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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15 分 

地點：蘭潭校區圖書館地下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丁館長志權                                  記錄：何雅婷館員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有關嘉大圖書館服務的回顧與展望(參閱 PPT 簡報檔)，摘要臚列如下： 

一、107 年回顧 

（一） 量化指標的變動： 

1. 進館總人次由 33.5 萬人次，減至 32.7 萬人次。 

2. 圖書借用人次由 3 萬人次，減至 2.3 萬人次。 

3. 圖書借用冊數由 7.5 萬冊，減至 6.5 萬冊。 

4. 電子書使用人次由 66.5 萬人次，增至 171 萬人次。 

5. 電子資料庫檢索次數由 23 萬人次，增至 27 萬人次。 

    由此顯示，進館人數與借書冊數下降，使用電子書與資料庫人數增加。 

（二） 圖書館利用教育場次與人次增加。 

（三） 舉辦四場藝文展覽，營造校園藝文氛圍： 

1. 3 月舉辦「馨見書道賞芹畫展」。 

2. 5 月舉辦「蘭潭泛月─以若新詩書法水墨創作展」。 

3. 5 月舉辦「中外古今錢幣展｣。 

4. 10 月舉辦「張家瑀師生版畫精選展」。 

（四） 更換民雄空調系統，於 7 月中旬完成測試及驗收。 

（五） 8 月 1 日起組長及館員輪調：採編組、閱覽組、典藏組。 

（六） 圖書館 APP(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於 9 月 1 日啟用。 

（七） 12 月三校區圖書館分別設置還書箱。 

（八） 圖書資源利用之活動： 

1. 民雄館張淑儀主任帶領英教組同學，辦理英語故事屋活動。 

2. 12 月舉辦圖書館週活動，包含有(1)電子資源有獎徵答；(2)E

起來戳戳樂─查電子書戳獎品；(3)過期休閒期刊與複本圖書

贈送活動；(4) 線上主題書展─世界那麼大 E 起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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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年館務推動展望 

（一） 與專業化進展同步。 

（二） 強化學院館員功能，增進與院系所連結。 

（三） 持續鼓勵碩博士論文電子檔公開，以彰顯學術影響力。 

（四） 縮減期刊區與參考區空間，增加閱覽席位。 

（五） 增補蕭萬長文物館文物。 

（六） 持續提供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及推廣活動。 

（七） 舉辦嘉大百年經典文物暨史料特展(10/22~11/29)。 

（八） 客製化文創作品服務：與藝文展結合。 

貳、本館各單位工作報告 

◎館長室 

一、本館室內空氣品質維護連續榮獲嘉義市環保局 105 年度及 106 年度『室

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場所』，獲頒獎狀鼓勵。 

二、圖書館 2018 藝文書畫聯展第 3 次展覽「張家瑀師生版畫精選展」，展覽時

間自 107 年 10 月 16 至 11 月 15 日，已圓滿落幕。 

三、嘉大百年經典文物暨史料特展於 1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 召開第二次協

商會議，並決議提供文物及史料單位包括食品系、木設系、森林系、農藝

系、生物機電系、秘書室、文書組、圖書館（採編組）。展期預定從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9 日。 

四、配合人文藝術學院與國際處合辦口述歷史農耕隊回顧展，108 年 10 月 31

日圖書館協助於館內一樓大廳辦理開幕式，並提供地下一樓演講廳場地，

以及提供午膳空間借用。 

◎採編組 

一、本館截至 108 年 2 月 14 日，紙本圖書館藏，計有中文 540,396 冊，西文

149,343 冊，總計 689,739 冊。 

類別 / 校區 蘭潭 民雄 新民 其他 

中文 185,839 309,836 43,346 1,375 

西文 48,071 72,122 28,481 669 

合計 233,910 381,958 71,827 2,044 

二、本館截至 108 年 1 月止，可提供線上閱讀電子書資源：中文 1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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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西文 676,128 冊，總計 796,140 冊。 

三、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上傳書目資料 4,149 筆至國家圖書館成立之全國

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與各圖書館分享本館編目成果及增加本館能

見度。 

四、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受理捐贈圖書統計：個人贈書 181 冊、機關團體

贈書 486 冊，共 667 冊；贈書編目總計 1,343 冊；複本圖書贈閱約 3,816

冊。 

五、107 年度購置中文（含大陸、日文）圖書 2,868 冊，計 1,015,116 元、西

文圖書 1,240 冊，計 2,911,056 元、樂譜 31 種，計 135,350 元，購置紙

本圖書經費總計 4,061,522 元；參與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及逢甲大學電

子書供給合作社等，購置電子書 14,979 冊，經費計 2,068,000 元。 

六、配合 108 年世界閱讀日於 3 月 11 日至 4 月 26 日期間辦理 Openbook 好

書展暨好書票選、好書選秀會（中西文紙本圖書推薦）暨抽獎等活動。 

七、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閱覽組徵集之紙本論文共計 444 種 888 冊，於 107

年 11 月初送至採編組編目加工，均已編目加工完畢，並已移送閱覽組

上架典藏。 

八、處理 107 年 9 月讀者薦購大陸書到館 2 種，2 冊；107 年 10 月讀者薦購

中文書(含中、日、大陸書)到館 59 種，62 冊、附件 3 件；107 年 11 月

及 12 月薦購系統中文書(含中、日、大陸書)書目資料訂正、複本查

核、審理、訂購作業 123 筆、下訂 163 種；下訂 107 年 Openbook 好書

獎得獎中文書三館 41 種。 

九、辦理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系所推薦中文紙本圖書、2019 公務人員專

書閱讀、2019 台北國際書展得獎及入圍書單複本查核 687 筆、逐一比

對複本書目 76 筆及補正題名、作者、出版者、ISBN、出版年、定價等

欄位資料 433 筆。 

十、編修本組「中日文圖書分編建檔、作者號取碼規範」：Leader/07、020 

$q 裝訂、1XX 及 7XX $e 省略、300 $e 多個附件以“+”連接、華人作者

為英文名以分類法「四角號碼-羅馬字母號碼表」取號。 

十一、107 年電子書使用統計（如附件）：包含借閱/下載(BR1)、章節篇目

(BR2)、檢索(BR5)三種統計，總計為 1,717,545 次，較 106 年(665,429

次)增加 1,052,116 次，主因為 HyRead 電子書借閱冊數從 106 年的

6,041 冊提升到 107 年的 19,092 冊，故章節篇數大幅增加。 

◎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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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107.08.01~108.01.31）圖書流通統計如下： 

館別 

項目 
蘭潭館 民雄館 新民館 合  計 

借閱人次 4,518 5,240 1,840 11,598 人次 

借閱冊數 11,250 16,037 4,115 31,402 冊 

續借冊數 5,139 6,795 3,248 15,182 冊 

預約及校區

互借人次 
1,144 1,333 619 3,096 人次 

預約及校區

互借冊數 
1,989 2,053 1,123 5,165 冊 

二、嘉惠本校附設小學教職員工借書之便，提供附小 20 張借書證，權限同

以往(可借 10 冊、借期 30 天、可預約、可續借，不可借用館際合作借書

證)，採認證不認人，不用個人到館辦證並且不需繳交 3 仟元保證金。 

三、盤點流通櫃檯圖書附件確認歸架正確，計 9,103 筆，並協助閱覽組處理

報廢參考書之附件，共 189 筆資料。 

四、三校區還書箱已於去年(107 年)底設置完成，12 月 28 日已正式啟用，只

要圖書館未開館之任何時間讀者均可還書。截至目前統計，蘭潭館 1 月

約 73 冊經由還書箱還書，但春節連假則有 63 冊。 

五、107 年 12 月完成陸委會贈予之密集式書櫃的架設，擴充地下書庫的館藏

空間。 

◎系統資訊組 

一、資訊硬體設備汰換及維修如下： 

(一) 新版圖書館自動化系統(Aleph)軟體上線，並安裝至館員及櫃檯電

腦。 

(二) 汰換蘭潭圖書館資源推廣室投影機、一樓進館門閘。 

(三) 新增民雄館文淵閣四庫全書網路使用區段：120.113.80.0。 

(四) 蘭潭圖書館資源推廣室 26 台電腦 EndNote 升級 X9 版。 

(五) 流通通知信電腦主機重新安裝作業系統，並設定排程寄送通知單。 

二、相關網路設備建置如下： 

(一) 圖書館 mail server 重新架設完成，並同步完成作業系統升級。 

(二) 採購八台無線基地台，均已完成設定並安裝，圖書館無線 AP 已全

部更新完成。 

(三) 機房儀器櫃網路線整線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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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udn 電子書連接本館自動化系統 API 更新，已可正常連線。 

(五) 四、五樓管道間整線及研究小間更換網路交換器，網路訊號來源改

連至無線網路訊號，使用 email 帳號密碼認證。 

(六) 圖書館 NAS 韌體版本更新。伺服器主機防火牆更新韌體為 FortiOS 

v5.4.5 build1138，以增進資料查詢利用之效率，進而提升網路設備

整體效能。 

三、視聽設備汰換及維修如下： 

   (一)視聽座位電源管理系統主機完成第三部主機板及控制軟體更新。 

   (二)汰換視聽區一台液晶顯示器，更新 10 台液晶顯示器。 

四、圖書館 APP107 年 9 月 1 日上線，於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關鍵字搜

尋「嘉義大學圖書館」，安裝後即可查詢本館館藏資訊、快速進行預

約、續借，隨時掌握個人借閱資訊及貼心提醒通知相關借閱訊息的功

能。另，逛書店時，掃瞄 ISBN，即可輕鬆進行圖書推薦作業。 

五、107 年 11 月 8 日上簽校長統籌款，於 11 月 12 日己核撥 49 萬 7,717 元，

本次採購還書箱、還書箱配套之攝影主機、圖書上消磁機，汰換入口門

桿等設備、以改善流通櫃台服務；購置資訊講桌、投影機等設備以加強

蘭潭圖書館演講廳及資源推廣室之效能。 

六、圖書館視聽資料館藏量截至 108 年 1 月 31 日計有 26,484 片： 

 錄音帶 視聽資料

附件 

雷射唱片 互動式

光碟 

數位化

光碟 

錄影

帶 

影音光碟 

2,362 548 3,837 616 13,655 3,687 1,779 

合計(片數)：  26,484 

七、為推廣增加視聽資源的能見度，使全校師生更加善用視聽資源，進而提

高館內視聽閱覽與使用率，圖書館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影片欣賞參加人

數如下表所示： 

日期 影片欣賞 人數 

107.10.17 與神同行 31 

107.10.24 模範生 35 

107.11.21 血觀音 33 

107.11.28 解憂雜貨店 33 

107.12.12 敦克爾克大行動 26 

107.12.19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30 

總計 188 

八、為維護讀者安全，本館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完成安裝蘭潭校區自修閱覽

室門禁，並於 11 月 5 日正式啟用門禁管制，本校教職員工請憑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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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合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決議蘭潭圖書館

自修閱覽室不開放校外人士（含校友）使用，蘭潭圖書館自修室增設二

處門禁靠卡裝置，於 10 月 27 日（星期六）施工，10 月 30、31 日系統

資料轉入，11 月 5 日正式啟用，目前均正常運作中。  

九、圖書館 APP 自 107 年 9 月上架至今，共累計約 1,000 下載次數，是提供

全校讀者圖書借還即時通知重要途徑之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規範「上

架逾 1 年下載次數未達 1 萬次以上」之系統應下架，但為顧及已下載本

系統讀者之權益，及本館持續推廣創新服務之既有政策，擬不下架。

另，行政院於 106 年 7 月 28 日函頒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

服務發展作業原則」政府機關開發之 APP 須通過 APP 資安檢測後方可

上架之部分規定，因檢送工業局所認可之「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

實驗室」取得乙類 APP 資安認證費用昂貴，擬待 109 年 10 月逾 1 年後

再考量。 

◎閱覽組 

一、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論文上傳說明會 2 場，計 20 人參加。 

二、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上傳論文電子檔，計 144 篇。 

三、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電子論文上傳情形(如附件一)，全校論文授權公

開率為 78%；授權比率前三高者依序分別為獸醫學院(100%)、師範學院

(98%)、農學院(89%)。 

四、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研習與資料庫使用統計，如下表﹕ 

服務名稱 場次 人次 

圖書館研習 5 97 

資料庫單一查詢登入人次(ERMG)  37,149 

資料庫整合查詢登入人次(MetaLib)  9,947 

資料庫的檢索及全文下載次數  495,562 

    中文資料庫以華藝線上圖書館 （綜合學科）121,039 次最多，其次是 Acer 

Walking Library中文電子雜誌（綜合學科） 62,900次。外文資料庫以 SDOL

（綜合學科）154,780 次最高，其次依序為 EBSCOhost ASP（綜合學科）

21,104 次、ACS（化學）20,082 次、Naxos（音樂）14,230 次和 SpringerLink

（綜合學科）13,598 次等（如附件二）。 

 五、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討室及研究小間使用統計：（單位：次） 

年/月 107/8 107/9 107/10 107/11 107/12 108/1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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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室 10 7 71 146 82 182 498 

研究 

小間 
1 6 5 3 5 3 23 

六、學習共享區 107 年每月進出入使用情形：(單位：人次) 

107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人次 213 220 1,374 1,600 1,667 2,261 239 214 763 1,352 1,402 1,079 12,384 

七、學習共享空間設備近 3 年使用統計： 

服務項目 無線耳機 

音樂欣賞 

有線耳機 

語言學習 

筆電借閱 

105 年使用次數 370 70 57 

106 年使用次數 95 98 47 

107 年使用次數 70 54 56 

備    註 本服務自 104 年 3 月起  本服務自 104 年 6 月起 

八、其他圖書資源推廣活動辦理情形：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活動說明 

107/11/01~ 

107/12/16 

HyRead電子書

_E起來餵飽旅

讀蛙 

199 人 凌網HyRead電子書平台

為嘉大舉辦專屬活動： 

【活動一】借閱電子書/

電子雜誌最多冊數前八

名直接獲獎，共186人參

加，總計借出9,316冊電

子書，線上瀏覽1,767冊

電子書。 

【活動二】分享喜愛的電

子書心得，即可獲得抽獎

資格，共13人參加，總計

分享75則心得。 

107/11/26~ 

107/12/07 

電子資源有獎徵

答 

310 人 【107年圖書館週活動】 

以本館所藏電子資源為

出題範圍，10道題目線上

作答，答對8題（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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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校學生即可參加抽

獎，計有100個獎項。 

 107/12/05 E 起來戳戳樂-

查電子書戳獎品 

90 人 【107年圖書館週活動】 

本校學生現場報名抽題

目，利用館藏之電子書查

找答案，回答正確者即可

參加戳戳樂抽獎活動。本

次活動三校區圖書館一

同舉行，共計90個獎項。 

九、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學院申請圖書館利用教育統計： 
學院別 師範 人藝 管理 農 理工 生科 獸醫 合計 

場次 15 6 5 11 2 5 1 45 

人數 480 191 351 343 206 121 39 1,731 

    圖書館於每學期初寄信給全校老師，歡迎申請圖書館為貴班量身打造的

利用指導課程，包含圖書館導覽、資料庫檢索與利用、EndNote 書目管理

軟體教學等。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開課 45 場，計有 1,731 人次參加。 

十、107 年申請參觀暨導覽蕭萬長文物館共 763 人次，自由參觀者約 60 人

次，合計 823 人次。。 

十一、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國館際合作申請統計： 
 複印 借書 總計 

向外申請 73 80 153 

外來申請 38 29 67 

總計 111 109 220 

十二、蘭潭館一樓碩博士論文典藏區已由東側移架至西側，原東側空間規劃

為閱覽區，並配合學習共享區進行牆面整修及油漆，已於 108 年 3 月

7 日完工，可提供讀者更寬敞之閱讀空間及視野。 

十三、本校 108 年 2月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簽定互借協議書，雙方圖

書館各交換 10 張借書證，由讀者攜帶所交換之借書證，逕至對方館

辦理借還書，每張借書證借閱 5冊、借期 21 天，其餘規定依借方館

辦法處理。 

◎民雄分館 

一、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民雄分館陸續淘汰報廢老舊圖書共約 1,22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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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圖書館週，107 年 12 月 3 日辦理過期期刊贈閱暨複本圖書贈閱活

動；12 月 5 日辦理電子書查閱抽獎活動；12 月 13 日辦理論文上傳說明

會；108 年 1 月 5-6 日辦理親子兒童故事屋活動。 

三、環安中心 107 年 12 月 4 日至民雄館實施產婦工作環境安全檢核，建議

事項已立即改善處理。對館內哺乳室設施維護良好，表示讚許，歡迎民

雄校區有需求之師生同仁多多利用。 

四、民雄分館還書箱與使用相關資訊已完成裝置，1 月份收件共 90 冊。 

五、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民雄分館辦理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共約 22 場

次，參與者共約 517 人次。 

六、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會議廳與電影欣賞室，申請借用共 20 場次。 

七、利用寒假完成三、四樓中文圖書、一樓中文童書、西文童書、西文圖書

等之書架清潔及圖書順架工作。 

八、於開學前完成一至五樓內外窗戶清洗及樓地板清潔打蠟，五樓資訊推廣

室分離式冷氣維修，二、三樓中央空調冷氣出風口清洗與損壞馬達維修

等工作。 

◎新民分館 

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民校區論文上傳共 24 篇。 

二、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受理 NDDS 館際合作申請件共 13 件。 

三、108 年 2 月 13 日完成圖書館及自修室清潔。 

四、如教師想與圖書館合作安排服務學習課程，歡迎與館員聯繫。課程內容將

讓學生了解館內排架原則，並讓學生整理書架，過程中也讓學生了解館藏

狀況，藉以鼓勵學生借書。 

五、自 108 年暑假起，因應學校門禁管理，新民館寒暑假周末閉館，自修室開

放時間不變。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採編組 

案由：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系所教學研究中、西文專業圖書推薦情形（如

附件三、附件四），提請報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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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為能採購各院系所教學研究專業紙本圖書，於每年 4 月及 11

月提供中西文書單請各院系所推薦。  

二、 推薦人員以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圖書委員會通過或系所專任教師推

薦購買為限，為避免僅由少數教師推薦，致使系所相關館藏圖書種

類及徵集來源受到限制，無法有效提供領域多樣性的專業圖書來

源，請各院系所推薦之書單應審慎酌予評估後送回圖書館採買。 

三、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院系所教學研究專業圖書經推薦統計西文圖書

計 497 冊、中文圖書計 594 冊、日文圖書 22 冊、樂譜 8 套（如附件

五）。惟前述中西文圖書將篩選已有館藏、書商推薦及其他不符館

藏政策之圖書，視本館經費情況酌予採購。 

四、 經篩選複本及其他條件後，西文推薦書計 383 冊已於 108 年 1 月 21

日於共同供應契約下訂；採購樂譜 8 套，合計 9 萬 7,000 元；農學

院日文書下訂 22 種、管理學院大陸書下訂 11 種、人文藝術學院中

文書下訂 36 種、師範學院中文書下訂 49 種、理工學院中文書下訂

59 種、生命科學院中文書下訂 25 種，合計共下訂 406 種。 

決定：洽悉。請各位委員協助宣傳，並鼓勵院系所教師踴躍向本館推薦教學

研究所需之專業圖書。 

肆、上次會議提案決議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為協助教師審閱學生論文與增進論文品質，本校圖書館 108 年擬購置  

      論文比對 Turnitin 資料庫案，提請討論。 

  決議與執行情形： 

本案申請本校108年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先行列為試用宣導期，以利

師生瞭解資料庫所呈現之比對結果內容和限制；暫不修訂本校研究生

學位考試辦法。依據研發處107年10月31日通知，已於本校108年度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各主軸構想單編列經費。另至108年3月18日止，尚未

接獲分配本館執行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之相關經費。 

◎提案二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本校蘭潭校區圖書館自修閱覽室是否開放校外人士（含校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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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請討論。 

決議與執行情行： 

    照案通過，另將自修閱覽室標示牌更名為「學生自修室」。本館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開始增設門禁管控，須憑有效證件刷卡入內，並於 11

月 5 日正式啟用。 

◎提案三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108年（西元2019年）各學院外文期刊訂購內容，提請討論。 

決議與執行情形： 

照案通過。依據會議決議採購各院外文期刊，紙本期刊於107年12月25

日決標，共137種，378萬860元；電子期刊於108年1月3日決標，共39種，

159萬9,500元整。 

◎提案四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108 年（西元 2019 年）各學院資料庫訂購內容，提請討論。 

決議與執行情形： 

    依會議決議辦理採購。續訂之資料庫均於107年12月31日前完成續訂；

108年本校停訂資料庫計有ACM、IOP及OSA(物理聯盟平台）、SSCI資

料庫，以及S&P Capital IQ Research Insight（North America）單機版和

EA大美百科全書線上版，共6種。 
 

決定：同意備查。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閱覽組 

案由：有關刪訂本校 109 年（西元 2020 年）外文紙本期刊訂購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12 

一、 本校採購館藏外文紙刊種數，多年未進行大幅度調整，礙於購置圖

書資源經費有限與讀者閱讀行為改變，故擬請本校各教學單位於

109 年重新檢討外文紙本期刊訂購種數。 

二、 由於本校分配本館購置圖書資源之年度經費未增加，及各期刊、資

料庫年年均漲價 3%~8.5%不等，故無法再比照經費充裕時期，採購

每位師生提出之需求。故有關外文紙本期刊之採購，應以系所專業

核心刊為推薦原則，不再採購教師個別需求刊物（若為系所發展特

色重點相關刊物，則另議）。 

三、 108 年完成採購各學院外文紙刊種數（如附件六）共 137 種，計 378

萬 8,600 元；外文電、紙刊種數（如附件七），其中電刊採購 39

種，不含各資料庫綁刊種數，計 159 萬 9500 元。本館 109 年原則上

不再受理各系所增訂新電、紙刊（但得以訂新刊刪舊刊方式互換，

惟須考量新舊刊價格之等值性），本館建議各系所 109 年外文紙刊

訂購種數，刪訂原刊數之 1/3（採四捨五入，且 3 刊以下不刪刊）。 

四、 本館 108 年已採購之中外文電子資料庫情形如下，讓各學院均有可

適用之電子資料庫﹕ 

（二） 資料庫名

稱 
價格 適用學院 涵蓋系所 備註 

ACS 電子期刊聯盟         

1,713,000  
理工 

化學,生化,

食科 

 

Agriculture Sci. 

Collection 

          

173,000  
農 

  

CEPS 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系統 

          

323,744  

各學院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817,901  

人文師範管理 
 

  

PorQuest MLA           

135,000  
人文 外語 

 

Oxford(Grove) Art          

128,955  
人文 藝術 

 

Oxford(Grove) Music           

134,149  
人文 音樂 

 

IEEE(All-Society 

Periodicals Package) 

        

1,629,999  
 

理工 

應數,電物,

生機,土木,

資工,電機 

 

AIP(American Institute 335,000 理工 電物 2018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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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hysics)  2019 由物聯

免費提供使

用。 

APS(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109,700  
理工 電物 

 

RS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133,700  

理工 化學,生化 
 

 

JCR-Science 
          

418,382  

農生命理工 
 

  

JCR-Social Science 
併上一起計

價 
人文師範管理 
 

  

JSTOR I Arts & 

Sciences 

          

110,278  

人文師範管理 
 

  

SpringerLINK 
        

2,171,780  

各學院   

Naxos Music Library           

101,000  

人文 音樂  

ProQuest 

ABI/INFORM Global  

          

642,321  

管理   

中國知識庫(文史哲)           

171,528  

各學院 中文  

SDOL 
        

4,007,050  

各學院   

Nature Online 

 

          

327,426  

農生命 
 

  

ACER 中文電子期刊

資料庫 

            

98,000  

各學院   

TEJ 大中華財金資料

庫 

            

99,800  

管理 財金 
 

 

萬方知識庫           

177,433  

各學院  2018 價格，

2019 年預計

於 3 月底決

標。 

華藝線上圖書館  

 

          

323,744  

各學院   

合計 13,730,808 

 

   

故未來在經費許可下，將以採購資料庫為主﹑期刊為輔，繼續服務

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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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館刪除外文紙本期刊所剩經費為資本門，可用於挹注採購 SDOL

及 SpringerLink 資料庫經費。 

擬辦﹕ 

一、 年中調查各院系所推薦 109 年外文期刊，原則上不再受理新增紙刊

及電刊。請各系所依專業核心刊重要性，由系所相關會議排序提出

採購清單，各系紙刊將刪訂原紙刊種數之 1/3。 

二、 各系原訂紙刊 3 刊以下，暫不刪訂，但各系可檢討其合宜性，提出

換訂價格約略等值之刊物；原延續訂購之期刊若有涉資料庫綁刊，

本館將不刪刊，或請系所以換刊方式處理。 

三、 本館 109 年刪訂及未採購之紙刊，建議師生共體時艱，透過全國文

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申請複印。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