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100年 10月 31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地點：醫學院圖書分館一樓 R108 

主席：林秀娟副院長  

出席：林秀娟、吳豐森、王淑鶯、吳慶明(請假)、林毓志(請假)、邱南津、邱靜如、徐碧真、高愛文、

張漢煜、許耿褔(請假)、陳柏熹(請假)、黃暉升、簡偉明、許玉雲、李健英 

列席： 鄭小褀 

記錄： 林意晴 

議程：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100會計年度各類型書刊經費預

算分配，提請討論。 (提案單

位：醫分館)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  

調整 2012年通用期刊及系所訂

購調查期刊作法，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醫分館)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提案三: 

為建立醫學人文館藏特色，擬請

圖書委員協助提出醫學人文薦

購書單以充實館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請召集人提供教育部「醫學人文教

育相關計畫」資料，以協助定義較

明確醫學人文領域的主題，以利圖

書館蒐集相關書單，再由召集人邀

請護理系、職治系、健照所、公衛

所、老年所及醫學系林志勝老師、

白明奇老師、賴明亮老師、護理系

陳清惠老師、STM陳佳欣老師等依

相關書單協助評估勾選，並請醫院

教學中心王雅緻小姐、醫院品質管

理中心提供教學醫院評鑑相關書

單。 

依決議執行。 

執行說明： 

1、於 100/5/16 發送 13

份邀請函給召集人邀請

之單位系所及老師。 

2、於 100/10/4 發送醫

學人文相關主題書單 13

份，請系所及老師協助

勾選。 

提案四: 

「醫分館置物櫃使用要點」，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修正第四條為「置物櫃不得存放食

物、飲料、及危險物品，如發現本

館得隨時逕予清除，貴重財物及現

金請隨身攜帶。」，並請醫分館評

估置物櫃換用密碼鎖之可行性。 

依決議執行。 

執行說明: 

新增三個號碼鎖試行，

因讀者會忘記密碼或位

置等，反增加管理困

擾，故以維持現狀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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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因圖書委員的成員並非包含所有系所科部，為使其他未與會的單位也能了解圖書委員會

的討論事宜，建議李主任於 11月份的主管會議中摘要說明圖委會的相關報告事宜。 

 

二、 醫分館報告： 

1、 醫分館九十九學年度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報告 【附件一，P.1-4】 

【問卷調查方式】：此問卷採用網路填寫及讀者到館隨機填寫進行調查。 

【問卷統計時間】：100年 5月 10日至 7月 31日止。 

【測量工具】：LibQUAL
+ 
量表。 

【問卷資料分析摘要】： 

(1) 身份別統計：參與問卷測量的讀者共有 351人，學生所佔比例最高，計 131

人 (37.32%)，醫護人員次之，計有 122人(34.76%)。 

(2) 單位別統計：74.07%的受訪者來自成大醫學院及醫院。 

(3) 個別服務品質分析： 

◎讀者重視的圖書館服務面向： 

問卷核心問題以館員、資源及空間三大面向為主。在此三大面向中，讀者重

視的程度以空間最高、次為資源、再其次為館員。 

◎讀者最在意的服務 

分析 22 項問卷核心問題，讀者最在意於「空間」(醫分館提供安靜的閱覽空

間)及「資源」(我可以從家裡或辦公室校外連線使用電子資源)。 

◎讀者實值感受值 

經統計結果得知，讀者對於醫分館所提供服務之實際感受與其對於醫分館服

務的期望相符，並反應出讀者對於醫分館資源及空間之重視。 

 

◎圖書館服務的合格度： 

由問卷統計結果得知，讀者填答 22項核心問題之平均合格度為正值(0.83

分)，顯示讀者對圖書館三個面向的服務滿意度均高於讀者最低期望之需求。 

 

- 空間面向：整體合格度最高為 0.91分，其中讀者對於個別項目中「醫分館

提供安靜的閱覽空間」，其合格度最高為 1.14分。 

- 資源面向：整體合格度次之為 0.82分，其中讀者對於個別項目中「我能自

行利用醫分館查詢平台找到所需的資料」，其合格度最高為 0.97分。 

- 館員面向：館員面向其整體合格度最低為 0.78分，但個別項目「館員總能

對於我的問題給予即時的回覆」(0.97 分)及 「我對館員所提供的服務有

信心」(0.96分)皆高於平均合格度。但是「館員能深入了解讀者的需求」

(0.55 分)及「館員能關照讀者的個別需求」(0.56分) 二項，合格度較低，

顯示圖書館需再加強人力了解關照讀者之資訊需求，以提供更優質的個人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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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讀者對圖書館的空間及圖書資源取用等服務持肯定的態度，但

對於館員面向的服務其實際感受值及合格度相對較低，此為醫分館在經營

上需思考加強之處。 

 

2、 2012年期刊訂購報告 【附件二，P.5-13】 

有鑒於期刊價格逐年高漲，圖書館期望經費能獲得更大效益及兼顧研究需求的變

動，使所訂購的期刊符合教學研究的需求，圖書館每年均會辦理期刊訂購調查，作

為期刊續訂、刪訂及新訂的依據。 

 

醫分館 2012 年期刊訂購分析，說明如下所列： 

(1)系所科部薦購期刊說明 

1.薦購期刊數量及經費： 

期刊訂購種數 762種，經費約 3,745萬元。其中醫學院薦購 412種期刊，經費

約 2,325 萬元(佔總經費 62.1%)，附設醫院薦購 350種期刊，經費約 1,420萬

元 (佔總經費 37.9%)。 

2.校核心期刊與通用期刊為醫學中心主要使用的期刊，其經費約 3,266萬(佔總

經費 85.5%)，系所科部合計訂購 573種(約占總種數 75％)。 

3.期刊增刪：新訂期刊共 33種，刪訂期刊 44種 

 

(2)期刊訂購類型分析 

醫分館 99.9%的期刊經費皆用於購置電子期刊，此說明了電子期刊使用方便及節

省館藏空間的特性已成為醫分館主要的期刊訂購型態。 

 

(3)套裝電子期刊訂購分析 

透過套裝形式訂購期刊約 495種佔 65%，除了可購得系所科部所需的期刊外，讀

者還可使用套裝產品內與醫學主題相關現刊，種數達 2,977 種，約為推薦種數之

6倍。 

 

(4)系所科部推薦新訂期刊分析 

系所科部推薦新訂期刊 33種中，實際新訂 11種，另 22種包含於已訂購套裝期

刊(含醫圖套裝 6種、總館套裝 16種)，不需再另新訂。 

 

(5)系所科部「訂購調查期刊」刪訂說明 

期刊刪訂依各系所科部經費分配額度決定「訂購調查期刊」刪訂與否，不刪訂「校

核心期刊」及「通用期刊」。統計各系所科部回函，其中刪訂「訂購調查期刊」

種數有 59 種，醫分館救回 15種，刪訂 44種。刪訂後仍有其他管道可使用其電

子版現刊者有 11種，故實際不能再利用之期刊僅有 23種，刪減經費約 121萬元。 

再者，在薦購期刊中，有 78種期刊原訂購型式為電子版加紙本，其計價方式有

單訂紙本、單訂電子版及紙本含電子計價等三種選項，為讓期刊經費發揮最大效

益，經精算後，決定刪訂紙本改為只訂電子版，節省經費約 4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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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醫分館典藏之學位論文擬改為僅限館內閱覽，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1、 依借閱規則總館典藏之學位論文不提供外借。 

2、 醫分館原開放借閱學位論文是因早期研究生於畢業時繳交二份學位論文，一份總館

典藏，另一份存放醫分館視為複本開放外借，現今研究生畢業時僅繳交一份學位論

文，因博碩士論文是大學院校重要的學術資產，為妥善保存並維護學位論文的完整

性，故擬改為限館內閱覽。 

擬辦：提案若通過，需另送學校行政會議修改「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

第五條，其條文如右：『特藏資料、學位論文、期刊及報紙均限館內閱覽，概不外

借。醫學院分館之學位論文比照圖書資料開放外借』。刪除「醫學院分館之學位論

文比照圖書資料開放外借」。 

決議：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提案二、刪訂各科部期刊時 ,可否事先詢問其他科部有無需要由其他科部訂閱，以免一些

重要期刊被無預警刪除。（提案人：高愛文委員） 

      說明： 

醫分館期刊刪訂作法說明： 

1、 刪訂期刊原則： 

(1) 期刊以不刪訂「校核心期刊」及「通用期刊」為原則，故各系所科部刪刊以「訂

購調查期刊」為主。 

 

(2) 薦購期刊中若有紙本及電子版其價格可分開計算，且價格差距較大時，則刪訂

紙本改訂電子版。 

 

2、 針對各單位擬刪期刊，圖書館的補救作法： 

(1) 評估救回條件如下: 

A.醫分館經費狀況、B.各單位期刊經費超額狀況、C.該期刊 IF值 、D.全文

下載篇數等。 

(2) 2012年自「擬刪訂訂購調查期刊」救回續訂期刊有 15種，清單請見【附件三，

P.14】。 

3、 刪定期刊前置作業:  

(1)  刪訂期刊前再次發函通知所有單位請確認刪訂清單或是否撥款救回。 

(2)  2012年各科部刪訂期刊確認函於 2011/9/6寄送，經各科部確認 2012年刪訂

「訂購調查期刊」共 44種(電子版 15種，紙本＋電子版 6種，紙本 23種)，

刪訂後仍有其他管道可使用電子版現刊者有 11種，可看 1年前全文者有 10

種，故實際不能再利用之期刊有 23種，清單請見【附件四，P.15-16】。 

4、 依期刊刪訂原則第二條原則，2012年刪訂紙本只訂電子版期刊有 78種，請見【附

件五，P.17-18】。 

 

<高愛文委員補充說明> 

家醫科刪了不少期刊，但家醫科訂購的期刊雖 Impact Factor 值不是很高，但屬常用並可

提供基礎知識的期刊。刪訂期刊清單依各科部羅列，無法一目了然，因為一般而言，我們

不會知道那本期刊由那個單位訂購，如想知道某本特定的期刊是否在刪訂的清單內，並不

便於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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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提供各系統科部單位的刪訂清單時除了列出各科部刪訂的期刊清單外另提供一份依

刊名排列的清單，以利其他系所科部便於瀏覽。 

伍、 臨時動議 

 

1、 禁止穿手術服之醫事人員及住院病人進入醫分館，請代為宣導。（提案單位：醫分館） 

召集人：穿手術服之醫事人員依規定不能離開手術房而住院病人亦不能到醫學院的區

域。不過請確認醫事人員是著手術服或工作服進入圖書館(院方將提供醫師工作服及

手術服的照片供圖書館分辦)。若確為手術服可拍照存證。同時請與會委員代為宣導。 

2、 關於刪訂之期刊，若仍可使用該電子期刊的過刊，請保留其連結在電子期刊系統清單

中，例如在電子期刊系統中找不到 JPEN的過刊。(提案人：高愛文委員) 

醫分館回覆：對於刪訂之期刊，其替代的電子資源(如可透過資料庫獲取全文等)，圖

書館皆會在電子期刊系統中列出，電子期刊的過刊亦會保留並標示可取得全文的起訖

年代。關於委員提及的電子期刊，應仍在系統清單中，容圖書館查核後再回覆委員。 

<後記> 電子期刊系統中，JPEN連結已修正。 

 

3、 為重視醫事人員的圖書資源需求，可否將醫事人員的圖書資源需求調查(紙本、電子期

刊或資料庫均可)列入圖書館薦購調查中？ 建議醫分館亦將此需求調查事宜轉知醫

教會醫事人員代表，請醫教會協助彙整。(提案人：召集人 林秀娟副院長) 

決議：將醫事人員的圖書資源需求調查列入圖書館薦購調查中，請醫教會王雅緻小姐

協助發給醫事人員代表彙整相關圖書清單提交圖書館購置，視經費採購。 

陸、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