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10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12:00~14:20
地點：生命科學館 6 樓 628 會議室
主席：張委員茂山(召集人)
出席：何委員傳愷、吳委員亘承、李委員宗徽、袁委員芸婷(學生代
表)、陳委員瑞芬、溫委員進德、靳委員宗洛、冀委員宏源（依
姓氏筆劃排列）

列席：童組長敏惠、邱組長婉容、陳組員巧倫、廖助教英超
紀錄：陳技士懿慧
壹、 報告事項:
一、 圖書館服務業務，提會報告。
說明：圖書館近期所增加之新項服務項目宣傳。
二、 本院圖書委員改選，提會報告。
說明：
(一) 依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圖書委員會組織辦法
第二條（報告附件 1，略），對現任委員部份進行
改聘。
(二) 105 學年度得改聘之系所為分細所、生科系、植科
所及生化所，院方將於 105 年 8 月發函上開系所請
其就該單位需求推薦委員。(報告附件 2，略)
(三) 另 103 至 104 學年度院圖書委員會召集人張副教授
茂山已表明不續任，故 105 學年度由院長再另行指
派。
貳、 討論事項:
一、 本院「2017 年委託訂購期刊清單」之續訂、新訂及改訂
期刊部分，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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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6 年生命科學院委託訂購之期刊有 3 項，分別
為 The American Naturalist、Cell cycle 及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此 3 項期刊於 2016
年訂購金額為 150,651 元，2017 年預估金額為
164,210 元（附件 1，略），本年度院經費尚可
支應，但仍請委員討論是否續訂。
決議：續訂通過。
二、 本院「2017 年圖書委購費訂購之叢書型期刊清單」之續
訂、新訂及改訂期刊部分，提會討論。（附件 2，略）
說明：
(一) 該 4 項期刊原為校經費支應期刊，因其為有 ISBN
之叢書型期刊，為撙節經費，於 102 年度起改由院
內各系所 10 萬元圖書委購費項下，以共同分擔方
式長期訂購。
(二) 經與醫學院分擔部分金額後，4 項期刊之 2017 年
續訂價格，本院支出為 35,729 元，若欲續訂則由
各系所 2017 年圖書委購費共同分擔，請委員討論
是否全數續訂。
(三) 依據 104 年 9 月 17 日本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主管會議決議，上述 4 項叢書型期刊直接授權
院圖書委員會討論是否續訂，決議送主管會議報告
即可。
決議：續訂通過。
三、 總圖提供 105 年度讀者推薦訂購期刊等共 4 項，提會討
論。(附件 3，略）
說明：
(一) 本年度讀者推薦訂購期刊計 2 項，分別為「Nature
Microbiology」(E)，2017 預估金額 NT$202,057
元；及「 Nature Chemical Biology」(E)，2017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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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金額 NT$223,019 元。請委員視系所需求考慮是
否購買。
(二) 原由總圖與醫圖合訂之「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ll journals」，因經費有限總圖
擬不續訂，評估該期刊與生科主題較相關，請本院
系所評估是否與醫圖共同合訂。
(三) 生農學院農藝系欲新訂 Nature 的新刊「Nature
Plants」，2017 年預估價格 為 NT$202,057(E)，
想徵詢是否有系所願與其共同合訂。
(四) 院方目前無多餘經費可支應，若建議訂購，請由相
關系所自行支付或刪訂本院之校經費循常性期刊。
決議：因經費考量，暫無法訂購。
四、 本院「2017 年循常性期刊及資料庫訂購清單」之續訂、
新訂及改訂期刊部分，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院 2016 年訂購循常性期刊及資料庫共 76 項(附
件 4)，校核定可訂金額為 6,408,353 元，因期刊
每年約有 9%之漲幅，加上退出聯盟可能取消之優
惠，若全數續訂則 2017 年總金額約為 7,184,810
元，已超出預算，故本年度可能需刪訂期刊計
776,457 元(附件 5，略)，方能符合校核定金額。
(二) 爰上，本院於 105 年 6 月 6 日將附件 1 發送生化所、
生科系及漁科所，請各單位先行考量期刊刪訂優先
順序，以利本會進行。

決議：
(一) 漁科所:
1. 確認刪訂期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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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刊名

附註

金額(NT,元)

2012 年起由動科
1 漁科

Animal : an
所(asgs)與漁科所
international
E (ashf)合訂電子
journal of animal
版, 各分攤 1/2 訂
bioscience
購費用,若刪訂須

徵求雙方同意

6

漁科

Growth hormone &
IGF research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Growth
E
Hormone Research
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IGF
Research Society

備註
刪訂第 1 順位。

22,836 漁科所已確定
刪刊，請學科
館員協助與動
科所協商。

28,788 刪訂第 2 順位

刪訂第 3 順位
其為參加聯盟

Reviews in fish

11

漁科 biology and

參加聯盟期刊

42,527 期刊，但漁科
所希望刪除以
保留其他重要
期刊

fisheries

2. 序號 1 漁科所確定刪刊，委請總圖學科館員協
助與動科所協商，表明本院因經費關係無法續
訂，擬請其同意刪訂或再尋求其他合訂單位。
3. 目前確定可刪訂金額計 51,624 元整，若必須符
合總圖要求尚需刪訂 24,255 元整。
4. 漁科所表明許多參加聯盟的期刊多為所內無需
求之期刊，反而聯盟以外的期刊才是所內老師
重要參考的期刊，第 3 順位實為參加聯盟期刊，
雖校方已簽訂合約，但刪訂所需期刊而保留需
求不大之期刊並不合理。
5. 請漁科所直接與總圖聯繫是否有其他單位願意
合訂此期刊，並請漁科所內部逕行協調以期能
符合明年經費額度，毋須再召開院圖書委員會
議。
(二) 生化所：
1. 確認刪訂期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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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所 刊名
European journal of

附註

金額(NT,元)

E

92,636

刪訂

E

60,965

刪訂

6

生化

7

生化

11

因應 2011 年新訂
ELS 期刊,優先刪
除複本,自 2011 年
起由生化所
生化 Trends in genetics E (ashh )與 醫圖
(asmk3)合訂 E,各
分擔 1/2 訂購費
用,若刪訂須徵求
雙方同意.

cell biology
Journal of structural
biology

備註

生化所確認刪
訂.

37,732 請學科館員協
助與醫圖協
商。

2. 確定刪訂金額計 191,063 元整。
3. 已符合本年度刪訂金額 162,662 元，所餘 28,401
元由院方協調轉予漁科所或生科系。
4. 序號 11 之期刊原與醫圖合訂，委請總圖學科館
員協助與醫圖洽商，表明本院因經費關係無法
續訂，擬請其同意刪訂或尋求其他單位與醫圖
合訂。
(三) 生科系:
1. 目前確認刪訂期刊如下:
序號 系所 刊名

附註

金額(NT,元)

Bio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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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 systematics and

備註

E

98,213

刪訂

E

57,843

刪訂

ecology
Environmental and

16

生科 experimental
botany

5

37

28,878

生科 Learning & memory E

刪訂

2. 目前確定可刪訂金額計 184,934 元整。
3. 若必須符合總圖要求尚需刪訂 352,982 元整，
爰 此 ， 考 慮 刪 訂 序 號 11 「 Developmental
biology」，金額 346,096 元，但因下載次數高
達 5454 次且多數圖委會委員建議保留，故請生
科 系 連 同 序 號 39 「 Microbiology 」 及 53
「Trends in Microbiology」，委請總圖學科
館員協助與醫圖、生農學院洽商是否考慮以合
訂方式續訂。
4. 上開期刊請生科系委員與總圖學科館員連絡，
裨期符合總圖要求，毋須再召開院圖書委員會
議。
參、 臨時動議：
本會提議:鑑於學校經費有限、出版商每年上漲、參加
聯盟之期刊不得刪減等因素，造成重要期刊無法留
存。且以現今趨勢，各系所每年對期刊之需求遠大
於圖書，故建議各系所撥予總圖之 10 萬元圖儀費，
是否可由總圖或院系所專簽，委請校方協商轉為經
常費以支應期刊需求
以上決議提案院務會議討論。
肆、 散會( 1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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