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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第一醫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王惠玄代理館長 
出    席：王齡玉、邱亞芳、劉懿璇、林妍如、顏秀娟、謝寶育、唐秀治、劉

文瑜、許嘉芬(古黃守廉代)、劉耕豪、賴盈如(李欣烜代)、譚賢明、

張國志、洪祥熙(邱婉如代)、程欣儀、李征衞、林彥亨、王國彬、

吳志峰、馬詠程、倪澤恩、文羽苹、溫秀英、張瑋真、盧能彬、王

賀白、邱紹玄、李榮宗、簡鴻宇、許瑾榕、黃品毓。【共 31 位】 
請    假：侯光華【1 位】 
列    席：楊鳳平組長、游玉芬代理組長、簡嘉君代理組長【3 位】 

紀錄：游玉芬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討論事項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一：修訂「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請審議。 
說  明：108學年度第2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因疫情以數位審議方式進行。有

關訂定「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提案，有委員建

議於第三點淘汰原則加入第(三)項:其他經館務會議決議無典藏價值

之館藏。涉及決策授權，提109學年第1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討論。 
決  議： 

1. 第五點加標題「數量限制」、第六點加標題「實施與修訂」。 

2. 修正文字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09年12月7日以網頁公告。> 

案由二：請了解本校教職員生出入林口長庚圖書館之適宜方式。 
說  明：林口長庚圖書館遷徙至該院綜合大樓C棟B1，該棟大樓出入採人臉辨

識登記管制，請協助了解本校教職員生進入該館使用資源之適宜方

式。 
決  議：本校圖書館透過林口長庚圖書館瞭解該院人臉辨識登記管制規範並

協調適宜方案後，盡速公告，並於109學年第2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

議報告。 
<執行情形：已於109年12月4日以網頁公告說明並列入本次會議工作報告。> 
  



- 2 - 

二、 已完成之工作 
(一) 充實館藏： 

1. 期刊與資料庫訂購：110 年訂購 241 種期刊與 31 種資料庫。 
2. 電子書採購： 

(1) 109 年度「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計採購 17 個平台共 8,592
種電子書。（附件一、P.7-8） 

(2) 109 學年度圖書館編列 130 萬元購置系所推薦電子書及課程指定用書

及參加中文電子書聯盟，已完成採購中文電子書 762 種、西文電子書

134 種，合計共 896 種，後續採購案進行中。 
3. 「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圖書館自民國 95 年開始，以三年為週期，學

院別為序，邀請出版社分別提供醫護、管理設計、工程領域教科書清

單，由各學院圖書諮詢委員及相關領域教師進行閱選後購置。109 年度

採購醫護類教科書(含電子)計 380 種，已入館 363 種(17 種無法供貨)。 
4. 購置「VR 無界博物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設備，主題為 20 組

故宮博物院精選特藏文物，帶領讀者細細端詳經典藝術作品。 
(二) 推廣服務： 

1. 研習攻略-圖書館資源利用秘笈課程：配合課程老師授課安排，介紹圖書

館研究資源及使用技巧，協助學生有效進行文獻蒐集及論文寫作。辦理

11 個系所計 28 小時，參與人數 749 人。 
2. 圖書館週（109 年 12 月）：以「閱讀‧角落」為主題，辦理「陪伴小物手

作」、「角落有你有我：閱讀推薦」、「心靈角落主題書展」等系列活動。

共有 30 位讀者參與製作陪伴小物－皮革鑰匙圈，及 30 位讀者分享圖書

館的美好角落與閱讀推薦。 
3. 校慶週（110 年 4 月）：以「愛‧傳遞」為主題，辦理「愛‧傳承：二手

書交換」、「愛‧傳遞：借閱送玫瑰」、「愛‧閱讀：公益心‧閱讀趣」主

題書單分享及接力」、「愛‧延續：愛心捐血」等系列活動。 
(1) 「愛‧傳承：二手書交換」活動，共 37 位讀者提供中文圖書 408 冊、

西文圖書 46 冊，合計 454 冊；25 位讀者領取中文圖書 162 冊、西文

圖書 6 冊，合計 168 冊。 
(2) 「愛‧延續：愛心捐血」活動，7 小時募得 104 袋熱血。 

4. FB 好書推推：為讓更多好書被讀者看見，每週二於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

發佈【好書推推】貼文，推薦各類經典好書；配合管理學院名人講座，

分享講者(禇士瑩先生)著作館藏清單。 
5. 完成編製二項資料庫使用說明影音版：Turnitin、工程資源大搜尋(IEEE 

Xplore 及 Engineering Village)。 
6. 109 年 11 月-110 年 4 月份舉辦資料庫與電子書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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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系統」試用(109.11.2-12.31)。 
(2) 「Knovel 互動式理工電子書工具資料庫」試用(110.4.8-5.15)。 
(3) 「McGraw-Hill Access Medicine 電子書資料庫」試用(110.4.15-6.14)。 
(4) 「ProQuest One Business 及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試

用(110.4.15-6.30)。 
7. 109 年 11 月-110 年 4 月份配合出版社舉辦資料庫與電子書使用推廣活動

有獎徵答： 
(1)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資料庫「事故研究分析」有獎徵答 (109.12.9-

12.20)。 
(2)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資料庫「人權」有獎徵答 (109.12.17-12.27)。 
(3)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資料庫「生物感測器與生物電子學」有獎徵答 

(110.3.24-4.5)。 
(4) ProQuest 資料庫「線上尋寶」有獎徵答 (110.3.25-5.31)。 
(5) Scopus 資料庫「給您不一樣的鳳梨」有獎徵答 (110.4.1-4.15)。 
(6)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資料庫「腦金碁轉玩」(110.4.13-5.24)。 
(7) Web of Science＆JCR 資料「都是天氣惹的禍」有獎徵答 (110.4.15-5.14)。 

(三) 學術研究服務： 

1. 機構典藏系統學者帳號與 ORCID 帳號串接推廣活動：推動本校教師註冊

ORCID 帳號並與機構典藏系統同步個人著作紀錄，截至 110 年 4 月 8 日

計 435 位專任教師/研究員，完成串接 363 人、完成率為 84%。 
2. 拓展本校學位論文成果國際能見度：完成 108 學年畢業學位論文上傳

OCLC 書目資料庫計 491 筆。 
(四)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三校圖書館策略聯盟： 

1. 三校第四次 udn 共建共享中文電子採購案，共採購 726 種。 
2. 合作進行「聯合知識庫」有奬徵答推廣活動(109.12.7-12.15)。 
3. 長庚科技大學購置與本校相同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Aleph)，經由軟硬體

架構串接，提升讀者跨館查找圖書資源之便利性。 
(五) 館際合作： 

1. NDDS(全國文獻服務傳遞系統)：109 年度補助申請費用計新台幣 1,882
元，各單位申請件數統計如下表： 

單位：件 
  醫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通識中心 行政/ 

研究單位 
總計 

教職員 42 0 0 5 3 50 
學生 12 3 4 0 0 19 
總計 54 3 4 8 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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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pidILL(國際文獻傳遞服務)：109 年度申請為免費。各單位申請件數統

計如下表： 
單位：件 

  醫學院 工學院 管理學院 通識中心 行政/ 
研究單位

總計 

教職員 460 72 48 10 30 620 
學生 330 13 145 0 0 488 
總計 790 85 193 10 30 1,108 

3. 公告 110 年度館際合作補助措施： 
(1) NDDS 全國文獻服務傳遞系統：專任教師於申請文獻時每人補助費用

500 元，研究生於申請文獻時每人補助申請文獻費用 230 元。 
(2) RapidILL 國際文獻傳遞服務：免費。 

(六) 行政作業： 
1. 依政府採購法，進行 110-111 年中文書、110-111 年西文書(亞洲版)採購

合約之招標案。 
2. 完成裝訂期刊、學位論文、參考書、圖書附件、視聽資料之盤點，並確

認資料與館藏紀錄的一致性。 
3. 圖書館簡訊：於 109 年 11 月出刊第 57 期、110 年 4 月出刊第 58 期。 
4. 增加設備：個人電腦 14 台、雙倍資料率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DR3 

SDRAM 提昇電腦效能、汰換視聽中心放映室之投影機 1 台。 
5. 資料減損：依據「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淘汰報銷要點」報銷 630 冊圖

書、29 件視聽資料，報銷量佔總館藏量 0.2%。 
6. 館舍空間管理：一樓往管院出口廳堂天花板粉刷工程、視聽資料室空調

冷水主機汰舊換新。 
7. 協助研發處完成 110 年研究評估系統(InCites、ESI、WOS-SSCI)採購案。 

(七) 林口長庚醫院圖書館出入作業調整說明： 
林口長庚醫院圖書館搬遷至該院綜合大樓 C 棟 B1 樓，配合該棟大樓出入

採「人臉辨識」登記管制： 

1. 於 109 年 12 月 4 日公告，單日入館登記方式：限登記當日有效，當日

不限次數進出。 
2. 因應本校人員多日入館需求，再擬訂長期入館登記方式：教職員以所

屬單位彙集、學生以班級為單位，統一填寫申請單由林口長庚醫院圖

書館處理建檔程序，登記後首次入館時持本校證件核對申請名單並拍

照建檔，詳細執行說明更新公布於網頁。 

三、進行中之工作 
(一) 充實館藏系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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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採購電子書：配合聯盟以聯合採購有

效降低採購成本，擴增圖書館電子中西文圖書館藏量，開始進行 110 年

中文、西文電子書之選購。 
2. 「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110 年度進行管理學類及通識中心專案，目前

已完成書單勾選，接續將進行採購程序。 
3. 持續充實中文圖書：109 學年中文圖書採購預算為新台幣 220 萬元，已

執行 151 萬餘元、購入逾 5,000 餘種圖書，將持續充實中文圖書館藏。 
4. 持續充實視聽資料：109 學年視聽資料採購預算為新台幣 150 萬元，已

執行 100 萬餘元、購入逾 236 件資料，館藏擴充持續進行。 
5. 111 年期刊與資料庫訂購準備作業：新、續訂調查作業於 110 年 2 月完

成，統計分析前兩年度使用量及預估訂購費。 
(二) 主題特展系列 

為了培養學生人文素養與學習風氣，圖書館於每學年推出一系列主題特

展，提供書籍與視聽資料展覽；同時為擴展與長庚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

學圖書館資源共享，本學年加入明志科技大學所籌畫之「正念書展」。

109 學年已進行主題有「正念書展」、與學務處合作「攝影趣」，圖書館週

「心靈角落」、「設計力」、「OpenBook 2020 年度好書」、校慶週「公益心.
閱讀趣」、陸續將進行主題有圖書館策展「樂作植栽」及與通識中心合作

「符號/文學/電影」。 
(三) 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三校圖書館策略聯盟 

1. 討論三校續辦共建共享「udn 電子書」、「聯合知識庫」、「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四) 持續維護機構典藏系統與相關資源鏈結 
1. 持續進行本校學者研究成果、校內教師及畢業校友著作徵集。 
2. 持續推動本校教師註冊 ORCID 帳號並與機構典藏系統同步個人著作紀

錄。 
(五) 行政作業 

1. 議訂三校與長庚醫療體系圖書館聯合採購合約：本館代表明志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與長庚醫療體系 6 院區圖書館簽訂西文期刊代理商統購

合約，進行前置作業中。 
2. 館舍空間管理：分區更新節能燈具、新增閱覽中心監視器主機與鏡頭設

備，及配合校園性別安全空間環境改善案增設監視器鏡頭。 
3. 圖書館遠端讀者認證系統建置、圖書館系統安全性憑證服務建置、文獻

傳遞服務系統擴充。 
4. 盤點科學人文區圖書。 

(六)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https://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109semesters/10909/web/positive/positive/positive.html
https://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109semesters/10910/photography/photography/photography.html
https://www.lib.cgu.edu.tw/news/LibraryWeek/109/web/web/index.html
https://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109semesters/10912/photography/photography.html
https://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openbook/openbook2021/books.html
https://www.lib.cgu.edu.tw/news/UAnniversary/110/web/web/index.html
https://www.lib.cgu.edu.tw/news/UAnniversary/110/web/we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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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空間清潔相關措施，配合秋冬防疫專案宣導入館佩戴口罩。 
參、 討論事項：無。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中午 12 時 50 分。 
 
 
 
  



- 7 - 

109 年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已採購入館清單 

西文電子書 
序

號 
名稱 收錄內容 

購置數量

(種) 
現況 

1 ABC-CLIO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會

學科。 
(2) 書籍主題有經濟學、語言學、社會學、

藝術..等學術性資料。

57 已開通

2 Bentham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醫學類。 
(2) 書籍主題有制藥、醫療、生物醫學…

等學術性資料。

21 已開通

3 Bloomsbury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會

學科。 
(2) 書籍主題有社會學、語言學、哲學、

人類..等學術性資料。

20 已開通

4 Cambridge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會

學科。 
(2) 書籍主題有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

藝術..等學術性資料。

156 已開通

5 Elsevier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於 Elsevier SDOS 平台使用。

566 已開通

6 IGP 

(1) 集合商平台，TAEBDC 選購科學技術

及人文社會學科。 
(2) 書籍主題有工程、科學、人文社會、

法律…等學術性資料。

211 已開通

7 InfoSci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書籍主題有教育學、統計、機械、眼

科、材料工程、政治學、經濟學、傳

播學..等學術性資料。

280 已開通

8 IOS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書籍主題有醫學、管理學、政治學、

經濟學、物理、統計、工程..等學術性

資料。 

14 已開通

9 Ovid 醫學 
(1) 集合商平台，TAEBDC 選購醫學科。 
(2) 書籍主題有醫學、護理學等學術性資

料。 
91 已開通

附件一 



- 8 - 

序

號 
名稱 收錄內容 

購置數量

(種) 
現況 

10 PeterLang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會

學科。 
(2) 書籍主題有經濟學、語言學、社會學、

藝術..等學術性資料。 

50 已開通

11 Springer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本館可使用版權年範圍：1997-2005、

2008-2012、2014-2020 
(3) 另長庚大學自購有：2013 版權年及

Palgrave 2015 版權年。

4,863 已開通

12 Taylor & Francis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科學技術

及人文社會學科。 
(2) 書籍主題有政治、法律、經濟、材料

工程、化學..等學術資料。

389 已開通

13 Wiley 電子百科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科學技術

及人文社會學科電子百科。 
(2) 書籍主題有社會、心理、化學、材料

工程..等。

7 已開通

14 World Scientific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書籍主題有醫學、管理學、政治學、

經濟學、物理、統計、工程…等學術

性資料。

120 已開通

 合計 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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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電子書 

序

號 
名稱 收錄內容 

購置數量

(種) 
現況 

1 HyRead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書籍主題有人文社會、文學、語言、財

經、設計、科技、電腦、休閒..等資料。 
944 已開通 

2 iRead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書籍主題有人文社會、文學、語言、財

經、設計、科技、電腦、休閒..等資料。 
460 已開通 

3 udn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全學科。 
(2) 書籍主題有人文社會、文學、語言、財

經、設計、科技、電腦、休閒..等資料。 
343 已開通 

 合計  1,747 

(統計截止日期：11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