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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間：1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點：第一醫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席：王惠玄代理館長
席：王齡玉、邱亞芳、劉懿璇、顏秀娟、謝寶育、劉文瑜、許嘉芬、劉
耕豪、賴盈如、譚賢明、張國志、程欣儀(簡玉惠代)、李征衛、侯
光華、林彥亨(詹子賢代)、王國彬、吳志峰、馬詠程、倪澤恩、文
羽苹、溫秀英、盧能彬、王賀白、邱紹玄、李榮宗、簡鴻宇、許瑾
榕、黃品毓。【共 28 位】
假：林雅萍、唐秀治、洪祥熙、張瑋真【共 4 位】
席：楊鳳平組長、游玉芬代理組長、簡嘉君代理組長、江秀貞專員【共
4 位】
紀錄：簡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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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明志科技大學人員借閱長庚大學圖書館藏作業要點」，請審議。
說 明：為提供明志科技大學人員借閱需求，訂定借閱要點。
決 議：修正文字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09年7月30日以網頁公告。>
案由二：訂定「長庚大學非編制人員圖書館藏借閱作業要點」
，請審議。
說 明：簡化「長庚大學兼任教師使用圖書館資源要點」
、
「長庚大學退休教職
員工借閱本校圖書資料作業要點」
、
「支援行政及教學事務之非本校正
式人員使用圖書館資源辦法」
、
「長庚大學準研究生借閱本校圖書管理
辦法」
、
「長庚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借閱本校圖書資料作業要點」
、
「長
庚大學境外短期交流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要點」6個借閱要點與辦
法。
決 議：修正文字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09年7月30日以網頁公告。>
案由三：訂定「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
，請審議。
說 明：為使館藏資料淘汰有所依據，訂定淘汰報銷要點。
決 議：委員建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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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涉及決策授權，擬提下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本次
會議依原提案文字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09年7月30日以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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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完成之工作
(一) 108 學年度圖書館經費決算：108 學年度決算，不含人事費用合計 8,758
萬餘元。其中書刊資料經費為 7,840 萬餘元，各資料經費占比分別為資料
庫 75%、圖書(含電子書)10%、期刊 13%、視聽 2%。各類資料的學院別購
置比率和近五年經費比較表(如附件一，P.7)
(二) 完成書刊資料審查委員的票選
109 學年各學院書刊資料審查代表經票選：醫學院為生物醫學系譚賢明老
師；工學院為機械工程學系侯光華老師；管理學院為醫務管理學系文羽
苹老師；通識類為通識中心王賀白老師。
(三) 充實館藏
1. 期刊與資料庫訂購
110 年期刊與資料庫訂購作業於本年 1 月開始進行調查與整理，8 月完成
校內審核作業。共計核准訂購期刊 241 種，預估總訂費約為新台幣 1,022
萬餘元。資料庫 31 種，預估總訂費約為新台幣 6,112 萬餘元。
2. 電子書採購：
(1) 109 年度「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已開通可使用共 7,067 種電
子書。
（附件二、P.8-9）
(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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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採購中文電子書 2,754 種(含三校第二次共建共享 udn 電子書及
HyRead 大學聯盟共建共享)、西文電子書 141 種，讀者可透過館藏目
錄查詢上線使用。
3. 「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
：為穩定提供教學需要的西文圖書資料，圖書館
辦理「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此專案計畫自民國 95 年開始，以三年為
一週期，醫護學類、管理設計學類及工程學類為順序，由各系所教師進
行閱選後，逐年增購一個學院類別的教科書。109 年度進行第五輪的醫學
類教科書採購作業，完成系所選購計 380 種(紙本 199 種、電子 181 種)。
4. 持續充實中文圖書：108 學年度中文圖書採購新台幣 219 萬餘元共 7,075
冊。
5. 持續充實視聽資料：108 學年度視聽資料採購新台幣 151 餘萬元共 360
件。
(四) 推廣服務
1. 新進人員圖書館資源利用指導：於暑期針對新進人員(研究生、研究助理
等)進行介紹，內容包括圖書館服務、研究資源(資料庫、電子期刊介紹)、
文章引撰工具介紹(EndNote、Turnitin)，共計舉辦 2 場 30 人參加。
2. 大學部新生圖書館導覽活動：本學年配合學務處初升日記活動進行圖書
館簡介及說明，搭配圖書館「環境篇」及「資源篇」二部影片，讓新生
們觀看參與「長大人」闖關活動，計 43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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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所新生圖書館資源利用推廣活動：以授課方式介紹圖書館研究資源
及使用技巧，協助研究生有效進行文獻蒐集及論文寫作，內容包括：圖
書館服務說明、依學科別介紹重要電子資源操作技巧、文獻取得方法，
以及介紹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Turnitin 原創性比對系統，並於課後辦
理線上有獎徵答活動。共舉辦 9 場 103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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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考畢詴題收藏展示：將 109 學年研究所考畢詴題收錄於機構典藏系統。
6. 109 年 6 月-10 月份舉辦資料庫與電子書詴用：
(1) 「元照電子書」、
「Man’Du 漫讀電子書」詴用(109.9.14-10.31)
(2) 「Grolier Online 葛羅里百科全書資料庫」詴用(109.10.19-12.6)
(3)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系統」詴用(109.11.2-12.31)
7. 109 年 6 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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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有獎徵答 (109.6.1-6.14)
(2)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天下王者之爭」有獎徵答 (109.9.11-11.30)
(3)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萬方開學賞」有獎徵答(109.9.14-10.31)
(4) Elsevier ScienceDirect 資 料 庫 「 能 源 與 燃 燒 科 學 」 有 獎 徵 答
(109.9.26-10.23)
(5) Ei Compendex 資 料 庫 「 Go Share, Go for More 」 有 獎 徵 答
(109.9.28-10.31)
(6) 「e 起 Fun 心讀.數碼保平安」電子書推廣活動 (109.10.8-11.8)
(7) ACS 電 子 期 刊 資 料 庫 「 More than chemistry 」 有 獎 徵 答
(109.10.5-11.29)
(8) Scopus 資料庫「資料隱私」有獎徵答 (109.10.8-11.6)
(9) Walking Library 電 子 雜 誌 資 料 庫 「 看 雜 誌 ， 答 題 得 獎
金」 )109.10.19-12.13)
(10)物 理 推 動 中 心 AIP 聯 盟 「 物 理 幫 幫 PRPC AIP 」 有 獎 徵 答
(109.10.19-11.30)
(11)WOS & JCR 資料庫「記憶拼圖-尋找感官中的記憶」有獎徵答
(109.10.23-12.4)
(五) 學術研究服務：
1. 本校加入 MDPI(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出版社
IOAP(Institutional Open Access Program) 計畫，師生投稿享有文章處
理費 APC(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折扣。訊息刊登網頁並於 9 月 29 日透
過【長庚大學公告系統】發送 email 致全校教職員生，專稿刊登於本校第
182 期校訊: https://enews.cgu.edu.tw/p/406-1043-79826,r989.php?Lang=zh-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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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0 月 27
日計 432 位專任教師/研究員，完成串接 366 人、完成率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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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功能：配合研發處研究成果登錄系統所需，增加
轉入本校學者投稿論文收錄於 Ei compendex 資料庫資料及利用 ORCID ID
自動認領學者資料等功能。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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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質知識漂：地熱與溫泉」主題書展(109.5.25-6.7)。
2. 會議辦理：109 年度合作會一場、工作討論會一場。
3. 辦理輪展「正念」主題書展(109.9.24-10.14)
(七) 行政作業
1. 議訂企業內校院區圖書館聯合採購合約：本館代表企業內八校院區完成
簽訂 109-111 年外文期刊統購合約。
2. 完成館員用書、教師指定用書、中文圖書、視聽資料之盤點，並確認資
料與館藏紀錄的一致性。
3. 完成 109 年 1 到 6 月份期刊使用/動用率調查，已回饋各院系所。
4. 增加設備：個人電腦 15 台，其中 14 台放置於 1 樓資訊檢索教室供講習
與檢索查詢使用；1 台放置於 1 樓公用區供掃描與檢索查詢使用。
5. 協助完成研發處請購研究評估系統(InCites、ESI、WOS-SSCI)採購案。
三、進行中之工作
(一) 圖書館推廣舉行系列活動：將於 12 月配合全國性圖書館週，以「閱讀‧
角落」為主題進行活動，規劃「心靈角落」主題館藏資料展示，以寓教
於樂的方式進行手作課程製作陪伴小夥伴，利用手作與閱讀的搭配進而
達到身心靈成長的作用。
(二) 充實館藏系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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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 109 年
中文、西文電子書之驗收。
2. 「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
：第五輪的教科書採購作業，110 年度將進行管
理學類專案。
3. 持續充實中文圖書：109 學年度中文圖書採購預算為新台幣 220 萬元。
4. 持續充實視聽資料：109 學年度視聽資料採購預算為新台幣 150 萬元。
5. 持續充實中文、西文電子書：109 學年編列學校款經常門及獎補助款預算
共 130 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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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將進
行主題有「心靈角落」
、
「設計力」
、
「OpenBook 2020 年度好書」
、校慶週
「公益心.閱讀趣」
、圖書館策展「樂作植栽」及與通識中心合作「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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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電影」
，展出時間資料陳列於科學人文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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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進行中。
2. 109 學年三校續辦共建共享「udn 電子書」
、
「聯合知識庫」
、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3. 合作進行「聯合知識庫」有奬徵答推廣活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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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行政作業
1. 圖書館簡訊：於 11 月出刊發行第 57 期。
2. 為符合政府採購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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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採購電子資源與遠端讀者認證系統升級、個人電腦、擴充文獻傳遞服務
系統…等。
4. 盤點裝訂期刊、學位論文。
(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持續進行空間清潔相關措施。
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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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9 年 5 月 25 日以傳簽審議
「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
，
其中委員建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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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涉及決策授權，提本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討論。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
一、 經投票表決(同意：21 票)授權圖書館館務會議決議，將未明確規範於淘
汰原則第(一)、(二)項，但無典藏價值之館藏予以淘汰。
二、 第五條加「數量限制」標題、第六條加「實施與修訂」標題。
三、 修正後條文對照表及全文詳如附件三、P.10-11。
肆、 臨時動議：
案由：請了解本校教職員生出入林口長庚圖書館之適宜方式。（提案人：呼治
系賴盈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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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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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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圖書館網頁進行公告，並於下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進
行工作報告。
伍、 散會：下午 1 點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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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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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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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數量
(種)

名稱

收錄內容

現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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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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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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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已開通

4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學科。
Cambridge (2) 書籍主題有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藝
術..等學術性資料。

127 已開通

5

PeterLang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學科。
(2) 書籍主題有經濟學、語言學、社會學、藝
術..等學術性資料。

32 已開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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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已開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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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已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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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已開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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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購置數量
(種)

名稱

收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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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已開通

ABC-CLIO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學科。
(2) 書籍主題有經濟學、語言學、社會學、藝
術..等學術性資料。

38 已開通

(1) 出版社平台，TAEBDC 選購人文社學科。
11 Bloomsbury (2) 書籍主題有社會學、語言學、哲學、人類..
等學術性資料。

13 已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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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已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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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已開通

9

10

12

13

合計

現況

6,085

中文電子書
序
號

名稱

1

HyRead

2

iRead

3

udn

收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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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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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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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購置數量
(種)

576 已開通

209 已開通

197 已開通
982

(統計截止日期：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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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附件三
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
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三、淘汰原則
(一)通則
1. 缺頁、損毀至不堪使用或無法
修補裝訂者。
2. 讀者借閱遺失後無法購得原資
料者。
3. 經本館盤點三次以上未尋獲
者。
4. 資料內容經發現違反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規者。
5. 資料主體已淘汰之附件。
(二)個別類型資料淘汰原則
1. 圖書
(1) 複本圖書、館藏超過三個版
本(含)以上之舊版圖書或具
有永久使用權電子書之紙
本圖書，且近三年無借閱紀
錄者。課程用書除外。
(2) 出版超過五年(含)以上電腦
類圖書。
2. 期刊
(1) 館藏卷期已完整裝訂後之
複本。
(2) 具有永久使用權電子資源
之紙本期刊。
3. 視聽資料
資料載體已無相關設備可使用
者。
(三)其他經館務會議決議無典藏價
值之館藏。
五、數量限制
本館每年所報銷館藏數量依圖
書館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超過
總館藏量百分之三。
六、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現行條文
三、淘汰原則
(一)通則
1. 缺頁、損毀至不堪使用或無法
修補裝訂者。
2. 讀者借閱遺失後無法購得原資
料者。
3. 經本館盤點三次以上未尋獲
者。
4. 資料內容經發現違反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規者。
5. 資料主體已淘汰之附件。
(二)個別類型資料淘汰原則
1. 圖書
(1) 複本圖書、館藏超過三個版
本(含)以上之舊版圖書或具
有永久使用權電子書之紙
本圖書，且近三年無借閱紀
錄者。課程用書除外。
(2) 出版超過五年(含)以上電腦
類圖書。
2. 期刊
(1) 館藏卷期已完整裝訂後之
複本。
(2) 具有永久使用權電子資源
之紙本期刊。
3. 視聽資料
資料載體已無相關設備可使用
者。

說明
109年5月
25日以傳
簽審議「長
庚大學圖
書館館藏
資料淘汰
報銷要
點」，其中
委員建議
增列。

五、本館每年所報銷館藏數量依圖書 增列標題。
館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超過總館
藏量百分之三。
六、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通過， 增列標題。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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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長庚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
一、宗旨
長庚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有效運用館舍空間，訂定「長庚大學圖
書館館藏資料淘汰報銷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淘汰範圍
印刷資料(含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等；經館務會議決議有特殊典藏價值
之館藏(如羅慧夫醫師藏書、本校教師著作、台塑關係企業著作等)除外。
三、淘汰原則
(一) 通則
1. 缺頁、損毀至不堪使用或無法修補裝訂者。
2. 讀者借閱遺失後無法購得原資料者。
3. 經本館盤點三次以上未尋獲者。
4. 資料內容經發現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者。
5. 資料主體已淘汰之附件。
(二) 個別類型資料淘汰原則
1. 圖書
(1) 複本圖書、館藏超過三個版本(含)以上之舊版圖書或具有永久
使用權電子書之紙本圖書，且近三年無借閱紀錄者。課程用書
除外。
(2) 出版超過五年(含)以上電腦類圖書。
2. 期刊
(1) 館藏卷期已完整裝訂後之複本。
(2) 具有永久使用權電子資源之紙本期刊。
3. 視聽資料
資料載體已無相關設備可使用者。
(三) 其他經館務會議決議無典藏價值之館藏。
四、報銷呈核
依年度盤點清查作業，列出淘汰館藏清冊，陳報校長核准後，辦理後續館
藏報銷作業。
五、數量限制
本館每年所報銷館藏數量依圖書館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超過總館藏量百
分之三。
六、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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