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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機構典藏協調會第１次開會會議記錄 

時 間：100年7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00  

地 點：資訊素養教室  

主 席：林副校長三賢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李教務長國誥（張副教務長文哲代）、李研發長選士(卓大靖組長代)、林處長益

煌、蔡副處長國珍、秘書室（林淑慧代）、翁維珠組長、蔡月華、呂寶桂組長、李淑娟組長、

繁運豐組長、張玉貞組長、賴明琦、許培倫 

記 錄：張玉貞 

 

壹、討論內容 

提案：類別訂定及權責單位劃分。 

說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機構典藏系統 http://ntour.ntou.edu.tw/ 

 社群：院（人文社會學院，工學院…），行政單位，研究中心 

 子社群：系所，圖資處，教務處… 

 類別：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 

 

 

社群 

子社群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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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子社群可有不同的類別，如應用經濟研究所的類別有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的類別可有博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專利技術報告。 

 

1. 博碩士論文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7577 筆)：圖書館_博碩士論文系統 

※ 分析:圖書館已有一套博碩士論文系統，並列入離校手續。 

※ 作法： 

初期:館藏組撰寫轉檔程式轉入。6月底前已轉入（區間：92 年至 100 年 2 月底） 

長期： 

a. 館藏組每年轉檔 2次(3 月,9 月) 

b. 不影響現在程序，研究生畢業離校仍至圖書館_博碩士論文系統上傳欄位及全文檔案，

維持現狀。 

c. 館藏組向國圖要求 92 年以前的資料整批轉入。 

※ 問題：無 

2. 期刊論文 Periodical Articles(約 6000 筆)：教學務系統_教師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 

※ 分析：教學務系統現今包含 6小項(均僅有摘要，無全文電子檔)，筆數及細項分析如下 

(1)教師專長及證照(390):內容僅為老師介紹，不予列入。 

(2)教師期刊 (6000)：可撰寫轉檔程式轉入。 

(3)教師研究計畫(2060)：資料無中英文摘要欄位，不予列入，改由科資中心轉入，列入研究

計畫類別。 

(4)教師展演(159)：包含 8個欄位（中英文姓名，系所，職稱，演出者，展演名稱，展演地點，

展演期間），不予列入。 

(5)教師專利(169)：包含 10 個欄位（中英文姓名，系所，職稱，專利類別，專利名稱，專利

國家，專利號碼，專利發明人，專利權人），無全文檔案，筆數少可用人工鍵入，列入專

利與技術報告類別。 

 

 

(6)教師著作權(54)：包含 9個欄位（中英文姓名，系所，職稱，著作類別，著作名稱，著作

人，財產權人，被授權人），無全文檔案，列入專書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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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期刊論文 

初期： 

(1)館藏組撰寫轉檔程式轉入，預計轉入日期為 100/9/1。 

(2)圖資處發文給全校老師說明 100/8/31 日前需至教學務系統上傳及更新正確資料，以求轉入

NTOUR 的正確性。 

(3)已試轉三系資料：河工(227 筆)、機械(181 筆)、食科(165 筆)，待 100/9/1 後刪除並再轉

入更新後資料(系統預設並無批次修改功能，所以必須全數刪除後再重新轉入新資料以求正

確性)。 

長期： 

(1)研發處可在獎勵教師發表著作申請經費時多一層把關。 

(2)負責單位（教務處？）可經由館藏組提供的轉檔程式每年 2次從教學務系統轉入 NTOUR。 

(3)教師仍至原教學務系統上傳資料，維持現有流程；但以永續經營的角度而言，需放棄教學

務系統內之『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因無全文檔案欄位)，全面推動 NTOUR。 

※ 問題： 

(1)目前教學務系統_教師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之資料僅為摘要並無全文，以及對於作者、關鍵

字、摘要等欄位並無相對應之英文欄位，相對於被網路搜尋到的機會也因此而降低。 

(2)若要上傳全文，需另外徵集老師及出版社的授權書。 

(3)授權書的擬定及出版商政策聯絡（參考/採編）、文章徵集（教務處/研發處/系所？）、授

權書的保存單位（圖資處？） 

3. 研究計畫 Research Reports(490/4556)：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_GRB 智慧搜尋

系統 

※ 分析: 

(1)因本校教學務系統無中英文資料欄位，故從科資中心系統轉入資料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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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 

初期: 

(1)由館藏組撰寫轉檔程式，針對科資中心網站做資料的搜尋以及截取；並存成 NTOUR 可讀取

之檔案轉入至 NTOUR，其中包含全文檔案(在科資中心網站有公開之全文檔案)及 16 個欄

位。 

(2)6 月底已全部轉入 82 至 99 年資料(490 全文/4556 筆)。 

(3)5 科系無資料(在科資中心網站無對應之機構代碼)：生命科學系、資訊管理學系、海洋資

源管理學系、海洋文化研究所、應用英語研究所。 

長期： 

(1)（系所？）每年經由館藏組的轉檔程式轉入資料內容，同時校對資料內容是否有誤。 

(2)若屬性為非政府單位計畫，由民間單位委託之計畫而老師亦願意提供也可由老師及系所自

行轉入。 

(3)如由系所執行轉檔工作時，館藏組開發之轉檔程式會提供各系所於該搜尋年度下老師的計

畫清單列表，並可請老師確認資料是否無誤，以及全文檔上傳授權與否，如同意全文檔上

傳即可於資料後方簽名授權。 

 

4. 專利與技術報告 Patent and Technical Reports (169)：教學務系統_教師研究成果與學術專

長 

※ 分析 

(1)因教學務系統內之『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資料只有 169 筆且僅有摘要並無全

文，以及開發程式所耗費之時間成本遠大於逐筆鍵入時間成本，故不寫轉檔程式，逐筆鍵

入。 

※ 建議作法 

(1).初期由圖資處請工讀生逐筆鍵入。 

(2).長期則由（教務處/研發處/系所?）責成老師輸入相關資料，並上傳至 NTOUR。 

(3).為避免在教學務系統內之『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鍵入後仍需要額外人力鍵入

NTOUR，建議直接改用 NTOUR! 

※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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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讀生鍵入 169 筆摘要資料後，請系所徵詢老師上傳全文。 

5. 專書 Books(54)：教學務系統_教師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 

※ 分析 

(1)因教學務系統內之『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資料只有 54 筆且僅有摘要無全文，

不寫轉檔程式，逐筆鍵入。 

※ 作法 

(1) 初期由圖資處請工讀生逐筆鍵入。 

(2) 長期則由（教務處/研發處/系所?）責成老師輸入相關資料，並上傳至 NTOUR。 

(3) 為避免在教學務系統內之『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鍵入後仍需要額外人力鍵入

NTOUR，建議直接改用 NTOUR! 

※ 問題 

(1)是否需要整本上傳？授權取得？ 

6. 演講及研討會 Lecture & Seminar 

※ 分析： 

(1)針對學校每年自行舉辦的研討會、演講及老師出席其他單位研討會的壁報檔，如要有效並

完整收集可分為以下方式：  

※ 建議作法 

(1)系所或主辦單位自行上傳。由主辦單位請演講者簽署上網公開授權書，並上傳所有資料。 

(2)透過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演講費之活動，於申請經費時確認是否已完成上傳(教務處協助?)。 

(3)秘書室於每年校務評鑑時，對於各院系之演講及研討會之數據搜集，以 NTOUR 內所上傳之

演講及研討會資料做為統計依據，並列入受評單位績效。 

7. 校內出版品 School publications  
※ 分析： 

(1)各相關單位出版的紙本及電子版均可放上。 

(2)如：海洋學刊，秘書室（校訊、特刊、校友簡訊），人事室（人事簡訊），教務處（專任

教師著作目錄）、各學院、系所電子報。 

 

8. 展覽及表演活動  
校內單位或學生舉辦之展覽或活動表演等，學生所展現之成果由學務處代為指導並整理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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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討論與決議 

一、報告 

處長報告 

1. 建立機構典藏系統可保存學校產出的所有文件資料，系統硬體及軟體平台已建置完成，目前的

問題是以後內容部份如何永續經營。 

2. 博碩士論文及教學務系統的期刊論文皆用程式介面轉入，初步會有 1萬多筆資料。本系統是全

國性且公開的資訊平台，可提高學校的曝光度及影響力。 

3. 學校的政策希望年底前系統能正式運作，而永續營運及業務上的細節希望能在此次會議中討

論。 

副處長報告 

1. 希望這個系統在國外也能充分被使用，所以在設計上能朝多語言方向考慮。 

二、內容討論 

(一)博碩士論文：所有資料均由圖資處轉入，沒有問題。 

(二)期刊論文 

1. 研發處可考慮在教師申請獎勵申請表中多一個請教師協助上傳 NTOUR 建置內容的欄位。 

2. 請教師在 NTOUR 系統正式上線前仍維持至教學務系統上傳資料，待 NTOUR 系統正式上線後，

另行請院系代表開會討論實際作法，但以不讓教師重覆輸入為原則。 

3. 日後正式推廣時需備齊操作步驟、說明書等資料，並舉辦說明會或以 Email 方式宣導。 

(三)研究計畫：授權書的取得希望經由學校行政程序進行，若在科資中心同意全文授權時等同授

權學校的 NTOUR 系統，若不願意授權時再另外聲明，避免讓老師再簽署一份 NTOUR 的授權

書。 

(四)專利與技術報告 

1. 幫老師從教學務系統鍵入 NTOUR 才會有授權的問題，若是老師自行上傳在系統上出現同意授

權的選項即代表同意，不用再另行簽署。 

2. 請處長在行政會議報告相關的統計資料以產生激勵的效果。 

(五)專書：專書與出版單位關係問題較多且數量不多，初期暫緩列入。 

(六)演講及研討會 

1. 在請老師配合上傳演講內容的同時，需多方面經由公文或 Email 方式提醒老師簡報檔的內容

及圖片是否涉及智慧財產權。 

2. 在系統資料上線且資料建置完成時，系所評鑑及行政單位之行政品質評鑑若需使用演講及研

討會做為統計時，可經由 NTOUR 所產生的數據呈現。 

(七)校內出版品、展覽及表演活動 

1. 校務可公開的資訊皆可放入 NTOUR，新增一個統計資料的類別，可供各單位適當的審核資料

後放入。 

2. 歷年學校的招生活動影音廣告、系所簡介、校史室典藏數位檔、學務處及體育室學生得獎的

影音資料、會議記錄、藝文中心舉辦的活動等均可放入，可便於觀察往年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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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決議 

1. 儘量避免讓教師同時輸入二套系統，朝向轉檔後再讓教師至 NTOUR 系統檢查資料正確性與

否可行性較高。 

2. 請圖資處更進一步暸解為提昇西班牙網路大學排名的指標及計算方式，在 NTOUR 系統上如

何發揮更多的貢獻。 

3. 目前現有能建檔及轉檔的資料先行建置，待解決單一簽入的問題，可讓老師自行上傳後再

擇期邀請教學單位的院秘書及系所代表開會，終止教學務系統相關資料之上傳。 

4. 教師展演因需轉出資料至教育部，需新增教師展演的項目於教務處的類別；館藏組屆時將

開發程式提供教務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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