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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發展委員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18 日(星期二 )10:00 

貳、地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參、主席致詞: 

 1. 圖書館校外連線方式，請作簡單的使用步驟，於行政會議再報告，方便全校同仁使用。 

 2. 疫情期間，全校同仁可多加利用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電子書及新上線的 KMOVIE 雲端公  

 播電影網（https://kmovie.twedu.com.tw/），在校上課或在家使用均可。 

 3. 論文比對系統，依現時狀況除現有的比對系統，可以再新增 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加強比對以減少後續發生問題。 

肆、圖資中心主任報告 

 1. 新購的 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與華藝論文比對系統，可比對出的範圍結果有  

 所不同，Turnitin 可補強華藝的不足。     

伍、業務報告： 

一、採購編目組報告 

 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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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件冊，中 

 文圖書計 815 冊，外文圖書 396 冊，電子書 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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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根據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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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電子資料庫多數為續訂檢索使用，本學年新訂資料庫只有 

 KMOVIE 雲端公播電影網（https://kmovie.twedu.com.tw/）提供師生上網觀賞電影及老師上課 

 教學參考，請各系所圖書委員能協助推廣檢索使用。 

 3. 續訂資料庫中的 SDOL，2022 年訂閱情形如 2021 年採購，為鎖 IP 並下載一篇文章或一 

 本電子書扣一點的方式。 

 4. 因紙本圖書經費有限，採購中文圖書或外文圖書將以一種一冊為限，如果授課老師有特殊 

 需求請事先通知圖書館，將依經費做審核採購。 

二、流通閱覽組報告 

 1.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圖書館舉辦導覽活動及利用教育講習，共計 5 場，136 人次參與。 

 2. 執行深耕計畫，圖書館於 10-11 月份舉辦「尋找借書王」及「電子書借閱王」活動，在借 

 閱紙本圖書有略為提升，而電子書借閱量較去年同期增加 2000 冊；預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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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圖書館嘉年華系列活動「借書抽抽活動(12/01-12/17)」、「圖書館空間尋 

 寶活動(12/01-12/22)」及「110-1 趣味盃線上英文單字闖關活動摸彩(11/23-12/13)」圓滿落幕， 

 感謝委員的宣傳與師生熱情參與。 

 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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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歡迎本校師生多加利用。 

 (提醒! 從 2020/8/31 起，許多資料庫皆停止支援 IE 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請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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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瀏覽器，例如：Google Chrome、Firefox、Safari、Microsoft Edge。)  

 5.本校參與教育部 Turnitin 比對系統補助共享計畫，購置 Turnitin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自 1月 1日起，可供教師、研究生使用。各系、所教師及研究生如有論文比對的需 

  求，可向圖書館申請帳號。(凡於 1月 14日前申請帳號者，圖書館已將帳號建檔完成，申 

  請者請於收到主旨為「Log in to Your Turnitin Account 」及「Create Your Turnitin  

  Password」信件後，請申請者自行設定密碼並開通帳號。) 操作手冊。 

上述帳號僅提供論文比對之功能，如各院、系、所希望自行管理該單位之申請者，及開設論

文(或作業)比對課程等相關設定之特殊需求，可向圖書館申請子管理者帳號或申請指導教師

身份之帳號(申請者可自行建檔學生帳號及開設論文(或作業)比對課程)，可與圖書館 劉瑞

珍，分機 27201、E-mail: janery@mail.vnu.edu.tw 聯繫。(申請帳號需兩個工作天，不含

例假日) 

6. 圖書館自 2021 年 12 月 20 日(週一)起，開始辦理寒假借書；歸還期限延長至下學期開學 

 後，2022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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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無 

柒、委員建議 

 1. 有委員已上線 KMOVIE 雲端公播電影網（https://kmovie.twedu.com.tw/），大力讚賞推薦大 

 家上網觀看。 

捌、散 會 

 

 

 

 

 

 

 

 

 

 

 

 

 

 

 

 

 

 

https://www.turnitin.com/login_page.asp?lang=zh_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oDUl9XvtPAKeyGI9x9naXW_n3IPepqUQ0kFaYddzW0Vmwg/viewform?usp=pp_ur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pyDmFfHxf-NMoSpl7aFFdNmZ15RUVCV/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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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資料庫名稱 內容 使用期限 

大家說英語每日頻道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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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31 

空中英語教室每日頻

道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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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6月1日至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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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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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1 

InCites™ 

JournalCitation 

Reports(JCR) 

https://jcr.clarivate.com 

JCR, 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 社會科學類、

科學類。 

2022.10.17 

CJTD中文學術期刊暨

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https://www.airitilibrar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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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31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

體中文版影音知識庫 

https://hbr.infolinker.co

m.tw/index_video.php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 影音庫》收錄300

段以上精彩大師演講或對談影音，由美國哈佛商學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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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30 

WOS-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資料庫 

https://webofknowledge

.com/WOS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包含 

1,800 多份涵蓋 28 種藝術與人文類學科的期刊。

超過 490 萬筆記錄和 3,340 萬條引用參考文獻，

其年代自 1975 年迄今。 

2022.10.12 

https://tccs1.webenglish.tv/
https://tccs1.webenglish.tv/
https://tccs1.webenglish.tv/
https://tccs1.webenglish.tv/
https://hbr.infolinker.com.tw/index_video.php
https://hbr.infolinker.com.tw/index_video.php
https://webofknowledge.com/WOS
https://webofknowledge.com/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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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內容 使用期限 

AEB電子雜誌出版服

務平台-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25種) 

http://edo.tw/Transfer/S

Conductor.aspx  

整體書櫃：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 

81 所技職校院統一網址入口共同書櫃，上線人數可同

時 80 人，可設校外連線 Proxy 使用。 

單一連結網址： 

序 雜誌名稱 網址 

01 遠見雜誌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175741a  

02 今周刊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276114  

03 財訊雙週刊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7293758  

04 
經貿透視雙周
刊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8194478  

05 專案經理雜誌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20050803  

06 大師輕鬆讀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6847326  

07 
ABC 互動英
語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6838548  

08 Live 互動英語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6094867  

09 數位時代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5631222  

10 
Ctimes 零組件
雜誌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198628  

11 電腦家庭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5614611  

12 
Smart Auto 智
動化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2311-6617  

13 DIGI PHOTO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7275340  

14 
iDSHOW 好宅
秀住宅影音誌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66179250  

15 室內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27-6130  

16 時尚家居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8166679  

17 親子天下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002746  

18 康健雜誌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5603121  

19 中國飲食文化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8119301  

20 嬰兒與母親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224157  

21 豐年雜誌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00178195  

22 鄉間小路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158367  

23 媽媽寶寶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97710159  

24 經理人月刊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8132391  

25 
常春藤生活英
語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issn=10220640  
 

2022.10.29 

(提醒! 從 2020/8/31起，許多資料庫皆停止支援 IE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請使用者使用其他瀏覽器，例如：Google Chrome、

Firefox、Safari、Microsoft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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