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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發展委員會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13 時 30 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致詞： 

    感謝圖資中心於評鑑之前提供各數據予各系所，協助完成評鑑工作。 

肆、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圖書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共有二案，執行情形詳如下： 

案號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一 

(1)研究生論文上傳前，依教務處訂定的

『萬能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共同修業

規定』第八條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三辦

理後，始可上傳，其餘修業相關亦可參

考此修業規定。 

(2)研究生論文上傳後，鼓勵選擇立即公

開。 

(3)研究生論文上傳經審核無誤後，始可

繳交紙本論文2本至圖書館，才算完成離

校程序。 

已與研究所相關人士聯繫，說明注

意事項，並於行政會議中再次報

告，轉知各院、系、所主管同仁。 

圖資中心 

二 

圖書館自動化新、舊系統介接轉換已於6

月底7月初完成，期間因應屆畢業生離校

審核，現階段由舊系統自動審核，執行

順利。 

自動化新、舊系統銜接時，7 月初及

8 月中的畢業審核，期間出現問題

時，轉知教務處相關單位，以人工

手動方式處理。 

圖資中心 

伍、業務報告： 

一、採購編目組報告 

1.108學年第一學期圖書資料採購進館（含教補款），目前已完成計有視聽資料97件冊，

中文圖書計1280冊，外文圖書328冊，電子書4465冊，所有新書均展示在圖書館一樓”

新到館圖書”區及WebOPAC，請各位委員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到館借閱。 

2.108學年根據107學年電子資料庫調查及使用結果，依編列之經費逐一按優先序採購

入館提供全校師生檢索參考，2020年電子資料庫多數為續訂檢索使用，本學年新訂

資料庫請參考附件一，請各系所圖書委員能協助推廣檢索使用。 

3.本學年訂閱電子期刊計有Emerald 出版及Wiley STM Collection等，請參考圖書館

網頁。 

4.續訂資料庫中的SDOL，2020年訂閱情形更動，原有的資料庫是無限制檢索及下載， 

2020年更動為鎖IP並下載一篇文章或一本電子書扣一點，目前暫定每個IP限定10點，

如超過10篇將可以通知圖書館另行開放該IP下載篇數，等資料庫廠商確定設定會通

知各系所。 

 

二、流通閱覽組報告 

1.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圖書館針對大一新生進行圖書館導覽活動，已於 9月底全數

安排並導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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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深耕計畫，圖書館於 10-11月份舉辦「尋找借書達人」及「電子書借閱王」活

動，在借閱紙本圖書及電子書上有略為提升；預計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將持續舉辦

相關活動，吸引學生使用本館豐富的館藏資源。 

3. 這學期舉辦 2019圖書館嘉年華系列活動「借書“抽抽樂”活動(12/02-12/20)」、「圖

書館空間尋寶活動(12/04-12/25)」圓滿落幕，感謝委員的宣傳與師生熱情參與。 

4. 108年度教育部「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共用性電子資料庫，採購電子

資源清單如下，歡迎本校師生多加利用。 

資料庫名稱 內容 使用期限 

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 

http://www.airitiplagchecker.

com/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可協助比對文檔與他人著

作的相似程度。比對內容涵蓋逾2,000種華文學術期

刊與會議論文，以及超過60所大專院校學位論文，包

含臺灣大學學位論文、馬偕護理雜誌、臺灣地理資訊

學刊……等獨家授權給華藝線上圖書館的期刊、會議

論文及學位論文。(比對文獻僅限該資料庫所收錄之

文章內容，不代表所有文獻皆被比對，比對結果提供

師生參考。) 

2020.12.31 

大家說英語每日頻道 

http://tccs1.webenglish.tv/  

配合大家說英語與空中英語教室 電視教學節目及雜

誌內容出刊進度，並經由語音辨識技術及影音文字同

步整合而成的全新線上教學服務，每年可提供超過

500小時的電視及廣播教學內容，每日自動線上更新。 

2020.05.31 

空中英語教室每日頻道 

http://tccs1.webenglish.tv/ 

配合「空中英語教室」電視教學節目進度，資料內容

更新延後(Embargo)兩個月，可點選影片標題展開影

音文字同步播放頁面，並可進行線上克漏字填充聽力

訓練。教學節目可依日期以遞增或遞減方式排序，並

顯示該教學節目之中、英文標題、關鍵字及該節目之

學習難易度。(即107年6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資料

內容更新延後Embargo兩個月。) 

永久使用 

Web of Science(WOS) 

http://webofknowledge.com/

WOS  

提供使用者理、工、醫、農、人文、及社會科學等 各

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

料。該系統收錄期刊超過 9,000 種，每週更新其內

容，每年提供。 

2020.10.06 

nCites™ JournalCitation 

Reports(JCR) 

http://jcr.incites.thomsonreute

rs.com/  

JCR, 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 社會科學類、科

學類。 

2020.10.06 

CJTD中文學術期刊暨學位

論文全文資料庫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收錄中國大陸 逾7,400種簡體中文學術期刊、逾200

家學位論文，整合於「Airiti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www.airitilibrary.com）搜尋平台」，是兩岸收錄最

豐富且專業的中文學術資料入口網站，提供多元化的

資料類型，可搜尋到學術期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集

+電子書，讓使用者一站滿足所有的中文資料需求。 

2020.12.31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 

http://211.79.206.4/innotive/c

ontent/ocp_content.jsp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提供20種電子雜誌讀，

如:Cheers 快樂工作人、遠見雜誌、今周刊、財訊雙

週刊、經貿透視雙周刊、專案經理雜誌、大師輕鬆讀、

一張圖搞懂、Ctimes 零組件雜誌、數位時代、Smart 

2020.11.30 

http://www.airitiplagchecker.com/
http://www.airitiplagchecker.com/
http://tccs1.webenglish.tv/
http://tccs1.webenglish.tv/
http://webofknowledge.com/WOS
http://webofknowledge.com/WOS
http://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http://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211.79.206.4/innotive/content/ocp_content.jsp
http://211.79.206.4/innotive/content/ocp_content.jsp


 3 / 6 

資料庫名稱 內容 使用期限 

Auto 智動化、Alba Tross-View 阿路巴高爾夫國際中

文版、親子天下、康健雜誌、Life Plus 熟年誌、嬰兒

與母親、中國飲食文化、豐年雜誌、媽媽寶寶、鄉間

小路。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

版影音知識庫 

https://elib.infolinker.com.tw/

cgi-bin2/Libo.cgi?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 影音庫》收錄270 

餘段以上精彩大師演講或對談影音，由HBR 美國數

位內容總監及資深編輯進行訪談，收錄國際級大師精

彩訪談，如：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美國《時代》雜

誌作家專欄-丹尼爾‧高曼，全球高級領導者教練領

域的先驅與威權者-馬歇爾‧戈德史密斯，「網客聖

經」的作者-喬許‧柏諾夫等等；讓使用者可以與大

師面對面，聽大師現身說法講述觀念精華，更提供相

關觀念的延伸閱讀文章，反覆探究管理、策略、組織

等領域中創新觀點。 

2020.11.05 

5.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於 108年 7月正式上線，首次使用新系統需完成「讀者權益聲明

簽署」，可臨櫃或自行上線登入個人借閱記錄辦理。另館藏查詢及個人借閱記錄之

APP已於 12月中旬正式啟用，歡迎師生下載並登入使用(Android系統-Play商店搜

尋「萬能圖書館」; IOS系統--App Store搜尋「萬能圖書館」)。 

6. 館際合作簽約學校中，計 8所高中職圖書館(清華、楊梅、新興、永平、治平、啟英、

永豐、恆毅等)今年年底到期，目前皆已聯繫完成，之後會進行後續事宜。其他學校

館際合作 http://administration.vnu.edu.tw/lib/2360。 

7. 圖書館自 2019年 12月 18日(週三)起，開始辦理寒假借書；歸還期限延長至下學期

開學後，2020年 3月 9 日(週一)前歸還。請各系委員協助宣傳，鼓勵同學們借書以

充實寒假生活。 

 

陸、散  會 

  

https://elib.infolinker.com.tw/cgi-bin2/Libo.cgi
https://elib.infolinker.com.tw/cgi-bin2/Libo.cgi


 4 / 6 

2020 年新訂資料庫簡介 

 

MARS 臺灣企管文獻庫簡介 

MARS 臺灣企管文獻庫內累積高達近 85,000 篇摘要，2015 年改版後將以每月更新上線提供

服務，預計每年新增可達上千篇管理學術論文摘要。  

讓使用者可就不同以往的文獻資源與商管評論，直接整合學術理論與個案應用，以便完整

開發管理教學成果與管理實務人才。 

特點： 

1.每月更新，持續徵集國內重量級單位經典刊物！  

2.增加商學國考、圖書再優化——幫助學生自我實現、發展創新實務能力！  

3.掌握七大產業重大議題及核心焦點，迅速掌握精準的情報關鍵！  

4.全文提供下載、列印、另存、另列清單匯出等常用功能！ 

 

airiti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是兩岸收錄最齊全、豐富的中

文學術資源整合平台。收錄台灣與中國大陸各類資源，包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

文集、電子書等全文資料。收錄主題含人文學、社會科學、基礎與應用科學、生物農學、

工程學、醫藥衛生等六大類。  

 

CEPS 期刊論文&會議論文集：收錄台灣近 75%的學術及指標性期刊與大陸核心期刊，共

逾 4,980 多種、265 萬多篇電子全文，全文率達 97%。收錄年代至 1991 年起。  

 

CETD 學位論文：收錄台灣大學(2004 年起)、成大、清大、交大、淡江大學等 50 多所學校

學位論文，提供全方位服務。收錄年代至 2004 年起。 

 

JoVE 影像資料庫：  

Materials Engineering 材料工程：

https://www.jove.com/science-education-library/40/materials-engineering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航空工程：

https://www.jove.com/science-education-library/82/aeronautical-engineering 

 

JoVE - Science Education 科教影像資料庫： 

專為 STEM 教學而設計的科學教育資料庫，包含 8 種基礎主題資料庫，適合學生首次接觸實

驗時，熟悉基礎實驗流程，專為配合實驗科學課程而創建，為傳統課堂及翻轉教室而設計

使用，目標是培訓學生及初進科學實驗領域的研究者在生物、化學、物理、工程及多重學

科研究的核心技能。透過影片的方式，幫助眾多師生及研究單位將研究實驗流程透明化，

節省大量的時間與成本。( Science Education 每套選集都包含了數個應用該技術的期刊文獻和

相關影片提供延伸學習 )  

資料庫特色：  

1. 實際錄製實驗過程，讓實驗學習更俱效率。  

2. 教授可以針對特定影片做課程試題，測試影片學習理解成效。  

3. 提供中文字幕及多國語言的文字描述(含中文)。 

4. 科技與自然科學全文資料庫  

 

 

附件一 

https://www.jove.com/science-education-library/40/materials-engineering
https://www.jove.com/science-education-library/82/aeronautical-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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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 Technology Collection 科技與自然科學全文資料庫」 

以自然科學為主題之大型全文資料庫，內容收錄超過 2,000 種期刊索摘，其中超過 650 種為

全文期刊，該資料庫收錄主題如：化學、電腦科學、生物學、物理學等。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ection 專業技術發展全文資料庫： 

主要針對「職業教育」相關需求之期刊文獻，適合提供技職教育的老師、職業參考館員、

技職教育之研究人員。該資料庫收錄超過 450 種為全文電子期刊與雜誌。  

 

Engineering Source 工程學資源全文資料庫： 

主要為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工程部門的研究人員所設計，內容收錄超過 2,000 種期刊索摘，其

中超過 1,600 種為全文期刊。  

 

IT Source 資訊科技全文資料庫： 

提供資訊、資工類研究人員所需之專業學術文獻來源。內容收錄超過 250,000 筆文獻紀錄，

以及約 100 種資訊科學類之全文期刊。  

 

Vocation & Career Collection 職業技術與專業科學全文資料庫   

主要針對職業技術相關研究成果與應用作為主要收錄內容。內容不僅學術類研究文獻，更

注重在實務應用的介紹與說明。該資料庫收錄超過 330 種為全文電子期刊與雜誌，特別適合

職業學校、科技大學等應用領域相關學科之師生來使用。主題如：航太產業、金屬加工、

汽車工程、健康美容、食品加工等。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學術性期刊全文資料庫簡介：  

收錄自 1933 年以來 6,940 多種刊物，其中約 5,275 種以全文提供，主題涵蓋：商業、教育、

社會科學、健康、心理學、公共衛生、國際關係、法律、藝術、老年人與兒童、女性研究、

人文、考古、多元文化、軍事、科學等廣泛涵蓋各學科領域；豐富的內容使其成為 ProQuest

旗下資訊最廣泛、內容最全面的通識參考資源。  

--重點收錄期刊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7.724)獨家收錄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410)獨家收錄  

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6.529) 獨家收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95) 獨家收錄  

Psychological Medicaine (5.641) 獨家收錄  

Stanford Law Review (3.825)  

Nature Biotechnology (31.864) 獨家收錄  

--國際知名報刊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收錄逾 700 種資源，包括大中華區內報章、雜誌、新聞社、電視台、電台

及網站等新聞資源。每日上午 8 點前更新，提供最新新聞及文章。自 1998 年至今已儲存逾

6 億篇文章，每日增加 8 萬篇各類新聞資源。 

 

臺灣版 

收錄時間：2000/1/1 至今，收錄內容：包含臺灣出版之 56 種報紙、雜誌及 316 個網站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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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續收錄之報紙、雜誌有 22 種，部份提供當期新聞瀏覽，如自由時報、中華日報、台灣

壹週刊等。 

更新頻率：每日更新 

 

海外版 

收錄時間：1998/4/1 至今，收錄內容：包含香港、澳門、中國大陸、亞洲及其他地區等 722

種報紙、雜誌及 26 個網站等，其中持續收錄之報紙、雜誌有 359 種，並有多種提供當期新

聞瀏覽如下： 

          *香港：明報、南華早報、東方日報、亞洲週刊 

          *中國大陸：21 世紀經濟報道、深圳商報、南方日報、北京青年報、解放日報 

          *亞洲：星洲日報、海峽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 

更新頻率：每日更新 

 

I-GOT 日語線上資料庫 

   -新日語一級模擬測驗 

   -新日語二級模擬測驗 

   -新日語三級模擬測驗 

   -新日語四級模擬測驗 

   -新日語五級模擬測驗 

   -日語一級模擬測驗 

   -日語二級模擬測驗 

   -日語三級模擬測驗 

   -日語四級模擬測驗 

進階管理 

   -老師出題功能 

   -老師教材管理功能 

   -選課管理功能 

   -線上錄音功能 

   -試題解析功能 

   -問卷管理功能 

   -公告管理功能 

   -帳號管理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