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師生座談會歷年會議記錄－圖書館
【館藏類】
Q1. 請問圖書館是否定期定額購買新書？請問有多少的經費在購買新的圖書？（不包含定期的雜
誌及期刊） （97 學年度第二場）
A1. 圖書館每年編列購書經費採購新書，歡迎師生使用本館網頁推薦;圖書館網頁「服務諮詢」之
下可看到薦購圖書及薦購期刊的網頁（現場詢問使用過的舉手）已有許多同學使用這項服
務，還沒有的可以多加利用，同時在系統可以看到圖書處理的狀態（採購中，編目中，已上
架…等）。圖書館今（97）年添購人文社會新書，購書經費有 2400 萬之多，每個月初同學也
可以在新書展示區看到圖書館添購的新書。
Q2. 圖書館的書都是一、二年級不會看的醫學書，沒有較通俗的書，或是理工專業書籍，感覺理
工專業書籍比原文書店還少，可以給個明確的答覆嗎？總不能說我們是醫學方面大學，就沒
有足夠數量的理工書籍。（97 學年度第三場）
A2. 〈會後補充〉：本校館藏發展以生物醫學、健康科學（Health Science）相關主題為主，輔以相
關人文社會主題為特色，若需其他主題之專業圖書，除利用本館網站推薦外，請多加利用台
灣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各館特色：中央--環境與能源、永續發展、學習科技、理工、人
文、管理、光電；交大--人文、理工、電機資訊、生物科技；清華--理工、生命科學、科技
管理、人文社會、電機資訊）及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Q3. 圖書館視聽區可否增購紀錄片？並在一樓設新書區。（97 學年度第三場）
A3. 師生可利用本館網站上薦購系統，推薦需要的視聽資料，後續採購進度會透過電子郵件通知
薦購者。本館新書展示區設在一樓進門右側，新片展示區設在三樓多媒體視聽區，網頁有每
月的新書及新片清單可供參考。基於著作權的規範，圖書館需購買公播版的影片，市售紀錄
片或影片有些只有家用版圖書館就無法買進這些影片。
Q4. 在借書的時候發現，某些書沒有完整的一套，並非被借走，而是學校沒有買，或某個作家的
作品，圖書館館藏都有，但獨缺得獎的那一本，想知道是為什麼？另採買新書的途徑和比
例，有多少比例是由學生推薦的？（96 學年度大學部）
A4. 民國 90 年是 110 萬元的預算買書，96 年有 880 萬元的預算買書，但醫學院 的書籍價格較
高。至 99 年館藏量含電子書約有 23 萬冊左右。購書原則上是以同學推薦的優先，老師推薦
的若是偏向全面性的話，也會較優先。同學提到沒有第一、二集的部份，有可能漏買或採購
當時是缺書、絕版等原因，詳細狀況我們會去了解。現在學校提供三倍的經費買期刊，所以
會增購期刊。我們把 使用率太低的期刊停掉，將經費去買更好的書和期刊。另目前我們推展
的重 點是 e-book，請同學多利用。
Q5. 人文圖書類館藏稍嫌不足，是否可改善？（97 學年度大學部）
A5. 本館近 3 年所購人社相關圖書皆大幅增加，館藏的充實雖是館方責無旁貸的業務，但仍需全
校師生協助推薦圖書，使本館藏書更能符合教學研究需要。尤其人文的範圍非常廣，藏書必
定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同學若有所需的圖書是本館缺乏的，可透過圖書薦購系統推薦。
惟受限預算執行期限，原則上，西文書最好在 5 月底前（至遲 6 月中旬）、中文書在 8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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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大概可及時於當年度購入；但若師生推薦的數量太多，經費已執行完畢，雖在期限內
推薦圖書，亦有可能因經費不足而延至下年度採購，有關推薦圖書的處理狀態，可透過圖書
薦購系統查詢或選擇由系統自動寄出推薦圖書最新處理狀態的通知。此外，同學亦可善用台
聯大代借代還系統，可借得清大、交大及中央大學的圖書。
Q6. 陽明跨領域研究的資源較缺乏，是否可整合台聯大的電子期刊資源，以達到學術資源共享的
目標？（97 學年度研究所）
A6. 出版商不傾向「一校購買、各校通用」，然台聯大四校自 93 年起以合作採購方式訂 Cell
Press、 Wiley–Blackwell…等期刊，已達到降低採購成本節省經費之目的。至於其它期刊，
四校間提供優惠的館際合作服務，每頁 2 元，不收服務費，1 至 3 個工作天即可到件（原郵
寄每頁 3 元，服務費 20 元，5 至 7 天到件），歡迎同學多多利用。
Q7. 工學領域相關期刊資源缺乏，是否可參考交大購買 SCI 資料庫的方式增加資源？（97 學年度
研究所）
A7. 1.本館基於教師授課需要，均須購買具【公播】版權的影片 2.「公播版」係指授權視聽著作
公開播映之版本。該項著作商品之使用人，應於著作財產權人所授權的範圍內使用，否則即
有可能造成侵權之行為。故目前僅提供教師在校區內授課使用。
Q8. DVD 可否外借（96 學年度研究所）
A8. 因為圖書館的 DVD 是公開播放版，所以價格上比較貴，而且應該是要在公開的場合播放才
對，所以不開放個人外借。
Q9. 建議增加圖書館文學小說。（ex:推理、武俠…） （98 學年度大學部）
A9. 近 3 年，有關文學作品館藏大約增加 6,000 餘冊，因文學著作的範圍和年出版量很大，本館
採購時可能會有遺漏，如果您有值得推薦的作品或作家，歡迎利用圖書薦購系統推薦。
Q10.環境衛生的館藏較少，能否改善？（98 學年度研究所）
A10. 民國 90 年時，圖書費用僅 100 多萬，主要購買大學部教科書，因近年有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經
費的挹注，增至 2400 萬元，我們已努力購買對的書，歡迎全校師生積極薦購，並一起爭取第
2 期 5 年 5 百億的經費。此外，我們購置了很多人文社會領域的書籍，連外校都來借，並積
極推廣主題展及製作借閱排行榜，請大家善用圖書館資源，每年借書量最多的讀者，我們將
給予獎勵。
Q11.是否可購買 IEEE 資料庫？（100 學年度）
A11. 本館近年持續評估 IEEE 資料庫採購事宜，今（101）年 6 月再度向廠商訪價，雖表達僅有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師生使用，但廠商提報租賃一年費用仍高達新臺幣 180 萬元，且
2013 年預計再調漲 8%；前年交大及清大圖書館曾提議台聯大合作採購方案，廠商並未同意，
今年本館再提議，結果仍相同；另外，廠商亦不同意提供學校單位以企業單篇付費方式使
用。由於本館目前預算有限，採購（租賃）IEEE 資料庫勢必排擠其他資料庫之續訂，但未來
仍會視經費狀況及廠商報價持續評估，現階段建議：
（1） 申請館際合作文獻複印。
（2） 至本館一樓服務台洽借互借證逕赴台大圖書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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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乘台聯大校際專車親至清大、交大、中央大學圖書館利用。
Q12.圖書館雜誌借閱期限只有一個禮拜，但有些雜誌已經屬非近期，是否能增加借閱期限？
（101 學年度）
A12. 有關本館雜誌借閱已於 102 年 3 月 13 日經 101 學年度第 5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提高借閱冊
數為 5 冊，借期 14 天，歡迎多加利用。
Q13.台聯大系統有很多合作，數位資源是否可以跨校整合？（102 學年度）
A13. 各校與出版商所簽訂的購買電子資源合約都僅限校園教職員生使用，無法提供「一校購買、
四校通用」，因此，四校自 93 年起以台聯大合作採購方式一起訂閱 Cell Press、Wiley（94-99
年）等電子期刊，爭取優惠價格共同分攤，節省經費。期刊每年漲幅約有 8%-15%，且向國
內代理商訂購電子期刊需支付營業稅 5%；向國外出版商訂購電子期刊需支付營所稅 20%。是
以，若全部採國內代理商每年訂購，就須增加經費約 13%-20%。在經費減縮下，學校仍大力
支持期刊訂購，本館將優先續訂使用率高的電子資源，並呼籲師生投稿到 Open Access 的電子
資源。若檢索期刊學校沒有訂閱，可利用四校優惠的館際合作服務（每頁 2 元，不收服務
費，1 至 3 個工作天到件），或一般館際合作服務（郵寄每頁 3 元，服務費 20 元，5 至 7 天到
件）。
Q14.是否可提高研究生借書的本數？（102 學年度）
A14. 目前研究生每人可借圖書 30 冊，在沒有讀者預約下可再續借 2 次；若同學撰寫報告時需要更
多的資源，除同學之間借閱後互相分享外，亦可同時利用臺聯大 4 校、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
15 所夥伴學校、臺大、師大、醫學校院 5 所、醫院 2 所等單位之「館際互借證」，每張證可
借閱圖書 5 冊。
Q15.學校許多期刊沒有買，對文獻搜尋上有困難。（103 學年度）
A15. 期刊每年帳幅為 8-13%之間，教育部經費逐年縮減，雖校方已盡量提供經費，但館方仍須在
有限的經費下盡量評估，訂購師生常用期刊供使用。若有找不到期刊的問題，圖書館有提供
文獻複印（NCBS）的服務，申請後大概 2-5 天即可複印到文獻；此外去年 11 月即開辦
RAPID ILL，感謝台聯大辦公室及其他三校館長支持，使陽明可盡早加入此位於克羅拉多州
的聯盟，申請後約 1-3 天即可拿到文獻。今年還有台灣聯大館借複印服務，正在做測試，預
估約 2 小時至兩天即可複印到文獻。因提供上述服務，故館員也需複印其他圖書館的資料，
館員工作量會增加，但圖書館願意為大家提供這些服務，若同學或老師有資料查詢的問題，
歡迎直接向館員洽詢。
【圖書館電腦類】
Q1. 可否增加圖書館內可坐&讀書&使用的電腦數目？ Apple 的電腦是否有些過多？導致 Windows
系統的電腦爆滿，Apple 卻很少使用。（97 學年度第三場）
A1. 本館檢索區依功能區分為立式快速資源檢索和座式文獻掃瞄及文書編輯使用二種，顧及多元
使用環境需求，另設置 MAC 電腦，但所佔比例並不多。對於使用座式 PC 日益增多之需求，
本館將進行部分座式 MAC 電腦與立式 PC 之對調調整。讀者若是要讀書，請多使用閱覽區座
位，若檢索區額滿時，可至櫃檯登記預約下一個小時的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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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圖書館電腦可否增加 pcman 或 kkman 軟體？（97 學年度大學部）
A2. 圖書館將增加 pcman 軟體。
Q3. 圖書館的電腦桌面無法按右鍵，不知該如何退出 USB，可否改善？（97 學年度大學部）
A3. 右鍵涉及某些管理設定，原設定不開放，但顧及讀者使用便利，已將設定取消。
Q4. 圖書館公用電腦速度慢及設備故障率高，是否可改善？（97 學年度研究所）
A4. 公用電腦開機較慢，是因為須與管理系統連線及確認防毒軟體運作或因累積所安裝的系統更
新及讀者所需的軟體等因素，必要時，我們會重新裝置系統及檢討所安裝的軟體，以改善速
度。再，因部份同學使用設備時拔掉連接線或更改設定，使用完畢未恢復原狀，接續的使用
者即認為故障，請同學重新開機或洽詢聯合櫃檯應可解決。公用電腦因提供不特定之公眾使
用，籲請大家遵守使用並愛惜公物。
Q5. 線上購置系統不易操作，可否有手寫單？ （98 學年度大學部）
A5. 使用線上圖書薦購系統，讀者推薦後即可由 e-mail 瞭解圖書採購的最新處理狀態，也會在圖
書上架的第一時間通知推薦者來館借閱。如果線上填寫有困難，請至圖書館聯合櫃臺，由館
員協助填寫推薦資料。
Q6. 有同學反應最近天氣比較熱有些同學會流手汗，造成電腦用品會有衛生問題。（104 學年度）
A6. 圖書館的空調溫度反應要一個小時，所以若見下雨天冷或大太陽時，館員就會調整館內空調
溫度。關於同學提到手汗的問題，每天清潔人員會定時擦拭電腦，實際上應該每一台都有清
理乾淨的，如果有漏了沒擦到，同學使用上感覺有問題，可立即告知櫃台館員。再次提醒有
任何問題請第一時間告知櫃台，櫃台同仁一定會第一時間處理。
【新增物品類】
Q1. 請問圖書館是否可增設置物櫃？ （97 學年度第二場）
A1. 目前圖書館讀者可帶包包進館（貴重物品請務必隨身攜帶），館內尚未有合適設置的地點，故
暫不規劃增設置物櫃。
Q2. 校內許多地點皆缺乏置物櫃（例：圖書館），可否設置押金式的置物櫃？（95 學年度第一
場）
A2. 圖書館置物櫃的設置，將提請館長考慮。至於校內則以活動中心二樓為較合適位置，會再與
體育室討論，考慮全面性的配套及管理辦法。至於系館內的設置，同學可向各系所提出建
議。
【開放時間與噪音類】
Q1. 圖書館的週末開館時間太短。（97 學年度第三場）
A1. 目前本館週末開館時間為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日開館時間分為開學至期中考前：下
午 2 時至晚上 10 時、期中考至學期結束：早上 9 時至晚上 10 時，每週開館達 91 至 96 小
時，相對國內大學圖書館開放時間已是較長的。建議本館未開放時間可多利用本校第二教學
大樓自習教室（開放時間請洽課務組）。
Q2. 圖書館可否週六延長開放時間？（97 學年度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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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本館週六開館時間為上午 9 時到下午 5 時，建議未開放時間可多利用第二教學大樓自習教
室。
Q3. 圖資大樓有高頻的聲音，請學校處理。（97 學年度第二場）
A3. 校園內爾後若有異常聲音，請告知確切位置及時間，俾利派員了解及處理。
Q4. 是否可管制筆記型電腦使用，避免鍵盤聲干擾到專心唸書的讀者？（97 學年度大學部、97 學
年度研究所）
A4. 圖書館顧及部分讀者之安靜閱覽權益，三樓規定禁止使用筆記型電腦，請使用筆記型電腦同
學盡量至一樓及二樓南棟附近使用。
Q5. 圖書館是否可比照國外大學的圖書館，延長開放時間，甚至達到 365 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
（98 學年度大學部）
A5. 本館近幾年盡可能購買Ｅ期刊與Ｅbook，讓師生不用進圖書館就可以查詢；校方在一流大學
經費支持下，這幾年購書經費增加很多，也添購不少好書，本館努力辦理主題展、借書排行
榜、新書展示等鼓勵同學入館借書，請同學盡量利用開館時至本館借書；至於本館開放時
間，本館在國內已算是開放時間很長的圖書館，由於同學入館使用人數並非很高，加上政府
在推動節能減碳，若同學有自習需要，圖書館未開放時，請善用山上宿舍旁邊之自習教室。
教務長補充：圖書館 2 樓有設置與台北藝術大學合作的藝文空間，歡迎全校師生來圖書館欣
賞。
Q6. 哈佛大學、Lin.Bath、Stanford 皆不介意開放圖書館給學生念書，而我們學校卻在乎這點，似
乎有點不切實際。（98 學年度大學部）
A6. 本館目前已為各大學圖書館中開館時間較長者，且期中至期末考（4 月-6 月、11 月-隔年 1
月）期間，週日開館皆為上午 9 時至夜間 10 時。公立大學學校經費有限，配合節能減碳與使
用效率，仍維持目前開館時間，請同學體諒；另第二教學大樓設有學生自習室，於期中或期
末考皆開放 24 小時，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Q7. 圖書館討論室沒有隔音效果，在裡面討論稍大聲怕會吵到外面讀書同學，是否有方法可改
善？（99 年第 2 場）
A7. 1.新館討論室因考量空間之透光及安全性，採玻璃隔間，隔音效果較差。
2.本館每天會定時巡館，發現有行為不當或貴重物品留在桌邊都會特別留意與提醒；若館內
讀者發現有人太吵，也可至櫃檯請館員協助處理。
3.為維護館內環境，使用討論室時，仍應避免喧嘩。
Q8. 關於星期六下午五點閉館的事項，是否能改成只開放一樓供大家溫書使用？否則還要另尋他
處讀書實在不便，且 K 書中心的設備環境相較於圖書館還是不可比擬的，不知是否能比照其
他學校開放圖書館 24 小時使用？（105 學年度）
A8. 感謝對圖書館環境之肯定，本館每兩個小時巡館一次，盡可能讓館內維持安靜乾淨。由於建
築設計為三層樓開放空間，無法只開一層樓。讀者若是查資料，本館網站的功能在線上就可
以查詢，但若是溫書的功能，目前除了男二舍沒有外，其他各宿舍都已有自習區，人社院
101 教室也會改建成自習教室。至於本館開放時間已是全國最長的圖書館之一，最近配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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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修法有很多學校在縮短開館時間，陽明目前還是維持原定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開館到
晚上十一點，週六及週日開到下午五點；每年四月一日及十一月一日開始因應期中考，週日
就會開放到晚上十點，考前一個週六也會開到晚上十點。
A9. 營繕組補充：各宿舍區目前自習室都建置完成，人社 101 空間目前規劃暑假建置完成至少 30
個以上的座位。
【其他類】
Q1. 圖書館研究小間的使用方法規範為何？可否說明其借用規定及可使用時段？（95 學年度第二
場）
A1. 陽明有專任老師 351 位、碩博士生 2056 位、大學部學生 1812 位，新館的研究小間雖比舊
館多，但近來研究小間約在上午九點左右即滿額，老師和研究生因會有論文寫作或構思研究
計畫的需求，較需要獨立的環境去研讀或討論學術期刊或寫作論文，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不得不有優先性的考量，敬請大學部同學見諒！
Q2. 圖書館網路尋書系統所標示搜尋書本位置太廣泛，使得尋書非常困難，可否在網頁上標示圖
書的正確位置。（96 學年度第一場）
A2. 館內部分已做好詳細標示，96 年也已將網頁上館藏查詢系統的館藏地連接清楚標示圖書架位
圖及空間平面圖。
Q3. 圖書館內影印以及列印黑白一張均為一元，和外面影印店無異，是否可以調降？ （101 學年
度）
A3. 本館為便利讀者就近使用影／列印服務，歷年採外包方式由廠商自負盈虧經營，因影／列印
量不大，廠 商意願不高，能維持一元經營已屬不易，敬請見諒。
Q4. 圖書館時常發生警報而必須將人員疏散至館外，確定無礙後方能重新開放入場。然而發生頻
率實在太常，請問是否有可能找出原因並降低警報發生的頻率呢？謝謝！（104 學年度）
A4. 圖資大樓已經十年邁向第十一年，第一年因為剛遷入，只要有粉塵就會警鈴響，第二、三年
開始穩定，差不多前四、五年大約一年發生一次，但從一百年開始就變成五次到九次，去年
最多達到十六次，今年已經累計六次，4/12－5/14 就發生了五次，從九十八年到現在總共五
十四次，這兩年頻率比較高，可能跟機器老舊，只能壞哪裡修哪裡有關。而警報出現頻率最
高的地點是 B1(計 27 次)，若以發生原因分析，實際火警警報，譬如電燈繼電器燒毀警鈴就會
響，這種情況佔 9 分之 1；有 9 分之 3 是狀況不明，最多發生也在 B1，其次是 4 樓，而非圖
書館 1－3 樓。但只要警鈴一響，圖書館一定要求大家疏散，因為每個人都是父母的心肝寶
貝，而且希望大家疏散後不要待在建築物裡，要到對街才安全。圖書館每個月都有抽檢照明
燈、逃生燈和滅火器，每年九月開學還會進行演習，演習目地是讓大家熟悉有狀況發生，如
何就近逃出去，這是第一個提醒；第二個提醒是，曾經警鈴響了有學生仍在研究小間，一定
要館員親自請他才出來，圖書館員的職責是一定要清空所有人，自己才能出來，所以希望大
家體諒館員，配合早點疏散。之前曾發現有位研究生躲在裡面不出來，為保障大家的安全，
現在只要有這種情況都會記點，我們不敢說哪一次警報是真的哪一次是假的，只好每次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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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另外，晚上圖書館無法編列那麼多的人力，只有一個館員，搭配學生館員 1、2 個，
所以晚上如果碰到警鈴響，一個館員就要疏散三層樓。每次警鈴發生，也要謝謝總務處及警
衛室的協助，圖書館須要確認裡面沒問題，所有的系統都復歸，才能再讓同學進去。圖書館
統計，白天人力多，每個樓層都有館員疏散約 3-5 分鐘可清空讀者，但晚上就沒有辦法，可
能需要 10 分鐘，甚至 15 分鐘。圖書館有校內、校外讀者，有老人家也有年輕人，所以只要
警鈴響，一定會落實人員疏散，為了大家的安全，請大家配合。
Q5. 大部分的同學不知道逃生門的方向跟地理位置，未來可能需要多宣導。（104 學年度）
A5. 在 95 年圖書館開館時就已經把平面圖跟逃生路線圖結合成一張平面圖了，請同學留意每個樓
層的逃生路線圖。路線圖十分完整，除了平面位置，還有最近逃生路線。此外，有關地震發
生之防護，地震前 30 到 45 秒要躲在桌子下，等震度較小時再往外跑，若地震強度大到書會
掉下來、燈會掉下來的程度，圖書館才會進行疏散，但如果有消防警報發生時，請大家第一
時間一定要跑，路線圖也請大家平常就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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