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中午 12:10～13:10 
地點：醫學院圖書分館一樓 R108 
主席：吳俊明 
出席：吳俊明、莊季瑛、王淑鶯(請假)、成戎珠、汪翠瀅、林政佑(請假)、林梅鳳、林毓志(請假)、

胡淑貞、馬慧英、張文粲、許耿福(請假)、許漢銘(請假)、郭賓崇、郭耀昌、陳芃潔、陳
炯睿、陳麗光(請假)、黃暉升(請假)、劉益勝、蔣輯武、賴昭翰、孫智娟、醫事職類人員

代表：張蕙業、許惠珠、李惠娟、學生代表：陳柏宇 
 
列席：張麗君、林彥汝、林意晴 
記錄：林意晴 

壹、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5/11/15 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請參見

附件一，p.5-6 

貳、 確認歷次會議繼續列管之提案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105 年 11 月 15 日第一案】 
擬修訂「醫分館空間使用要點」標
題，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分館）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解除列管 

參、 主席報告 

SDOL 套裝期刊訂購案終於定案，第一年(2017)的經費由學校支應，若明後年(2018~2019)，
無其他經費支應，將由各科部系所負擔。 

另，因評鑑所需，院方希望醫院的各醫事職類老師能參與會議，今天有三位職類的臨床
老師：張蕙業、許惠珠、李惠娟，參加會議，讓我們歡迎他們。 

 
肆、 醫分館報告 

一、重要報告事項 
(一)、SDOL 校核心期刊已完成議約，本校確定續約三年 
SDOL 核心期刊之新約談判已於 106 年 2 月底暫告一段落，目前 CONCERT 正與廠商簽
訂共同供應採購契約中，本校確定會續約三年 (2017~2019)，採購規模縮減至 4000 萬元，
經費缺口預估為 1500 萬元，2017 年(三年中的第一年)將由校方籌措支應，原本行政會議
上所通過的圖儀費增撥的決議案，第一年暫不執行。但行政會議上通過的是連續三年的
增撥計畫，因此 2018~2019 年圖儀費增撥仍需進行。 

討論（依發言順序）： 
1.圖儀費增撥問題 
孫智娟主任：上次會議有委員建議，系所圖儀費增撥款可否由院方增撥，經吳副向張

院長爭取，2017~2019 年，若校方無經費挹注，將由醫學院支付。 
吳俊明副院長：原本 SDOL 校核心期刊續訂方案決議，需由推薦 SDOL 期刊的系所，

撥款支應部份經費，雖系所推薦 SDOL 的期刊，但所有的使用量並非僅來自推薦

系所，因此張院長栽示，若校方無經費挹注，校方給醫學院的所有圖儀費先扣除

作為訂購 SDOL 的經費，不足的經費再請各系所依決議執行。 

1 
 



 
2. SDOL 續訂的採購規模 

孫智娟主任： 
(1)目前SDOL的續訂將採購規模縮小到 4000萬，相對的也是將綁刊規模縮小 10%。
亦即，在原先 440 個綁刊中，其中 10%在 2017 將不續訂；同時套裝期刊 (Freedom 
Collection) 也必須自目前的規模(以刊價計算)縮減到 60%。 
(2)醫分館訂購 Elsevier 資料庫產品-ClinicalKey，其收錄部份 SDOL 的期刊，未來

若部份 SDOL 的期刊無法瀏覽，ClinicalKey 也可視為替代方案。 
3.圖儀費採購問題 
吳俊明副院長：有老師反應電子期刊經費不足需刪刊時，為何不將圖書的經費轉買電

子期刊，因為圖儀費屬資本門，資本門不能採購電子期刊，除非有單位願意交換

經費科別。 
孫智娟主任：採購電子期刊的經費科別為業務費屬經常門，無形資產需用業務費採購。

總圖及醫分館會繼續努力向校方爭取交換經費，以減少刪減電子期刊。 

 
(二)、醫學中心通用(核心)期刊評估作業 
本館擬評估醫學中心通用(核心)期刊，於近期發函請各科部系所及醫事職類推薦專業領域
之重要期刊，預計 106 年 5 月底完成作業： 
1.以系所科部為單位彙整，推薦至多 60 種重要期刊，調查同時寄發職類計畫主持人及教
學負責人，各職類請向所屬科部提出需求。 

2.醫分館彙整後，將暫依醫分館期刊經費分配作業要點之共通性期刊評鑑原則排序清單，
並續提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會討論。 

討論（依發言順序）： 
賴明詔委員(外科學科)：以外科而言，有 6 個次專科，是比較大的科部，推薦 60 種期

刊，應無問題，但骨科規模不若外科龐大，可能無法推薦 60 種重要期刊。 
吳俊明副院長：推薦的刊數從 0 至 60 種，都可推薦，並非每個單位都要推薦 60 種，

請大家幫忙提出核心期刊，供醫分館彙整。 
胡淑貞委員(公衛科所)： 

(1)期刊若有電子與紙本，請問圖書館訂購那一種?  
(2)Open Access 期刊是否可列為核心期刊? 
(3)各系所科部希望自己單位的期刊能入選通用(核心)期刊，而不推薦共通性的重要

期刊，讓其他單位推薦，為避免重要的共通性期刊被遺漏，希望圖書館能擁有推

薦權。 
孫智娟主任： 

(1)若期刊訂購時，出版社允許可選擇訂購電子版或紙本時，圖書館會優先訂購電

子版，以節省典藏空間。 
(2)雖 Open Acess 是免費使用的電子期刊，無須採購，醫分館建議若系所認為某

Open Access 期刊是很重要，請仍列為通用(核心)期刊，醫分館再進行彙整。 
吳俊明副院長：通用(核心)期刊評估作業彙整時，請醫分館注意重要的共通性期刊是否

遺漏。 
張文粲委員(生化所)：當某個期刊 Impact Factor 愈來愈低時，作者投稿的意願也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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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這樣的期刊是否優先排除呢？ 
吳俊明副院長：Impact Factor 愈來愈低時，投稿的人少，瀏覽的人也會降低，彙整時

其加權後的分數其實也會變低，故被排除的機率也會提高。 
孫智娟主任：因 2016 年 ImpactFactor 值尚未公布，故此次醫學中心通用(核心)期刊調

查作業，會提供過去三年的 Impact Factor、參考價格及下載量，供各系所科部參

考。 
胡淑貞委員(公衛科所)：下載量可否提供三年的下載量，因為一年下載量不穩定，且不

同領域的文章被引用的頻率不同，其 Impact Factor 的值會有所差異，希望可以提

供三年的下載量，因為這是真正師生使用的紀錄。 
 

二、其他事項 
(一)、2017 年世界閱讀日 X 尋找品書師★ 歡迎參加醫學歷史書展拿好禮! (4/17 至 5/17) 
醫學圖書分館響應「世界閱讀日」，舉辦醫學人文書展與尋找品書師活動。展出西方與台
灣醫學史書籍，賦予每位參與者「品書師」身分，鼓勵讀者踴躍參與書展、享受與分享
閱讀。      
(二)、啟用敬三舍新 K 館學習共享空間，回應學生對共學空間的需求 
104 年圖書館因應 K 館遷移的衝擊，廣邀本校規劃設計學院老師以及學生會、系聯會、
社聯會等學生幹部參與敬三舍新 K 館設計討論會議，在有限預算下，於敬三舍 1 樓試做
開放討論的學習共享空間。該工程案於 105 年 1 月完成招標，8 月底竣工，11 月中旬完
成驗收，106 年 3 月 6 日完成消防安全檢查，並於 106 年 4 月 19 日啟用，4 月 26 日 19
時舉行開幕活動。 

討論（依發言順序）： 

孫智娟主任：新 K 館全校教職員生皆可使用，歡迎大家多多使用。 
 

伍、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106 年度書刊經費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6 年醫分館書刊經費預算編列原則，依據上年度各類型資料使用經費提出基本
需求，再依經費來源估算收入總額調整編列，以符合預算執行精神；若撥款有增
刪，將視經費科目調整編列。 

二、 書刊經費編列分配，請參見附件二，pp.7-10。 
擬辦： 

一、 擬以圖儀費資本門交換經常門經費，以減少圖書採購，降低刪訂電子期刊及資料
庫之比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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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資料庫及電子書視經費狀況，依序刪訂使用率較低者。 
四、 因預算不足，無法再接受薦購資料庫。各單位如擬薦購，請由單位撥款支付。圖

書館可協助向廠商申請試用、提供試用統計分析及採購招標事宜。 
討論(依發言順序)： 

吳俊明副院長：105 年的預算為 3,780 萬元但沒任何預算增加的狀況下，為何 105 年書
刊執行變成 4,260 萬元？ 

孫智娟主任：去年電子資源雖不多，但圖書館為了維持 Wiley 及 Springer 的套裝期刊，
上簽向校方爭取經費，以保留此二個出版社的套裝期刊，所以 105 年醫分館書刊經費
執行經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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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貞委員(公衛科所)：圖儀費可否採購電子書? 是否鼓勵推薦電子書? 
孫智娟主任：總館分配給醫分館的經費皆為業務費，圖儀費不能採購電子書，僅能以業

務費採購。老師若有需求皆可推薦。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107 年期刊訂講，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6 年推薦期刊訂購分析，請參見附件三-1，pp.11-12。 
二、106 年各系所科部薦購期刊使用統計分析，請參見附件三-2，p.13。 
三、107 年訂購調查期刊經費分配預估，請參見附件三-3，p.14。 
四、106 年推薦期刊訂購種數、經費及 107 年訂購調查期刊分配經費分析， 

請參見附件三 4，p.15。 
 

擬辦： 
一、擬於 6 月進行 107 年單位「訂購調查期刊」推薦作業。 
二、若系所「訂購調查期刊薦購」所需經費不足，將依調查結果刪訂或請系所科部撥

款支應。 
討論(依發言順序)： 

吳俊明副院長：目前經費已不足，為何第二案要進行單位「訂購調查期刊」推薦作業？ 
孫智娟主任：醫分館以往 80%期刊經費用於採購通用期刊，考量無法納入通用期刊者，

但對系所是重要的期刊，醫分館會利用 20%期刊經費，進行「訂購調查期刊」推薦作
業，請系所科部提出需求，若分配的經費不足，系所科部可另撥款支付訂費。往年都
是 5~6 月進行單位「訂購調查期刊」作業，今年因要重新評估醫學中心通用(核心)期
刊，故提請討論此提案，但此提案不會與通用(核心)期刊檢討作業同時進行。 

胡淑貞委員(公衛科所)：建議應完成醫學中心通用(核心)期刊評估作業，後視經費的狀
況再討論此案較為妥適。 
 

決議：本提案緩議，待完成醫學中心通用(核心)期刊評估作業後，有多餘的經費，再討論
本案，但若經費不足則需討論刪刊的條件。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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