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0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0月6日中午12:10 

地點：Webex線上會議 

主持人：曾育民副校長                                     紀錄:杜祥媺 

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貳、 報告事項: 

案由:囿於電子資源每年漲幅不斷且本校經費有限，衡酌本校訂購電子資源使用

狀況及調查各校電子資源訂購金額，本校實有調整訂購電子資源之必要。 

說明: 

一、本校 110年電子資料庫共計 33種，訂購金額新台幣 18,374,284元；電子

期刊共計 255 刊，訂購金額新台幣 10,464,985 元；110 年電子資源訂購

總計新台幣 28,839,269元。 

二、依本校訂購電子資源型態區分為未綁刊電子期刊、綁刊電子期刊暨資料庫

及未綁刊資料庫三大部分探討分析。 

附件: 

一、110年各校電子資源經費彙整。(p.1) 

二、110年本校電子資源訂購總覽。(p.2) 

三、本校訂購電子資源型態區分說明。(p.3) 

四、本校訂購科技部綁刊電子期刊聯盟模式說明。(p.4) 

五、四大平台綁刊電子期刊暨資料庫模式說明。(p.5) 

六、本校訂購資料庫總覽。(p.6) 

決定:備查。 

 

參、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案由:本校 111年未綁刊電子期刊刪訂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10 年訂購未綁刊電子期刊共計 74 刊，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2,535,873元。 

二、依據各期刊 109 年單次下載成本高於單篇購買價格者共計 54 刊，110 年

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1,916,364元。 

三、各期刊 109 年下載量 10 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篇購買價格大於 2

以上者共計 44刊，110年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1,357,490元。 

四、節省經費: 各期刊 109年下載量 10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篇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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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大於 2以上者共計 44刊，110年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1,357,490元，

擬建議於 111年刪除訂購。 

五、配套措施: 

(一)以館際合作方式申請他館複印所需資料替代刪訂之期刊下載需求，其

費用由本校支應。 

(二)刪訂之期刊凡本校有訂購年度(詳見本校圖書館資源探索服務各期刊清

單全文收錄年代)，仍依照現有使用方式檢索下載不受影響。 

(三)教師可利用其研究計畫中相關經費項目核銷各期刊網路平台單篇下載費

用。 

附件: 

一、本校未綁刊電子期刊使用統計。(p.7-p.10) 

二、本校未綁刊電子期刊 109年單次下載成本高於單篇購買價格清單。(p.11-

p.13) 

三、本校未綁刊電子期刊 109 年下載量 10 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篇購

買價格大於 2以上清單。(p.14-p.15) 

擬辦:依會議決議內容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 

一、 各期刊 109 年下載量 10 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篇購買價格大於 2

以上者共計 44刊，110年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1,357,490元，決議自 111

年起刪除訂購。 

二、 刪訂之期刊下載需求，請本校師生就說明五配套措施，依使用習慣選擇使

用之。 

 

討論事項(二) 

案由:本校 111年科技部綁刊電子期刊聯盟刪訂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科技部綁刊電子期刊聯盟 110 年共計訂購 18 刊，訂購金額計新台幣

1,177,041元。 

二、科技部綁刊電子期刊聯盟僅 APS(美國物理學會電子期刊)、IOP(英國物理

學會電子期刊)、OSA(美國光學學會電子期刊)111年已無綁訂購期間合約

限制，依其 109年使用成本分析，探討 111年訂購方式。 

三、節省經費: 

(一)AMS 美國數學學會綁刊電子期刊約每年 1 月調查次年度訂購意願，本校

已回覆 111年續訂，112年擬建議不續訂，110年訂購金額新台幣 85,741

元。 

(二)物理推動中心綁刊電子期刊擬建議 111 年刪除訂購 Phys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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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APS)、Physics Education(IOP)、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IOP)及 Optics Letters(OSA)等 4刊，110年訂

購金額為新台幣 239,606元。 

四、配套措施: 

(一) AMS 美國數學學會綁刊電子期刊刪訂期刊下載需求，以科技部數學推動

中心所提供免付費館際合作替代，凡於上班日早上 9:00-下午 5:00於系

統提出期刊下載複印需求者，於受理申請後四小時內，email 回覆檔案

至申請人所屬單位圖書館，並同時 email通知申請人至該單位圖書館領

取紙本複印資料，當日下午 4:00後申請單，會於隔上班日回覆。 

(二) 物理推動中心綁刊電子期刊因仍保留部分期刊繼續訂購，不影響本校聯

盟會員資格，凡聯盟訂購之期刊本校仍有使用權，刪訂期刊下載需求仍

依照現有使用方式，且使用權益完全不受影響。 

附件: 

一、 本校訂購科技部聯盟綁刊電子期刊總覽。(p.16) 

二、 物推聯盟 APS、IOP及 OSA所有期刊使用成本分析。(p.17) 

三、 科技部聯盟電子期刊聯盟訂購模式替代方案。(p.18) 

擬辦:依會議決議內容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 

一、AMS美國數學學會綁刊電子期刊，110年訂購金額新台幣 85,741元，決議

自 112年起不再續訂。 

二、物理推動中心綁刊電子期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APS)、Physics 

Education(IOP) 、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 

(IOP)及 Optics Letters(OSA)等 4刊，110年訂購金額為新台幣 239,606

元，決議自 111年起刪除訂購。 

三、 AMS 美國數學學會綁刊電子期刊，刪訂之期刊下載需求，請本校師生依說

明四(一)配套措施申請；物理推動中心刪訂期刊下載需求，依說明四(二)

仍依照現有使用方式，且使用權益完全不受影響。 

 

討論事項(三) 

案由:本校 111年 Wiley綁刊電子期刊暨資料庫刪訂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Wiley綁刊電子期刊 110年訂購計 54刊，訂購金額新台幣 1,529,312元，

加計 FULL Collection(理工科技類套裝+人文社會科學類套裝)附加期刊

暨 Wiley 資料庫模式，訂購金額新台幣 1,089,823 元，總計 Wiley 綁刊

電子期刊暨資料庫訂購總金額新台幣 2,619,135元。 

二、節省經費:Wiley電子期刊暨資料庫，擬建議變更附加期刊訂購模式，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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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 SSH Collection(人文社會科學套裝)附加期刊；刪除訂購 STM 

Collection(理工科技類科套裝) 附加期刊，依 110年牌告定價約新台幣

56萬元。 

三、刪訂期刊下載需求配套措施: 

1. 2021 年以前之期刊:凡本校有訂購年度(2010~2021)，仍依照現有使用方

式檢索下載不受影響。 

2. 2022年以後之期刊:  

(1)以館際合作方式申請他館複印所需資料替代之，其費用由本校支應。 

(2)教師可利用其研究計畫中相關經費項目核銷各期刊網路平台單篇下載

費用。 

附件: 

一、各校 Wiley訂購模式調查。(p.19) 

二、Wiley電子期刊訂購模式替代方案。(p.20) 

三、Wiley綁刊電子期刊使用成本分析。(p.21~p.23) 

擬辦: 依會議決議內容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 

一、 Wiley電子期刊暨資料庫，決議自 111年起變更附加期刊訂購模式如下: 

(一)STM Collection(理工科技類科套裝) 附加期刊，依 110年牌告定價約

新台幣 56萬元，決議自 111年起刪除訂購 

(二)決議111年仍保留訂購SSH Collection(人文社會科學套裝)附加期刊。 

二、 刪訂期刊下載需求，請本校師生就說明三配套措施，依使用習慣選擇使用

之。 

 

討論事項(四) 

案由:本校 111年 Sage綁刊電子期刊暨資料庫刪訂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Sage綁刊電子期刊 110年訂購計 38刊，訂購金額新台幣 872,461元，加

計 Sage附加期刊暨資料庫訂購金額 914,666元，總計 Sage綁刊電子期刊

暨資料庫訂購金額 1,787,127元。 

二、節省經費:Sage電子期刊暨資料庫，擬建議 111年訂購模式改為單刊訂購

電子期刊；不再訂購附加期刊暨資料庫，並刪除訂購 109年綁刊電子期刊

中下載量低於 10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篇購買價格大於 2以上者，

共計 11刊，加計附加期刊暨資料庫 110年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1,224,340

元。 

三、刪訂期刊下載需求配套措施: 

(一)2021 年以前之期刊:凡本校有訂購年度，仍依照現有使用方式檢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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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響。 

(二)2022年以後之期刊:  

1.以館際合作方式申請他館複印所需資料替代之，其費用由本校支應。 

2.教師可利用其研究計畫中相關經費項目核銷各期刊網路平台單篇下載費

用。 

擬辦: 依會議決議內容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附件: 

一、各校 Sage訂購模式調查。(p.24) 

二、Sage電子期刊訂購模式替代方案。(p.25) 

三、Sage綁刊電子期刊使用成本分析。(p.26~p.27) 

四、Sage 綁刊電子期刊 109 年下載量小於 10 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

篇購買價格大於 2以上清單。(p.28) 

 

決議: 

一、 Sage電子期刊暨資料庫，決議改為單刊訂購，109年綁刊電子期刊中下載

量低於 10 次以下且單次下載成本除以單篇購買價格大於 2 以上者，共計

11刊，加計附加期刊暨資料庫，110年訂購金額總計新台幣 1,224,340元，

決議自 111年起刪除訂購。 

二、 刪訂期刊下載需求，請本校師生就說明三配套措施，依使用習慣選擇替代

之。 

 

討論事項(五) 

案由:本校 111年未綁刊資料庫刪訂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10年訂購未綁刊資料庫共計 29種，訂購金額總新台幣 14,274,309

元。 

二、考量各電子資料庫性質及涵蓋領域廣度不一，故依資料庫屬性區分如下並

分析之: 

(一) 全文類型資料庫:分析其 108、109年單篇下載成本。 

(二) 非全文類型資料庫: 去除 EDS base index集中索引資料庫、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等 3個屬於全校共通性必需型

資料庫外，其餘資料庫分析其 108、109年單次檢索成本。 

擬辦:請各推薦學院審視其所屬系所推薦資料庫下載使用情形，是否仍有續訂必

要。  

附件: 

一、全文類型資料庫使用成本分析。(p.29~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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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全文類型資料庫使用成本分析。(p.31) 

三、全校共通需求類型資料庫使用成本分析。(p.32) 

決議: 未綁刊資料庫共計 29種，決議 111年全數續訂。 

 

討論事項(六) 

案由: 圖書與資訊處讀者服務組提修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

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提高空間使用之周轉率，活化空間利用率，修訂原條文中借期相關之條

文內容。 

二、增加當日申請借用之詳細說明。 

三、為因應讀者需求及使用狀況，期能適時即時調整場地管理方式，擬請授權

爾後本規則經本處處務會議通過即可施行。 

四、為與本處另一規定「場地借用申請注意事項」，保持位階一致，原「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更名為「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借用申請注意事項」。 

五、擬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草案相關內容，

請參閱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辦:討論通過後，即進行研究小間管理系統之修改，俟完成後公告施行。 

附件: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

照表）。(p.33)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修正後條文）。

(p.34)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規則（現行條文）。

(p.35)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七) 

案由:圖書與資訊處採編暨綜合業務組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

館電子資源薦購作業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本校師生因教學與研究所需之電子資源薦購作業能有明確依據，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電子資源，包含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期刊。 

三、電子資源之薦購應填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電子資源薦購表」，並以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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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送交本館。 

四、經圖書館委員會審議通過，決定訂購之電子資源，於次年 1月開始訂購。 

擬辦: 討論通過後，據以公告施行。 

附件: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電子資源薦購作業要點逐點說明。

(p.36~37)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圖書館電子資源薦購作業要點草案。

(p.38)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電子資源薦購表。(p.39~40) 

決議: 

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電子資源薦購表相關欄位決議更正如下: 

（一）「他學校訂購狀況」欄位，新增中興大學、東華大學、暨南大學等三

所學校；並將其「它」選項用字更正為其「他」。 

（二）推薦之電子資源如屬特殊領域需求並無其他學校訂購者，可將其重要

性及特殊性於「薦購原因」欄位說明。 

二、 其餘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1時 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