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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聯合大學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圖書館諮詢委員會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12 月 27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整 

會議地點：第二(八甲)校區圖書館 6 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 

會議主席：吳館長有基                       紀錄：李瑞珍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略   

叁、宣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行報告 

    各委員無異議准予備查。 

肆、提案討論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圖書館 

      案由: 2017 Elsevier (ScienceDirect Online, SDOL)電子期刊暫緩續訂 

            (詳附件一) ，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國家實驗研究院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代表全國

學術機構與 Elsevier 進行期刊的訂購協商，該公司仍堅持 2018 年與 2019

年固定漲幅 4%且不得刪訂期刊之方案。 

二、 CONCERT 聯盟籲請各校支持緩訂 SDOL 資料庫，有 75%學校支持並陸續宣

布緩訂或停訂。 

三、 因目前仍在談判中，明年（106）1 月 1 日起可能斷線無法下載全文。  

四、 後續若 CONCERT 聯盟有達成共識，本館將儘速公告因應的措施及處理的

方式。 

決議:暫緩訂購 2017 Elsevier (ScienceDirectOnline, SDOL)電子期刊，公告全 

     校師生週知，並協助利用館際合作取得資料,伺 CONCERT 聯盟與 Elsevier 

     談判有達成共識，再做相對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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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圖書館 

     案由:圖書館閉館時間變更(詳附件二)，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新修訂之勞基法輪班規定，換班時間至少連續休息 11 小時，目前圖

書館輪班時間為下午 1 點至晚上 10 點，至隔日 8 點上班僅休息 10 小時，

已違反勞基法。 

二、 基於上述原因建議圖書館館員輪班時間更改為中午 12 點到晚上 9 點。 

三、 圖書館夜間 9 點以後進館人數稀少(統計如附件)，考量節能效益，可請

少數仍需利用圖書館閱讀的讀者移動到自修室。 

     決議: 八甲校區圖書館閉館時間調整為晚上 9:00，以因應新勞基法規定，並公告 

           全校師生週知。 

伍、臨時動議 

           無 

陸、散會(下午 13：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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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  ScienceDirect 使用統計                     附件 1~1 

 

 

 

漲幅:每年約 4%,2014~2016 漲幅共約 12% 

一、 本校訂購 ScienceDirect 期刊共 1765種,使用率很高,若停訂影響頗大,若廠商能 

同意刪刊減少訂購金額,對本校訂購較有益。若以停訂的方式表達抗議，可有 

效抵制廠商不合理的漲幅。  

二、 Science Direct 的延緩訂購、甚至解約停訂，勢將會對老師、同學的研究工 

作帶來衝擊，論文資料取得也不如過往便利。懇請全校師生共體時艱，支持台  

灣學術界這次爭取學術期刊合理市場秩序的共同行動。 

三、 為使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斷線期間，對本校教學、研究和學習之影響 

降到最低，師生可透過下列幾種方式取得所需的期刊文獻： 

(一)、查找網路資源，例如 Google Scholar。 

(二)、試查作者所屬單位的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平台。 

(三)、向作者索取。 

(四)、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申請期刊文章本館仍將持續擴充各項 

      館際合作服務，相關進度及訊息將隨時公告。停用期間若有任何諮詢，惠 

      請與相關同仁聯繫。 

  四、目前宣布停訂學校: 

      台大開第一槍，宣布將在 2017 年停訂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共同談 

      判的清大、交大、成大、中興、台師大、南台科大、淡江、政大 9個圖書館也 

「同進退」，希望集體抗議換取未來更多的談判空間， 東海、義守、中正、 

實踐、宜蘭大學也跟進。 

 

年分 下載數 採購金額 單篇成本 

2014 52211 NT$2,027,428 39 

2015 57536 NT$2,189,368 38 

2016 44765 NT$2,411,92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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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立臺灣大學 2017 年起停訂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 

   各位師長同學您好： 

      長久以來，圖書館致力於支援全校師生之教學、研究和學習所需，在有限的經 

    費下，透過積極參加聯盟的方式降低書刊採購成本，讓全校師生得以持續使用圖 

    書與期刊等學術資源。 

      目前全校訂購近 4,700 種期刊，其中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的 784 種期刊占 

    訂購種數 17%，所需費用卻逾期刊採購總金額 33%。又本校訂購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雖已由 2008 年的 833 種，減少為 2016 年的 784 種，但是訂購 

    費用卻增加為 143%。該公司在期刊出版的壟斷現狀，以及不合理的訂價政策導致 

    過於昂貴的訂費，早為全球各大學所詬病。今年與 Elsevier 進行 2017-2019 年期 

    刊的訂購協商，該公司仍堅持 2018 年與 2019 年固定漲幅 4%且不得刪訂期刊之方 

    案，若本校持續接受該公司固定漲幅政策，實無法負擔過高且不合理之期刊訂購 

    費用，亦將擠壓其他學術資源的採購。 

      臺灣許多大學校院圖書館在獲知 Elsevier 的方案後，紛紛決定不接受該公司提 

    出之方案。我們也認為這個方案是無法接受的，因此為了創造後續談判對我之有 

    利條件，若未能達成合理且我方可接受之方案，將於 2017 年起停訂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這項決定在 105 年 11 月 1 日本校行政會議上亦已獲校長、 

    副校長和各學院院長的支持。 

      為使停訂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對本校師生教學、研究和學習之衝擊降 

    到最低，圖書館將推出配套措施，協助師生取得所需的期刊文獻。 

      在此艱困時期，需要全校師生同舟共濟一致對外爭取權益，不便之處，尚請體諒。 

      若有任何諮詢，請惠與本館聯繫。 

 

 

 

 

 

 



          - 5 - 

附件 1~3 

關於 Elsevier 資料庫合約談判 CONCERT 聲明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以下簡稱科政中心)十八年

來以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的模式，代表臺灣學術圖書

館界與國內外出版商議價談判引進了許多電子資源，以豐富各圖書館的館

藏及促進與世界數位化潮流之並進，為學術研究人員提供便利的學術資訊

資源取得服務。 

   聯盟的主要效益是集結所有圖書館的採購資源需求，與廠商談判爭取好

的合約條件與價格，進而達到節省人力與撙節經費的目的。但是近十年各

校的圖書經費成長有限，甚至是負成長，對電子資源的持續漲價各校都苦

不堪言，科政中心的 CONCERT 團隊多年來一直努力商請各家出版社給予優

惠，為各校爭取最佳價格，今年大部分出版商在經過多次交涉後都能配合

臺灣狀況，已完成的資料庫合約較去年漲幅更低。 

   其中占總經費最高的 ScienceDirect 資料庫之談判，迄今仍無法獲得雙

方共識，該公司 Elsevier 的價格模式向來受到全球之爭議，知識的成本高

漲議題曾引起加州大學聯盟、哈佛大學之不滿，今年也在荷蘭大學聯盟產

生集體的行動。在臺灣 ScienceDirect 資料庫總採購金額相當龐大，達

$2,700 萬美元，占目前大專校院的年度電子資源採購經費近 1/3，是各大

圖書館電子資源採購的主要支出。因應台灣需要，其出版社 Elsevier 公司

在今年 6 月 30 日提出新的計價模式，本資料庫工作小組(由中興大學、交

通大學、成功大學、南臺科技大學、淡江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學、臺

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組成)討論後，我方要求 Elsevier 提供更多選項，

包括更有彈性的選擇項目、降低漲幅、增加刪刊率、降低選訂單刊之 CONTENT 

FEE(平台使用費)等；Elsevier 後於 9 月 19 日提出第二版方案，聲稱該方

案為最佳方案不再改變，然其回應之計價模式及內容，仍舊無法讓工作小

組認同，11 月份工作小組決議不接受，並告知圖書館的要求更好方案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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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度達 75%；12 月 5 日 Elsevier 再度提出第三版方案調降部分漲幅，並要

求我方於 12 月 6 日答覆。CONCERT 團隊立即與工作小組成員聯繫，最後仍

決定延緩續訂，同時呼籲所有圖書館訂戶以整體臺灣市場為考量，以會員

館共同利益為永續經營目標，力促合約走向合理與可接受之方向。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 電子期刊全國購置費用逐年不斷攀升，2016

年較 2008 年增加了 53%。為了維護學術文獻之永久使用權，多數圖書館只

能在有限的預算中持續付費以取得資源，甚或是刪減其他資料庫以訂購

ScienceDirect。 

   此次臺灣學術圖書館的堅持，主要是各大專校院圖書館已無力維護，希

望國際出版社能就區域發展與經濟成長狀況釋出合理的計價模式。然

Elsevier 所提供今年合約的主軸仍然以綁定前一年付費金額為計算基準，

雖然有各項選擇來提供學校付較少的經費，但事實上各校可取得資源也相

對變得較少，並未達到實質降價的精神。對綜合型大學而言，很難權衡或

說服系所去捨棄原先可以使用的 2,200 多種全部期刊資源；如果改採各系

所選訂單一期刊，又必須附加極高的 CONTENT 費用。此外，一個資料庫的

強勢調漲連帶也會排擠其他電子資源的採購，讓較小的研究領域無法獲得

足夠的資源發展，因此，我們支持工作小組的決議，向 Elsevier 出版社提

出不接受目前之方案，除非他們能提出讓工作小組接受之新方案，否則

CONCERT 無法引進此資料庫。 

   此刻暫緩訂購 ScienceDirect 勢必對研究人員造成衝擊，期盼研究資源

使用者可以善用 Google Scholar、圖書館的館際互借與複印服務，或透過

學術社群網絡聯繫作者取得學術資源，共體時艱以共度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