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九十八年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貳、 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參、 主    席：溫秀英館長 
肆、 出    席：如附名單 
伍、 記    錄：黃恬儀 

 
陸、 工作報告： 
一、 宣讀上次討論事項決議執行情形 
案  由：擬推舉本學年度書刊資料審查委員代表四名，提會討論。 
決  議：本學年推舉四類組審查委員代表如下：醫學類為醫放系王俊杰老師、

工學類為生化生醫所賴瑞陽老師、管理學類為資管系吳文傑老師及通識

類通識中心王賀白老師。 
<執行情形：本學年之採購之資料已依學院分由此四位審查委員代表進行審核。> 

案  由：針對圖書館建議老師宣導研究生於碩博士論文系統上同時建立中英文

摘要、關鍵字及老師姓名 (正確英文拼音) 等，以指導教授的立場建議

圖書館將必要資訊填寫之要求列入畢業離校程序加以審核控制。(基礎

醫學科郭敏玲老師) 
圖書館說明：圖書館將會先於系統上設定這些欄位為必備欄，必須填寫資料後

方能完成上傳論文。至於所填寫之資料內容理應同於紙本論文，故請老

師於審核紙本論文時同時確認資料填寫正確。 
<執行情形：針對老師英文姓名部分，已發函各研究所秘書請其協助與老師確認

正確拼法以建立老師英文姓名之權威檔。> 

二、 已完成之工作 
(一) 97 年度（97 年 1 月至 12 月）館務統計報告(附件一)：  

1. 經費：整體資料經費成長達 3.9%，個別資料類型經費成長比例為視聽

31.4%、期刊 4%、資料庫及連線電子期刊 2.2%。圖書資料中雖增加西

文電子書 239 萬餘元，但 97 年 1-5 月中文採編人力減半及 9 月啟用資料

推薦系統並調整核簽程序所致，圖書資料經費下降 6%。 
2. 資料使用量：整體資料使用量成長 8.7%，個別資料類型使用成長比例

為：圖書 55%，主因為 97 年度新增西文電子書 18,000 餘冊，其使用量

佔圖書總使用之 26%，提昇了圖書資料整體使用量的成長、資料庫 7.2%
（統計方式採用標準化的 COUNTER 統計，書目性資料庫採用連線次

數、全文資料庫則採用下載全文篇數）及連線電子期刊 1.9%。而紙本期

刊使用次數下降 74.8%，因自 96 年 8 月份起停止統計中文期刊使用次

數，另視聽資料亦下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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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採購電子書：請經由 iPAC 館藏 或 全文資料 
(SFX)(期刊 +電子書) 查詢，或由資料庫首頁連線使用電子書。 

聯盟為由臺灣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於 96 年 7 月發起成立，其宗旨

為「希望藉由聯合採購有效降低採購成本，擴增各館電子西文圖書館藏

量，以提昇各校教學與研究品質。 聯盟初步規劃每年採購一萬冊以上之

西文學術電子書，購入館藏為聯盟會員館共同擁有。」97 年度採購 15,926
種電子書，98 年度已確認採購之電子書列表如下： 

名稱 購置數量 現況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OSO) 2008-2009 734 種 已開放使用 

NetLibrary 電子書- Education/Psychology 
collection 

236 種 已開放使用 

OVID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Medical 
Collection 

343 種 待開放中 

Cambridge eBook collections（1997-2008 年） 1679 種 待開放中 

Springer 2009 版權年（贈 2003、2004 版權年） 待確認 招標中 

總計 2,992 種  

(三) 圖書館推廣服務舉行系列活動： 
1. 「圖書館新生導覽課後有獎徵答」（11.3-11.14）：為鼓勵新生參加導覽並確認

學習成果，舉辦「尋找圖書館達人」基礎篇（大一新生）及進階篇（研一

新生）有獎徵答活動。 
2. 圖書館週活動（12.1-12.31）：內容包括「書中的網路社團」、「知識與時

事-有獎徵答」「如何高效率成就論文-SCOPUS 資料庫講習」及「97 年長

庚借閱 5 顆星」等活動。 
3. Scopus「誰引用我文章」有獎徵答（3.18-3.31）。 
4. 研究生專屬講習「如何高效率成就論文研究 及 如何管理論文參考資料」

（ 4.1-4.30）：於  2 小時的課程中介紹研究所生涯中必備的工具 
Scopus、Endnote 及 博碩士論文上傳系統，共計舉辦 14 場。 

5. 校慶週活動（4.1-4.30）內容包括「主題書展：永懷長者－王永慶先生」 、 
「推薦王」及「知識賓果王」 

(四) 主題特展系列：為了培養學生人文素養與學習風氣所展開一系列的主題特

展，每個月針對一主題推出書籍與視聽資料展覽。本學年為落實校園全人

教育、輔助校園社團活動，主題特展與學校社團進行聯展，展覽包括「藝

術」、「人文」與「自然」三大主軸。聯展社團包括藝術類之電影社、攝影

社與美工社；人文類之咖啡社、僑友會 (各僑居地之人文介紹) 以及國醫

社；自然類則包括綠野社、登山社與狗醫師社。展出時間資料陳列於科學

人文專區 

議程 - 2 - 

http://webpac.cgu.edu.tw:81/ipac20/ipac.jsp?profile=cgul
http://webpac.cgu.edu.tw:81/ipac20/ipac.jsp?profile=cgul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meta.cgu.edu.tw:3210/sfx_cgu3/cgi/core/citation-linker.cgi?rft.genre=book
http://www.lib.cgu.edu.tw/flylink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9/03/scopus-iphone.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9/03/scopus-iphone.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9/03/scopus-iphone.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9/03/scopus-iphone.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09/03/scopus-iphone.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五) 97 年全校低使用期刊（附件二）：本清單同時將會在 6 月發函開辦期刊訂購

通知時提供給各介購單位參考。 

(六) 建立推薦購買資料系統：97 年 9 月 16 日公告上線啟用，至 98 年 4 月已有

710 餘位讀者上線登入系統，且已建立超過 6,000 餘筆推薦資料。各系所推

薦現況如附件三。 

 

三、 進行中之工作 

(一)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採購電子書：配合聯盟以聯合採購有效降低採購

成本，擴增圖書館電子西文圖書館藏量。 

(二) 期刊及資料庫 2010 年新、續訂工作將於 6 月份開辦。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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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年開始以三年為一週期，區分

為醫護學類、管理設計學類及工程學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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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將進行第二輪次的醫護學類教科書採

購，目前已完成清單勾選共勾選 276 種，約 83 萬元，已進行下訂、採購作

業。各單位推薦種數如附件四。 
(四) 推動「中文館藏中長期改善計劃」：自 95 年度起將提升年度經費與採購量

以推動改善計劃，97 年度已採購 162 萬餘元與 5,000 餘冊後，仍持續進行

以穩定充實中文圖書館藏。 

(五) 館藏空間規劃：規劃如下 
1. 地下二樓早期資料區：已完成空調及監視器安裝等工程，於 3.16 開放讀

者直接取用資料。 
2. 四樓西文圖書區：寒假期間已完成將三樓之西文圖書搬運至四樓。 
3. 三樓中文圖書區：西文圖書挪至四樓後空出之部分書架，於學期中逐步

利用這些書架進行疏散放置中文圖書。 

(六) Library Web2.0：建購符合 Web2.0 的館藏查詢系統，提供更簡易使用但功

能更豐富的查詢畫面、更完整的書籍資料包括書影與內容介紹等。讀者可

針對書籍進行評論、給予標籤（tagging）與建立個人收藏等。目前已完成

訂購，廠商進行系統分析、程式撰寫中。 

(七) 博碩士論文數位典藏回溯計劃：98 年 2 月開始回溯 95 學年度之前之學位論

文，已完成數位化 555 冊，預定於五年內完成所有本校之學位論文。回溯

資料預計於 6 月將移轉至新採購之電腦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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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臨時動議： 
案由一： 

1. 建議學校能夠加入（購買）ISI Web of Knowledge subscription database.。 
2. 建議學校能夠購買 paper 被其他 SCI 期刊 cite 的次數統計資料庫(資工

系陳仁暉老師) 
說明： 

1. ISI 提供一種方便追蹤個人在 published journal of conference paper 被引

用的情況，並提供方便的 Researcher ID 方式放於個人網頁，以供其他

人參考及 maintain 最近之資料。 
2.此一功能在許多的學校皆有如台大、清華、成大等。 

圖書館說明： 
1. 圖書館現已提供一個相同於 ISI Web of Knowledge 功能的資料庫

Scopus。Scopus 同樣提供以 citation 查詢相關資料與資料被引用的次

數。 
2. 長庚醫院林口圖書館已訂購 ISI Web of Knowledge 中之 SCI（1991-），

亦可前往使用。 
3. 推薦購買資料庫歡迎連線至「推薦購買資料」系統推薦。 

案由二：圖書館發送學生逾期通知單給予導師，導師應如何處理此通知單（醫

學系張淑卿老師） 
圖書館說明：圖書館對借閱資料到期前二天發送到期提醒通知單、逾期後發送

逾期通知單，皆是以電子郵件方式自動送至借書人的電子信箱。經過

五次的電子郵件通知後若學生仍未歸還書籍，則圖書館會列印紙本通

知單至系上，希望能透過更多的管道提醒學生歸還資料，以避免累計

過多的罰款或影響註冊的權利。 

 
捌、 散會 
 

http://recmd.lib.cgu.edu.tw:8080/RAMS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