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會 101 學年度第 2次會議記錄 

時間：102年 03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地點：醫學院圖書分館一樓 R108 

主席：薛尊仁副院長  

出席：薛尊仁、黃暉升、王淑鶯、李南瑤(請假)、杜伊芳、林毓志、林聖翔、莊淑芬、許耿褔(請假)、

郭耀昌(請假)、陳芃潔、陳柏熹、趙曉秋、劉立凡、歐凰姿(請假)、蕭振仁(請假)、蘇英華、李

健英 

列席：張麗君、蘇蓉波 

記錄：林意晴 

壹、 上次會議(101學年度第 1次會議 101.10.31)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提案一： 
102 年資料庫訂購，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若經費不足，資料庫續訂刪訂原則以
使用率、經費及漲幅評估，102 年先
刪訂 Clin-eguide、MD consult 等 2
種資料庫及 QUOSA 全文管理軟體，若
醫院有補助經費，再依需求訂回。 

依決議執行。 

 

結案 

提案二： 
102 年期刊訂購，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照案通過，並將相關資料分送系所科
部參考。 

依決議執行，102

年 2 月更新 102 年
期刊網頁供系所
參考。 

結案 

提案三： 
重新調整長期訂購清單，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有系所科部推薦者，請各系所科部重
新檢視清單評估是否續訂。無系所科
部推薦或共同科的部份依使用率，由
圖書館評估刪續訂或改訂電子版。 

依決議執行，102
年 1 月 28 日發函
至各系所單位，請
重新評估長期訂
購清單，回覆結果
整理如附件六之
一及二。 

進行中 

提案四： 
為使醫分館空間更貼近醫學中心
讀者使用，擬請圖書委員協助規劃
改善空間利用，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醫分館) 

 

委請圖委會召集人薛副院長主持醫
分館空間調整相關會議，並邀請適任
及有想法的委員與圖書館共同討論
圖書館整體性的空間利用如醫 K出入
口之改善、期刊現刊區空間調整及強
化視聽室空間多元功能。 

依決議執行，於
101/12/12 及
102/01/21 召開空
間改善規劃會議。 進行中 

貳、 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為使醫分館空間更貼近醫學中心讀者使用，圖書館整體性的空間利用如醫 K出入口、期

刊現刊區空間及強化視聽室空間多元功能之調整改善規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院長依 101年度圖書館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第四案決議，指示召開會議) 

說明：醫分館空間改善規劃會議記錄(請參見附件一，pp.4-8)。 

醫分館空間改善規劃會議(於 101/12/12及 102/01/21召開)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為因應醫 K出入口改善與圖書

館出入口調整可行之作法。 

（提案單位：醫分館） 

1. 請系學會或 K委協助提供 K書使用相關統
計數據。 

2. 試行夜間開放講堂方案。 
3. 請圖委會召集人或醫學院邀請許常吉建

築師規劃設計從圖書館入口至醫 K可行通
道的方案，可在圖委會及院方幹部會議時
提出討論及評估。 

決議 1請 K委提供

圖書館攜書試行期

間醫 K使用數據。 

決議 2請教學資源

中心協助辦理。 

決議 3進行中。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二： 
醫分館館藏空間已面臨嚴重不
足之窘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分館） 

1. 因醫學院空間不足，醫 K暫不移出。 

2. 醫分館擬開放校內讀者攜書入館試行方

案，再評估其成效。 

決議 2再提請圖委

會討論 

提案三： 

101 學年度醫學院第 1次院史

委員會會議(101年10月11日)

討論黃前院長贈書保管方式，

多數委員建議將書籍交由圖書

館以其典藏專業規劃展示，以

彰顯黃前院長理念，並與武田

書房、院史室互相輝映。 

(提案單位：院史委員會) 

1. 借閱政策：只限館內閱覽，不外借。 

2. 放置地點：放置於圖書館的武田書坊內或

諾貝爾獎專區內並標示「崑巖藏書」。 

3. 規劃專櫃展示區：請院史委員會協助挑出

黄前院長有較多眉批或珍貴之圖書，放置

於院史室專櫃展示。 

提請圖委會討論 

 

說明： 

(一) 開放夜間講堂：試行夜間開放講堂方案，教學資源中心可協助辦理，但 K委對於需維護夜

間開放期間，講堂設備一事，有不同的看法，K委需再進一步討論。 

(二) 改善 K館出入口：對於 K館出入口問題，學生已抱怨很久，醫院工務室規劃了從圖書館入

口至醫 K入口的通道方案，此方案使用與目前 K館相同的隔版(高約 2公尺)，採非固定式

的設計，但此案需進一步評估，且圖書館開放校內讀者攜書入館及開放夜間講堂後，視 K

館的使用的情形，再考量圖書館入口至 K館的通道的需求。 

 

提案二、醫分館開放校內讀者攜書入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開放校內讀者攜書入館試行方案初稿(請參見附件二，p.9)。 

擬辦：依試行成效評估檢討後續作法。 

決議： 

(一) 試行方案加上“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入館”之文字。 

(二) 先公告於 4月 1日開始試行：公告方式包括圖書館佈告欄公告及 email通知醫學院師生。 
(三) 試行期滿，依試行期間狀況分析，再擇期開會討論往後之作法。 

 

提案三、101學年度醫學院第 1 次院史委員會會議(101 年 10月 11日)討論黃前院長贈書

保管方式，多數委員建議將書籍交由圖書館以其典藏專業規劃展示，以彰顯黃

前院長理念，並與武田書房、院史室互相輝映。(提案單位：院史委員會)  

說明：院史委員會提案單(請參見附件三，p.10)。 
擬辦： 

(一) 借閱政策：只限館內閱覽，不外借。 
(二) 放置地點：放置於圖書館的武田書坊內或諾貝爾獎專區內並標示「崑巖藏書」。 
(三) 規劃專櫃展示區：請院史委員會協助挑出黄前院長有較多眉批或珍貴之圖書，放

置於院史室專櫃展示。 

決議：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提案四、醫分館現刊區、參考區及視聽室空問調整規劃，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一) 期刊現刊區陳列之紙本期刊多改為電子期刊，擬重新規劃現刊區之典藏空間功
能。 

(二) 為提高讀者使用率，擬重新規劃視聽室空間功能。 
擬辦： 

(一) 期刊現刊區：將參考書及博碩士論文等不外借資料移至此區。 
(二) 原參考書及博碩士論文區：因受限於存放空間，擬將 2樓中文圖書部分移至此

區與醫學人文書區做整體考量。 
(三) 視聽室：擬先調整空間，將撤微縮捲片閱讀機，移至一樓影印室，再請醫學院

評估是否規劃為多元學習共享空間。 
決議：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提案五、102年度書刊經費分配，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書刊經費編列分配表(請參見附件四，pp.11-12)。 

擬辦：短缺經費將再與總館請校方補助或請附設醫院補助，若未獲補助，因應作法如下： 

(一) 期刊請各系所科部決定期刊刪刊優先順序，或請系所依其需求另行撥款採購。 

(二) 資料庫依使用量、學科館藏比例及經費狀況決定續訂或刪訂。 

(三) 圖書及視聽資料減少薦購書單訂購。 

決議：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提案六、102年圖書推薦採購，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一) 101年各系所推薦圖書資料冊數及金額表(請參見附件五，p.13)。 

(二) 長期訂購清單依各系所回覆調整。 

擬辦： 

(一) 刪訂系所未回覆及使用率低之長期訂購書單(請參見附件六，pp.14-16)。 

(二) 發送 102年圖書採購推薦服務通知(請參見附件七，p.17)。 

(三) 預計於 4 月 22 日至 26 日舉辦外文書展，請醫學中心讀者親至活動現場選書推薦。 

(四) 圖書推薦採購經費若不足時，將動支成杏基金會捐款。 

 

決議： 

(一) 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二) 召集人建議以系所近三年推薦金額的平均值作為各系所分配金額的上限，若因
超出分配金額無法購置之圖書，年度若有結餘款項，再視學科館藏比例及經費
狀況購入。  

 

提案七：103年資料庫訂購，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102年資料庫訂購及 101年使用統計(請參見附件八，p.18)。 
擬辦：依使用量、學科館藏比例及經費狀況決定續訂或刪訂。 
決議：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提案八、103年期刊訂講，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說明： 

(一) 102年期刊訂購及 101年使用統計(請參見附件九，pp.19-21)。 
(二) 103年期刊經費及分配預估(請參見附件十，p.22)。 

擬辦：  
(一) 試行 102年「醫分館推薦期刊(刪/未訂)全文免費複印服務」(請參見附件十一，p.23)。 
(二) 預計依往例於 5月進行 103 年單位推薦訂購期刊調查作業。 
(三) 系所訂購推薦期刊若經費不足時，將依調查結果刪訂或請系所科部撥款。 

決議： 

(一)照案通過，依擬辦辦理。 

(二)因期刊經費分配作業要點為民國 94 修正，下次會議可重新提出討論。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