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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機構典藏協調會第2次會議 紀錄 

時 間：100年10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00  

地 點：第二演講廳  

主 席：林副校長三賢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錄:張玉貞 

壹、 主席報告 

無 

貳、 處長報告 

機構典藏系統是一個收集全校文件的中心，目前使用的學校已逹 100 多所，收集的各類文件包含博

碩士論文、期刊、研究報告、專利等等各院系的資料，提供學校永續典藏的平台。 

參、 副處長報告 

無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1. 操作步驟及使用說明已建置完成並放上 NTOUR 系統，網址為：

http://ntour.ntou.edu.tw/ir/handle/987654321/8226。共有 4份文件：機構典藏使用說

明(使用者)、機構典藏使用說明(管理者)、 機構典藏整批上傳使用說明(使用者) 、機構典

藏單筆上傳使用說明(使用者)。 

2. 已於所有單位新增統計資料的類別，可供各單位適當的審核資料後放入校務公開資訊。 

3. 系統已解決 Email 單一簽入的問題，全校師生可依單位或身份類別控管進入系統上傳資料。 

4. 在教務處社群新增教師展演類別，並自教學務系統逐筆鍵入 198 筆資料至 NTOUR。在機構典

藏首頁左下方並提供轉檔程式供校內單位自行從 NTOUR 轉出 Excel 資料。 

伍、 機構典藏系統進度簡報 

http://ntour.ntou.edu.tw/ir/handle/987654321/29614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請各單位推派管理者以利機構典藏業務順利推動。 

說明： 

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機構典藏徵集辦法』第四條徵集方式中註明「由各單位統一收集所屬單

位及個人著作（含授權書），上傳系統」。 

2. 因各單位人員對自身的業務內容較熟悉且為維持格式及行政程序的一致性，每個單位至少需

要一名管理者做資料審核、修改、刪除等工作。 

3. 上傳資料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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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單位的區分：教學單位包含學院、系、所；行政單位是一級單位。 

2. 教學單位維持目前建議為博碩士論文系統管理人（助教）或單位主管或單位主管另行授

權；行政單位請另行授權指派。 

3. 以”單位系統連絡人”取代提案中”管理人”的稱呼，並更改說明二之文字，述明單位系統

連絡人的工作內容，使單位主管得以視工作內容後再授權指派相關人員。 

 

提案二 

案由：擬停用「教學務系統教學研究成果與學術專長子系統」，改使用機構典藏系統。 

說明： 

1. NTOUR 已使用單一簽入認證，全校教職員皆可由 Email 帳號自行登入系統並新增資料。 

2. 為避免重覆輸入二套系統，目前已將教學務現有資料轉入 NTOUR 的情況下，請教師直接至

NTOUR 檢查轉入資料是否正確，日後新增資料至 NTOUR 系統即可。 

決議： 

1. 在停用教學務系統前，請圖資處先與教務處、研發處協調目前的問題處理狀況後再進行。 

 

提案三 

案由：為使系統內容永續營運，需推派一個單位統籌建置資料內容。 

說明： 

1. 圖資處負責系統平台採購、安裝、設定及維運，教務處、研發處及各學院系所單位共同維護

建置資料內容。 

2. 因機構典藏系統所收集的內容非常廣泛，需適度的修改學校的行政程序才能使內容完整，包

含：責成老師輸入相關資料、呈現教師研究成果、教師奬勵申請、系所及行政品質評鑑數據

統計、學校相關計畫上傳、演講者的授權書及其資料上傳、專利申請等，上述政策推廣的業

務非圖資處所能承擔。 

決議： 

1. 沿用現在的教學務系統行政程序的模式，由各相關單位自行負責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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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單位與機構典藏相關的申請表格請各單位適度進行修改加註上傳的欄位，以增加系統的使

用率與總筆數。 

 

臨時動議： 

1. 建議在老師上傳選擇類別的流程中預設出現的第一位應為最常用的期刊論文而非博碩士論

文。請圖資處再測試。 

2. 期刊論文上傳時，作者欄中應有第一作者、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及其他作者欄

位區分，以利學校相關資料蒐尋。此外，期刊名稱、卷號與頁碼均應分開，不宜混為一欄。 

3. 上傳的步驟說明書請再詳細一些，增加老師上傳的意願。 

4. 著作典藏同意書可再加註上傳的法律問題由上傳者自行負責或提醒智慧財產權問題的相關

文字。 



r_~k•••••J~~.2~~~••~. 

Bi- raj : tf *f\@l 100 if- 10 }] 26 8 (£jt.ij ~) .L1- 10 Bi
i~J!i : 1TJ1i A{t-1f; ~ ~1i,1• .a 

- \l 

r -: 

I ./ , 

I I -"" 



± 4bJ ft tthJt Jt tIT 


:~ 'f*+;g. .m :OR .:j ;g. fb
I I '+ /, ~ /." '+ JU -,MJ 
" Jl!'L iiL:it. ± 4bJ.m 'g, -t *+. ;g.;g.'+ '+ ~':.f~ / , I, .., ~, fl~~\ 

~ if- J1 ijt "i "tft. ~ ~~ 
J.i ffl it!? J;jt ft* hJt Jt tIT 

\vr i1f
1/ 

-i:--o~ if-~f~~ "i ii-*l£hJt Jt tIT 

I~ ¥ J1 ijt1t.* ~± ~ hJt Jt tIT 

l*fJt ~l:11 
/~~'7)~t~~~'tl*£*~ 


~ j"stl*£ ~i!:A{j* ~ 
 :ifl~'~ t J..\y.~ 

~ j-~~5ori~l*£* ~ 


# *4l~hJt Jt tIT 
 n~1 
't~ "i "tft. * fJt ~~(Z cl-v 

""-J l • 
v 

't~l~*~ 

:X ~ft.l *-0 JJJ. ~ ~" '£'+" 6k3l~ 
i!"tft.!4 ~~1Ll*£* ~ ..-tr-1t> (~ 

M-ft1{J'f.. 't ft*hJt Jt tIT 

A:)(~±1t*+*fJt I&,~;t(( 
~) /

ifi if- it-1t hJt Jt tIT 


~ ffl ,-'.:L-M( ff hJt Jt tIT
." J9 

<ti 1fhJt JttIT ' l:ifi "i*1f tf I~ 

~ if- :)(1t.hJt Jt tIT 

~ ffl ~ ~1LhJt Ju * tIT•..". ->J- ao 

i!~~<ti1f tf 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