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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邢館長厂民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黃雅萍 

 

壹、主席報告： 

一、圖書館在合併原屏教與屏商圖書館所購資料庫後，104年度擬採購之資料庫(參考附件1)

 金額高達約1千1百萬元。為提升圖書經費使用效率，105年度起，將依各資料庫使用(點

 閱/下載)情形決定是否續訂。希望各系所師生務必能善加利用相關之資料庫，以確保該

 資料庫未來能續訂使用。 

二、由於單本之西文紙本與電子期刊費用普遍較高，為提升圖書經費使用效率及發揮

 資源共享理念，圖書館正研擬予以停訂或部分停訂。同時圖書館已擬定「館際合

 作複印費用補助要點」(如附件二)並將送行政會議討論。如該辦法通過，104 年

 度起，師生皆能以館際合作複印的方式，取得本館所無之學術資源，並申請費用

 補助。 

 

貮、工作報告： 

一、採編組 

(一) 本年度本館依據往年圖書資料申購推薦標準作業流程與審議機制，並配合各教學單位年

度經費分配額度辦理圖書及電子書增購作業。本年度民生總館及屏商分館圖書資源經費

採個別獨立執行(104年度起圖書資源經費統一整合執行)，截至 11月中旬執行情形分別如

下： 

 1. 圖書 

     (1)民生總館 

本年度依據原屏教大  鈞長核定各所系(含學程及專班)、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

中心等教學單位圖書資源經費額度辦理圖書資源增購作業，總經費326萬4,706元，

目前已增購完成約6,300冊中西文圖書，仍持續辦理增購中。 

     (2)屏商分館 

依據原屏商院103年3月5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決議，總經費62萬7,183

元，目前已增購約1,786冊中西文圖書，仍持續辦理增購中。 

 2. 電子書 

  (1)民生總館 

本年度暫不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以系所學科領域為主要蒐藏範

圍，主動徵集各類電子書書單，供全校師生勾選推薦，以選購更符合全校師生教

學、研究及學習需求電子書，校內總經費73萬5,294元。詳細執行情形如下： 

        a.完成系所教師薦購Taylor &Francis及Gale31冊西文電子書連線開通、書目分編等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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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完成系所教師薦購udn閱讀館及香港大學出版社中西文電子書67冊連線開通等作

業。 

        c.完成系所教師薦購airitiBooks華藝中文電子書62冊連線開通等作業。 

        d.完成系所教師薦購L&B、McGraw-Hill中西文電子書22冊連線開通等作業。 

        e.10月份加入2014下半年逢甲大學「airitiBooks華藝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盟」，目

前已完成選書作業及聯合採購委託授權書用印及郵寄作業。 

     (2)屏商分館 

本年度持續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校內經費50萬元、教育部補助

款63萬2,783元，以聯合他校(或單位)進行電子書採購，達資源共享之效。詳細執行

情形如下： 

a.完成L&B中文電子書188冊增購、連線開通等作業。 

        b.完成HyRead中文電子書440冊增購、連線開通等作業。 

        c.完成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西文電子書161冊增購、連線開通等作業。 

        d.完成McGraw-Hill西文電子書135冊增購、連線開通等作業。 

        e.完成 TAO 臺灣學智慧藏中文電子書 55 冊增購、連線開通等作業。 

(二)本館持續加入「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以聯合他校(或單位)進行採購，共享全聯盟 18

萬 5,502 冊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資料統計至 103 年 11 月 11 日止)。目前執行情形如下：

1. 5月完成 2014年數位論文增購，總計 172 冊，經費 33萬 3,913元。 

 2. 10月完成 2015年會員參加聯盟同意書簽署，明年度持續加入本聯盟，預定增購基本冊

數 157冊。 

(三) 104年本館整合原二校區圖書資源經費，暫定編列圖書、電子書及數位論文經費約 703萬

元(詳細資料如下)，正式確認核撥經費須待  鈞長核定，方能確定全校各系所、學程、中

心等教學單位所能使用圖書資源經費額度。 

 1.圖書 500萬元。 

 2.電子書 170萬元。 

 3.數位論文 33萬元。 

 (四)目前各校區館藏資源之圖書資源編碼方式不一致，須進行大量書目及館藏紀錄整合與修

正，並重製部分館藏書標，以統一規範分編作業。104年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與升級後，

將持續整合與統一校區館藏資源。本作業須耗費許多人力及時間，非一蹴可及，將依計畫

與作業流程，逐步完成所有館藏資源整合。 

 1. 中文圖書著者號二校區編碼不同，將進行屏商分館館藏中文圖書修正作業。 

 2. 西文圖書維持原二校區分類方式，即民生總館採杜威十進分類法；屏商分館採美國國

會圖書館分類法。 

 

二、期刊資訊組 

(一)2015 西文期刊&資料庫徵詢作業(寄發各學院教師)已於 103.10.20 彙整統計完成，有關

2015 年資料庫採購清單詳如附件一。資料庫是師生在教學研究及學習上不可或缺的重要

館藏資源，希望各委員能協助宣導貴系師生踴躍利用圖書館資料庫資源。 

(二)有關 2015 西文期刊採購清單將進行第 2 次徵詢作業，若無老師推薦且使用率過少及訂費

過高者優先刪減；對於被刪訂的期刊，將利用資料庫或期刊採購之結餘款以補助老師館

際複印方式因應，補助要點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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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新主機已於 103.11.5.送達本館，目前配合 III 公司升級作業團隊的指示

進行作業系統的安裝。新主機設置完成後將進行系統升級(由 Millennium 升級至 Sierra 系

統)。 

(四)屏商校區圖書館書目資料轉出作業開始進行各項轉出格式對照表及招標規範擬訂。 

(五)新訂中文電子雜誌 25 種，敬請委員們協助宣導師生善加利用。 

(六)因應合校進行本館資訊系統整合及網頁改版作業。 

(七)持續進行民生校區與屏商校區機構典藏及博碩士論文系統整合作業。 

 

三、典閱組 

(一)轉入屏商校區讀者檔(含新舊生及教職員工等)共約 5 千多筆，及本校新生資料(含新生、

博碩士生、轉學生及境外交流生)等共約 1千多筆。 

(二)本校第一次行政會議及本館第二次館務會議通過之各項法規，已完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相關流通參數之修改作業，並自 103年 10月 11日起全面實施，特別是與讀者權益至為相

關的「圖書資料借還要點」、「數位多媒體區使用要點」、「校外人士辦理圖書館借書證

要點」、「圖書館閱覽規則」等重要法規。 

(三)本館組織編制原採編、期刊、典閱及參考等四組之名稱，考量後續業務推展，擬將「期刊

組」改為「期刊資訊組」、「參考組」改為「推廣服務組」，其餘「採編組」及「典閱組」

則不變；以上已提送人事室列入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將提送校務會議中討論。 

(四)積極進行於屏商校區行政大樓及圖資大樓地下室之密集式書庫建置工程規劃事宜。 

(五)積極進行民生校區圖書館 6樓之校史室建置工程規劃事宜。 

(六)配合屏東縣環保局於 11月 6日進行屏商校區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稽核巡查輔導改善作業。 

 

四、參考組 

(一) 視聽服務 

 1.屏商校區圖書館即將進行五樓公共區域之空間與設施改造，以建置新穎的數位化學習

環境，增進本校區使用者之服務。本案委託設計師進行規劃設計，預計於 2014年 12月進

行招標作業，2015年寒假間進行施作。 

 2.視聽資料館藏統計(統計至 2014年 10月底)：  

 

 

 

 

 

 

 

 

(二) 教育訓練 

 1.103學年度第 1學期本館利用教育課程於 9月 22日展開，預計於 12月 23日結束。課程

內容分為「排定課程」與「約定課程」二大類，主要以文獻蒐集、書目管理軟體、語文學

類型 CD CD- 

ROM 

DVD LD MOD MP3 VCD 錄音

帶 

錄影

帶 

幻

燈

單

片 

多媒

體組

件 

數量 9,500 3,200  5,011 29 531 61 1,336 3,924 6,871 36 213 

民生校區視聽館藏合計 30,712 片/捲/件 

屏商校區視聽館藏合計 11,623 片/捲/件 

視聽館藏總計 42,335 片/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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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等為課程主軸。至 11月 13日止，計已辦理 22場次、52節課程，601人次參加。 

(三) 103-01學期「閱讀書香.生涯飛揚」生涯專書系列導讀會/生涯講座活動 

   (1) 本學期將進行 11 場次活動，目前已完成之場次如下： 

場序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講 座 / 講 題 

1 2014.09.15(一) 15:40~17:30 
清華大學/中研院  黃一農院士 

納蘭六姊妹與《紅樓夢》   

2 2014.09.22(一) 15:40~17:30 
欣昌錦鯉/華錦顧問公司   鍾瑩瑩總經理 

混水摸魚的樂趣 

3 2014.10.06(一) 15:40~17:30 
好蝦冏男社  李富正社長  

食在食尚 青年返鄉   

4 2014.10.13(一) 15:40~17:30 

本校原民中心  林春鳳主任 

生涯專書導讀 -  金錢的靈魂：讓你從內

在富起來，做個真正的有錢人  

5 2014.10.20(一) 15:40~17:30 
本校會計系  周國華老師 

生涯專書導讀 - amazon.com的秘密 

6 2014.10.27(一) 15:40~17:30 
大愛電視南部新聞中心 張庭涵記者 

新聞工場的製造者 

7 
2014.10.28(二) 

2014.11.10(一) 

10:10-12:10 

15:40~17:30 

國考達人/屏東縣地政事務所賴世昌主任   

準備國考的閱讀、記憶及應考策略 

(10.28於屏商校區、11.10於民生校區) 

   (2) 本活動另搭配二場閱讀心得徵文比賽，分別於上下學期各進行一場，歡迎鼓勵學生

參加。 

(四)其他已完成或辦理中之活動：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2014.09.10-10.31 08:20-22:00 「蝶古巴特創意拼貼」藝品展示 

2014.10.07 10:00-12:00 「蝶古巴特創意拼貼」DIY創作說明會 

2014.10.24 18:30-21:30 
 唱出屏東人的好聲音-王明哲的鄉土、

國家和音樂世界 

2014.11.01-12.31 08:20-22:00 「手感創意皮雕」藝品展示 

2014.11.07-11.24 00:00-24:00 
 E資讀秀- 電子書暨資料庫檢索比賽 

 (校慶暨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2014.11.17-12.16 00:00-24:00 
 「E閱台灣 無限精彩」電子書閱讀行動 

 (校慶暨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2014.11.25 10:00-12:00 
「手感創意皮雕」DIY創作說明會 

 (校慶暨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2014.12.09-12.15 開館時間 校慶跳蚤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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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案由：如何加速外文教科書採購流程，請 討論。 

說明：原圖書館外文教科書採購流程需時較長，難以在開學第一週提供師生需要使用的外文

教科書。建議在每學期末調查下學期要使用的外文教科書，提前進行採購作業，在開學

第一週前可以提供新學期使用的外文書供師生參考。 

決議：圖書館於每學期期末考前1~2週以電子郵件問卷方式寄送各系所徵詢教科書需求。 

 

提案二                         提案單位：採編組 

案由：有關104年全校教學單位圖書資源經費分配原則，請 討論。 

說明： 

一、原屏教大圖書資源經費分配係由各教學單位提出年度圖書資源增購計畫並檢附經費預

算資料及預定薦購清單，由本館彙整各教學單位所提計畫等相關資料，提請  鈞長核

定。 

二、原屏商院圖書資源經費依如下比例分配：各系佔 70%、研究所佔 10%、其他教學研究

會佔 10%、圖書館佔 10%。 

三、自 104年度起圖書資源經費將整合使用，為統一全校教學單位圖書經費分配規準，俾

利後續圖書資源增購作業進行，亟須重新規範圖書資源經費分配原則。本館暫先以

104年度編列紙本圖書預算 500萬元，預擬各教學單位及本館預估圖書經費分配表(詳

附件三 )，以為討論與評估之參酌。 

決議：104年全校教學單位圖書資源經費以說明三附件分配表辦理。 

 

提案三                          提案單位：採編組 

案由：有關全校教師課程綱要指定學生參閱之主要讀本增購作業問題，請 討論。 

說明： 

一、原屏教大在往年新學期開學時，皆會針對全校所有教師開課課程進行教師指定參考書

調查，並將教師們針對課程所指定參考書資料置於指定參考書區供學生參閱，指定期

間不提供外借服務而僅限於館內閱覽。自 98學年度起，有鑑於教師們回覆調查表意

願低，改由本館每學期主動委請教務處提供全校教師課程綱要指定之主要讀本資料

(每學期約 600至 700餘門課)，一一查核館藏情形，並依館內典藏狀況主動辦理增購

或直接抽書作業，教師們已不需再填寫「指定參考書調查表」。在主要讀本典藏政策，

中文或大陸主要讀本一律典藏 3冊、西文主要讀本一律典藏 2冊。這些主要讀本資

料，1冊典藏於本館教科書區，不提供師生外借服務而僅限於館內閱覽，其餘冊數則

典藏於書庫供全校師生借閱使用。 

二、原屏商院針對全校所有教師開課課程進行教師指定參考書調查，並將教師們針對課程

所指定參考書資料 1冊置於指定參考書區供學生參閱，指定期間不提供外借服務而僅

限於館內閱覽，複本則提供外借。 

三、自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圖書資源經費整合使用後，如採用原屏教大模式，初衷雖

立意良好，然每學期全校教師課程高達 1,400 至 1,500門課，須耗費大量時間辦理查

核、製單等作業，人力將不勝負荷，故亟須集思廣義，重新考量與修正作法，以更有

效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需求。 

決議：請圖書館期刊組建置教師指定參考書調查系統，並於每學期期末考前1~2週以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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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寄送全校教師於系統填覆調查資料，以利後續本館進行增購作業(與提案一合併處

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案由：建議於本校林森校區設立藝術類圖書分館(或分處)，將音樂、美術類圖書、樂譜及相

 關影音資料安置於該分館，俾音樂系和視覺藝術系師生充分運用館藏。 

說明： 

一、目前收藏於圖書館之樂譜與影音資料多無法外借，對音樂系師生閱覽極為不便。若能

將此類館藏和音樂類 CD、DVD等影音資料放置於林森校區，將有利師生借閱此類館

藏。 

二、若僅收藏樂譜和音樂類影音資料恐不足以設立分館(或分處)，建議將音樂、美術類圖

書、畫冊、樂譜及相關影音資料安置於林森校區分館(或分處)，俾音樂系和視覺藝術

系所師生充分運用此類館藏。 

三、本校目前已有民生、林森、屏商三主要校區，各校區系所、環境各有特色。目前除民

生校區圖書總館外，尚有屏商校區圖書分館以財經、管理類圖書為館藏特色，若於林

森校區設立藝術類圖書分館(或分處)，並無不宜。 

辦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另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 

一、 建請音樂系就那些類型樂譜開放外借進行討論，並將決議提供本館參考辦理。 

二、 由於建置分館或系館，在系統的建置、財產的管理以及門禁維護等方面，均需大量

人力與經費，需詳細評估與討論，圖書館可納入未來發展的考量。 

 

肆、臨時動議：無 

 

伍、同日 13時 35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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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編號 預估訂費 備註

1 $179,550 續訂

2 $374,270

續訂(全

國聯盟

價)

3 $94,300 續訂

4 $103,500 續訂

5 $98,000 續訂

6 $375,000 續訂

編號 預估訂費 推薦系所 備註

包括天下雜誌自 1981 年創刊至今之國內外財

經報導，除了天下雜誌之外，尚包括康健雜

誌、Cheers雜誌、e天下雜誌及親子天下(2011-

)。全文收錄與現期期刊差距一期。

全校共用

                  內容說明

部分系所共用

主要收錄範圍為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其

他全球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但不

限此類語言，約3000餘種。

EndNote 讓您自各種不同的資料庫，匯入檢索

結果資料檔，並協助您蒐集文獻至EndNote

內。 EndNote 針對您個人儲存的參考Library

進行書目資料儲存、管理、查詢。您可以組

織像圖片、表格和方程式的影像資料，並能

就Note 書目管理軟體儲存您的電子全文檔。

天下雜誌群影音知識庫為華人媒體最權威的

影像教學平臺，集結天下雜誌2006至2013年

拍攝之高品質影音資源，從臺灣出發到國際

視野，深入各個面向，提供深度並關鍵的資

訊，不僅是創新教學的利器，更是視覺先行

世代，自主學習最佳工具。 影音內容共分6大

主題，8大頻道，每年持續新增約50支影片。

6大主題：學習力、創新力、競爭力、整合

力、美學力、健康力 8大頻道：生涯職場、全

球趨勢、人文教育、健康生活、財經理財、

經營管理、產業科技、創意美學。

新聞知識庫, 收錄國內13種報紙, 超過一千三

百萬筆, 各種報紙依授權狀況提供不同之全文

或影像服務。

聯合報系四報(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及民

生報)近四年之全文, 其中日報部分每日上午九

點即可查詢當日之全文。

                  內容說明

本網路學習測驗系統為了服務廣大的英文學

習者，特別推出線上「英語能力試驗」模擬

試驗網站！方便學習者清楚知道出題方向、

考試規則。每一級檢定分為初試及複試。初

試包括聽力、閱讀測驗，複試檢測口語及表

達能力；考完初試者可選擇其他時間進行複

試，也可繼續參加複試。

天下雜誌群影音知

識庫

新聞知識庫

(含中國時報104年

全報影像光碟及聯

合報系4年全文)

全民英檢、托福考

試、TOEIC

      資料庫名稱

      資料庫名稱

EndNote X7版書目

管理軟體

CEPS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2015資料庫擬訂清單



1 $63,855 人社學院 續訂

2 $731,854 商管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3 $165,000 教育學院 續訂

4 $254,737 教育學院 續訂

5 $1,985,327 資訊學院 104新增

涵蓋商業相關領域之議題，如金融、銀行、

國際貿易、商業管理、業務行銷、投資報

告、商業理論與實務、房地產、產業報導、

評論等。收錄12,687種以上刊物的索引及摘要

，其中逾11,713種的期刊有全文資料，全文期

刊最早可回溯至1965年，部分學術性更高的

刊物可能更早。

IEL資料庫內容包括IEEE與IEE自1988年以來

出版知期刊雜誌、會議論文及IEEE技術標準

(不含標準草案)

1.期刊雜誌收錄IEEE所有學會操過1,200,000多

篇文獻

2.會議論文收錄超過2,200,000份會議論文

3.技術標準收錄超過5,400份技術標準

學科領域：資訊、電子及電機工程等相關領

域。當今全球超過30%的電機電子工程及電腦

科學皆可於IEEE Xplore中查找閱讀,獲得最即

時的資訊。

收錄370 餘種英語系國家出版的人文學科期

刊、雜誌及報紙等文獻資料。每月更新。

範圍涵蓋自幼兒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各級教育

資源，亦包括特殊教育、多語教育、成人教

育、繼續教育、遠距教育、多元文化/道德教

育、社會議題、學生輔導、職業教育等，總

計收錄1,700多種期刊與550多本書籍與專論書

籍全文資源，及教育學相關領域之研討會會

議論文等，並超過400萬條的引用書目，以及

超過100,000教育測試之控制和交叉引用的名

稱。

包含36種 SAGE出版的教育專業期刊電子全文

，全文的取得大多可回溯至第一卷期。

British Humanities

Index

EBSCOhost -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

Education Source

Education: SAGE

Full Text Collection

IEL電子期刊資料

庫



6 $156,240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商管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7 $2,617,215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商管學院

理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8 $203,178 理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9 $411,400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商管學院

續訂

10 $192,800 教育學院 續訂

11 $177,000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商管學院

續訂

收錄超過二千多種由 Elsevier 所出版的期刊，

每年約出版250,000篇文章，相當於全球科學

論文總出版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不只數量

多，還有最佳的論文品質！其出版品係由具

專業技術或權威科學家、研究員所撰寫和編

輯的，依ISI中各主題被引用的程度來看，其

期刊十分具有影響力。

與紙本版的 Science 每週在同一天出刊，期刊

內容可分為 3 大類：Research、News 及

Commentary 等。另亦包括 ScienceNOW ─ 每

日科學新聞報導的服務。

收錄最新企管、商學資訊專業期刊內之索

引、摘要及全文影像版。包括商業經濟情

勢、管理技術、商管之理論及實際應用、廣

告、行銷、經濟、人力資源、財務、賦稅及

電腦等；亦可查詢42,000多家公司及其負責人

之基本資料。提供6,390種期刊，包含3,350種

全文。

1.A& S I 收錄非裔美人研究、人類學、亞洲

學、經濟學、生態學、數學、哲學、政治

學、教育學、財政、歷史、文學、人口統計

學、社會學、統計學等15種人文社會學科領

域之119種學術性期刊之全文資料。

2.A& S II 為 A & S I之延伸版本，加強人文社

會相關學科，收錄古典文學、考古學、非

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研究、斯拉夫學等主題

共190種期刊之全文。

3.A & S IV 目前已有112種期刊全文，涵括主

題為法律、心理學、公共政策和行政，而商

學和教育學亦包括。

4.A& S VII 為人文社會學科資料庫之補充版，

目前有90餘種期刊全文，主題為前四個資料

庫所涵括共30多種人文和社會學科。

收錄自 1971 年以來的 5,000 餘種刊物，其中

3,600 多種以全文提供，包含兩個部分：核心

期刊列表；以及 15 個主題特定的輔助模組。

主題模組包括：藝術、商業、兒童、教育

學、大眾興趣、健康、人文、國際、法律、

軍事、多元文化、心理學、科學、社會科

學、女性愛好；豐富的涵蓋內容成為

ProQuest 旗下資訊最廣泛、內容最全面的社

會科學資料庫。

收錄960餘種期刊索摘(1971- )，及其中760餘

種期刊之全文(1987- )，含ERIC及CBCA

Education。

ProQuest -

ABI/INFORM

Complete

ScienceDirect -

Complete +Freedom

Collection

(23subject)

Science Online

JSTOR-Arts &

Sciences I、II、

IV、VII(屏商校區)

JSTOR-Arts &

Sciences III(民生校

區)

ProQuest -

Education Journals

ProQuest - Research

Library



12 $425,000 教育學院 續訂

IMF統

計資

料庫

商管學院 續訂

臺灣

經濟

統計

資料

庫

商管學院 續訂

文史

哲專

輯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教育

與社

科專

輯

人社學院

教育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經濟

與管

理專

輯

商管學院

104新增

(全國聯盟

價)

含括APA,the APA Educ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CPA，及Hogrefe & Huber出版社

所出版的63種期刊全文。大部分的期刊電子

全文皆回溯至第一期。

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所建置多種資料庫

之一，收錄 1994 年以來，於中國公開出版之

期刊。涵蓋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社會學及

統計學，民族學，人口學與計劃生育，人才

學與勞動科學，教育理論與教育管理，學前

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職

業教育，成人教育與特殊教育，體育 等13 個

專題。

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所建置多種資料庫

之一，收錄 1994 年以來，於中國公開出版之

期刊。涵蓋文藝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

，中國語言文字，外國語言文字，音樂舞蹈

，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地理，文化史學理

論，世界歷史，中國通史，中國近現代史，

考古，哲學，心理學，美學等24 個專題。

國外IMF國際金融統計(IFS) 資料庫含全球200

多個國家有關總體經濟方面的統計，有匯

率、利率、物價、工資、工業生產、國際貿

易、政府收支、國民所得、人口等，總共超

過 15 萬筆時間序列。

臺灣統計資料庫網路版之最常用重要總體經

濟資料約 30,000 多筆時間序列，可供上網直

接索取。但如果要進行統計分析、迴歸估

算、模型設定、calibration 等等，以及叫取更

完整的 29 萬筆時間序列，需使用「PC 單機

版」。

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所建置多種資料庫

之一，收錄 1994 年以來，於中國公開出版之

期刊。涵蓋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經濟

理論及經濟思想史,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統計,農

業經濟,工業經濟,交通運輸經濟,企業經濟,旅

遊,文化經濟,信息經濟與郵政經濟,服務業經

濟,貿易經濟,財政與稅收,金融,證券,保險,投資,

會計,審計,市場研究與信息,管理學,領導學與

決策學,科學研究管理等24個專題

PsycArticles

AREMOS

CNKI中國

期刊網
423,152

$117,00013

14



15 320,000 商管學院 續訂

16 88,000 商管學院 續訂

17 $79,380 教育學院 續訂

18 $300,000 商管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19 $33,000 商管學院
續訂(全國

聯盟價)

除了收錄高等教育出版公司的各種教育期刊

全文外，還包括國內TSSCI及大陸CSSCI收錄

的教育相關期刊全文，共約70多種。

TEJ 收錄總體經濟及金融指標資料，收錄範

圍：國內經濟部份，政府部門發布的總體經

濟指標均為收錄對象，擇其要者計收錄4,282

項，來自三十餘種官書。國際經濟部份，收

錄23個國家，各15～35個項目不等計約450項

，主要來源為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出版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及OECD

的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月刊、國內基金淨

值及持股資料(1986-)、上市上櫃公司股價&報

酬率等資料(1971-)、上市上櫃公司財務報表

(1981-)等重要財經資料

計有「TOP5000企業排名」、「集團企業研

究」、「TOP5000企業財務比率」、「大陸臺

商企業」等模組 1.「TOP5000企業排名」提供

臺灣地區逾5000家傑出企業五個年度各項指

標排名。內容包含：公司基本資料、營收混

合排名、分業排名、經營績效排名及八項財

務指標排名等十多項資料。 2.「集團企業研

究」提供臺灣地區近262家大型集團及8757家

分子企業資料。內容包含：核心人物介紹、

集團結構圖、家族表、近五年營收與資產圖

表、各分子企業沿革背景及財務總表、集團

所屬企業基本資料等項目。 3.「TOP5000企業

財務比率」提供臺灣地區5000多家傑出企業

五個年度各項財務比率數字。內容包含：公

司基本資料、財務結構、獲利能力、長期性

分析、經營效能等十多項財務分析比率。 4.

「國貿金融辭典」蒐錄近2萬5000個有關貿

易、銀行、外匯、金融、保險、證券、國際

協定等辭彙。提供各類專有中英文完整解

釋。內容收錄《 哈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

期刊創刊迄今以及《 哈佛商業評論精選 》全

系列叢書共計近800篇經典文章匯集整理而

成。經由關鍵字及作者等欄位快速檢索；以

主題或書名瀏覽方式輕鬆獲取所需之文章資

源，冀望以利政經學各界達成資訊交流之目

的。

將國內產業彙整為26項大類，114項中分類產

業項次，同時呈現產業研究分析報告及數據

型資訊。設有七個分項資料庫，分別為研究

分析報告、產業財務指標、企業資料庫、產

銷存統計、進出口統計、主要參考資訊及圖

表彙編資料庫，可相互轉換查詢。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

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高等教育知識庫

臺經院產經資料庫

臺灣經濟新報─總

體經濟及金融指標

資料庫(MA)、臺灣

經濟新報─國內基

金淨值及持股資料

庫(SE)

中華徵信所全方位

企業資料庫



20 $415,000 商管學院 續訂

編號 推薦系所 備註

1 $183,712 應化系
續訂(全國

聯盟價)

2 $0 應物系

因本校有

3個計畫

通過符合

成為該中

心聯盟會

員

3 $0 應物系

因本校有

3個計畫

通過符合

成為該中

心聯盟會

員

4 $76,323 視藝系 續訂

5 $101,000 音樂系
續訂(全國

聯盟價)

6 $114,483 音樂系
續訂(全國

聯盟價)

7 $21,548 體育系 續訂

8 $155,000 音樂系 續訂

包含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出版的44

種期刊電子全文。內容遍及化學及其相關應

用領域。

TEJ 收錄總體經濟及金融指標資料，收錄範

圍：國內經濟部份，政府部門發布的總體經

濟指標均為收錄對象，擇其要者計收錄4,282

項，來自三十餘種官書。國際經濟部份，收

錄23個國家，各15～35個項目不等計約450項

，主要來源為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出版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及OECD

的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月刊、國內基金淨

值及持股資料(1986-)、上市上櫃公司股價&報

酬率等資料(1971-)、上市上櫃公司財務報表

(1981-)等重要財經資料

除 Grove Music Online之外，尚涵括

Encyclopedia of Popular Music、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usic 和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 3種音樂百科及辭典。

收錄超過12,000張隨選音樂CD、涵蓋七千多

位作曲家之作品，超過150,000首樂曲。

提供各種類型的音樂作品相關文獻資訊索摘

，收錄文獻超過100種語文，包含音樂領域相

關的不同項目，回朔至1967年。

收錄包括運動教育課程、運動醫學、舞蹈學

等運動教育領域重要的資料來源。書目記錄

摘自1970年以後的期刊、報告、研討會論文

等資料。

提供與所有形式之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有關

的期刊文章、圖書、雜文、展覽目錄、博士

論文和展覽評論，每年增加 13,000 多個新條

目。 條目的日期最早可上溯至 60 年代末。

包含American Physics Society所出版之9種電

子期刊全文 。

包含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所出版之10種

電子期刊全文 。

各系專科資料庫

                  內容說明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104年物推中心補

助，免費)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104年物推中心補

助，免費)

ARTbibliographies

Naxos Music

Library (10人版)

Oxford Music

Online

Physical education

index

RILM音樂索摘資料

庫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資料庫名稱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

庫



9 $92,354 社發系 續訂

$11,128,178

除包括社會科學領域之資料庫 Sociological

Abstracts 之外，尚有 Social Services

Database、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s (NCJRS) ，收錄 3,000 餘種主要期

刊、研討會論文及圖書出版品等資料的索

摘；每月更新。

Sociology/Education

Combination



國立屏東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複印費用補助要點(草案)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並鼓勵善加利用館際合作資源，特訂

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境外交流生除外）。 

三、補助原則： 

(一)申請者須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線上申請館際

合作，複印學術研究相關資料，且經本館審核通過後始得予以

補助。 

(二)申請館際複印費用補助時，應以本館無法提供館藏資源為原則。 

(三)每位申請者每年最高補助五件申請案，每件以一百元為上限。 

(四)申請館際複印時，須先繳交原所需費用，並取得館際合作收

據，於指定期間(3月、6月、9月、12月之 15日前)檢附補

助申請單及前述收據，向圖書館參考組提出補助申請。補助

經費以當年度編列之經費為限。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104 年度教學單位預估圖書經費分配表 

單位別 單位名稱 
單位

數 
比例 

單位分配 

平均比例 

單位分配 

經費(元) 

總經費

(元) 

系 

(含中心) 

商管、行銷、休閒、不動產、

企管、國貿、資管、財金、

會計、電通、資工、資科、

教行碩、心輔、教育、幼教、

特教、科普、應化、應數、

應物、體育、視藝、音樂、

文創、社發、中文、應日、

應英、英語、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 

32 70％ 2.1875% 

5,000,000 x 

0.021875 

=109,375 

(每系) 

3,500,000 

研究所 

商管、行銷、休閒、不動產、

企管、國貿、資管、財金、

資工、資科、教行博、心輔、

教育、幼教、特教、科普、

應化、應數、應物、體育、

視藝、音樂、文創、社發、

中文、應英、英語 

27 15％ 0.5556% 

5,000,000 x 

0.005556 

=27,780 

(每所) 

750,000 

行政單位 圖書館 1 15％ 15% 750,000 750,000 

合計  100%   5,000,000 

  
備註：1. 本年度以紙本圖書預估經費 5,000,000元分配計算；電子書、數位論文及視聽資料經費

則由本館統籌辦理。 

      2. 本館為掌控年度圖書經費執行時效，自 1至 9月止，持續辦理全校各系所及中心等教學

單位薦購書單增購作業，敬請各教學單位把握薦購時程，踴躍推薦教學、研究與學習所

需圖書資料。自 10月起，若單位仍有年度結餘圖書經費，將收回並轉提供其他仍有需

求單位使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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