SOP。
4. 預計將離校手續系統與畢業審查整合，請各系先列出畢業時需審核項目。
已完成學生查詢畢業學分部分，尚需教務處測試。
【主席指示】盡快訂出離校手續系統開發之開會時間，並詳載會議紀錄。
5. 人事請假系統目前在測試中。
6. 學務系統目前使用沒有太大問題，如使用上有問題或新的需求再進行修
改。
三、資源管理組
1. 11 月 19 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提案討論主要針對中
外文紙本期刊、中文圖書與多媒體等採購案，俟會議議決，隨即提出採
購申請。
2. 近期已將 101 學年度教師獎助論文部分完成建檔，10 月底發送全文授權
同意書給有著作的教師們，積極爭取教師們授權。
3. 與觀餐學院合作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3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已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召開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預計於 103 年 1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
四、資訊服務組
1. 科普計畫目前執行場次為 42 場，累積 656 人次參與，計畫預估參與人次
為 3000 人，後續各校巡迴書展時將請參與者簽名以累積參與人次。執行
成果將製成電子書於雲端電子書櫃呈現。
【主席指示】本處科普書展期間於一樓櫃檯放置簽到表，請讀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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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底有 2 個計畫將結案(102 年度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
聯盟-「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計畫」及 102 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聯盟圖書資源共享共閱推廣計畫」)。
3. 11 月 27 日資訊發展指導委員會開會資料已彙編完成，並於今日發出開會
通知。
4. 12 月 6 日智財權小組會議資料待各組提供資料彙整中。
5. Moodle 課程容量已達 VM 主機容量 80%，持續激增將影響使用效能，已
請 VM 廠商提供容量擴充規劃暨報價，將請邊組長及謝組長協助評估妥
適性。
6. 圖書館 APP 已上架，尚有密碼登入問題需修改，本學期進行測試並回饋
問題，修改完成後於下學期推廣使用，且於國際閱讀月推出圖書館 APP
快閃活動。
參、臨時動議：無
肆、同仁參加校外研討會報告
日期
會議名稱
出席者
重點

2013.10.18
2013圖書館數位化應用趨勢 研討會
林資研
1.凌網科技公司成立16年，開發團隊及技術專業人員越來越多
2.目前智慧型手機變成生活重心(用手機閱讀電子書)
※HyLib App (凌網去年已開發)：(1)館藏查詢 (2)申請預約 (3)通閱
功能 (4)訊息通知 (5)讀者專區
※條碼找書(QR Code)
3.HyRead 電子書進化
(1)透過APP借書/看書，邊載邊看(書裡存有影音檔可播放有聲音)
(2)可註記、畫線、查字典，可從維基百科搜尋
(3)提供雲端書庫(全年無休)
(4)平台可放置畢業紀念冊專區
4.目前還在努力建置
(1)多媒體聲音效果(有聲書可互動)
(2)支援多國語言
(3)無障礙閱讀
(4)螢幕自動適應不同的手機或電腦螢幕
5.凌網目前合作學校舉例：靜宜大學(無紙圖書館)
(1)改變一般傳統的圖書館 轉成無紙化的圖書館
(2)靜宜大學圖書館裡改擺設10台ASUS平板電腦、3台iPad2、4台
Mac PC 供學生閱讀電子書
(3)HyRead電子書達6702冊
6.無紙書建置要點：
(1)功能簡單：主推HyRead電子書
(2)平板功能要鎖定：禁止任意下載APP

心得

建立無紙圖書館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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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點：
(1)圖書館需善用網路資源及工具
(2)上網即可閱覽圖書
(3)圖書館無所不在 無所不通
(4)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使用圖書館資訊
(5)可永久保存 不變質 潮濕問題
缺點：
(1)學生停留過久 交誼廳 玩手機 睡覺
(2)充電問題
(3)經費問題
(4)容易盜拷
日期
會議名稱
出席者
重點

2013.10.08
「雲端圖書館 ‧ 數位閱讀的趨勢與契機」 研討會
劉玉雲
一、大學圖書館的數位發展與服務/陳光華教授
1.數位館藏的發展應視為圖書館館藏發展的一環
2.資源數位化
3.現在的典藏是為了未來的使用，沒有典藏就沒有使用
二、當內容在雲端 - 作者、出版社、圖書館的挑戰/周暐達總監
1.「出版/閱讀」解放：如何從重力的地表跳到無重力的天空
2.數位出版→出版的未來：出版業的改變
3.數位閱讀服務
4.雲端圖書館相關的議題
三、大學圖書館的省思與契機/趙啟時組長
1.不同領域的教師對圖書館的看法
2.圖書館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3.美國電子書發展的狀況
4.圖書館發展的契機

伍、散會(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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