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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書原則 

105.10 版 

1. 採購優質西文及中文學術電子書。  

2. 買斷且以同時段不限人數使用為原則，採購模式如下： 

（1） 合集(collection)。 

（2） 單書挑選(pick and choose)。 

（3） 讀者導向採購(Patron-Driven Acquisitions)。 

3. 日後毋需支付任何形式費用。 

4. 不得為國內其他聯盟或計畫已採購者，惟區域性或領域性聯盟之複本，為

兼顧非屬該類聯盟之成員館權益，本聯盟得以補差價方式購置，其複本補

償與否，由兼屬該類聯盟之 TAEBDC 成員館與供貨廠商另行協商之。 

5. 不得為公開取用(open access)或以公版書(public domain)製成之電子書。 

6. 如原書有附件(例如程式集、系統等)，須一併提供。 

7. 閱讀對象需為大學部(含)以上學生。 

8. 出版年為西元 2012 年（含）以後者為原則。 

9. 所提書單依以下 ST/M/SsA 三大類主題分類(如該書有一個以上主題時，西

文書請參考杜威十進分類號、中文書請參考中國圖書分類號歸類)，同一系

統平台最多僅可依三大類作產品區隔，不得進行次主題產品包裝。 

（1） S & T（Science & Technology, 基礎科學暨科技與工程類） 

（2） M（Medical, 醫學類） 

（3） Ss & A（Social Science, Arts and Humanities , 社會科學暨人文藝術

類） 

10. 所提書單如原已有會員館個別入藏者，廠商需提出補償措施。 

11. 書單規範另訂之，廠商需依規範提出書單。 

12. 能因應聯盟需求，提供下列資料： 

（1） raw data：聯盟認可格式之 raw data，無法提供 raw data 者得不予採

購。 

（2） 光碟片：各館認購電子書之財產登錄使用。 

13. 能提供符合 ISO2709 格式之免費書目紀錄(西文書內含杜威十進分類號、國

會分類號，中文書內含中國圖書分類號)，以轉入各聯盟會員圖書館自動化

系統。 

14. 能每月提供各成員館及聯盟推動小組符合 COUNTER 標準及聯盟要求格式

之統計數據，且項目至少包括全書下載數（BR1）或書中單元下載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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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上年度無法按時提供本聯盟要求之統計資料的產品得不予考慮。 

15. 能提供校外連線使用。 

16. 產品平台轉換，需提供自動轉址，或提供更新後的 URL 清單及 MARC 檔

供會員館批次替換，並預留至少 30 日的緩衝期，待成員館將新平台之書目

轉入自動化系統後，舊平台方可停止服務。 

17. 能提供中英文簡介、中文操作手冊、教育訓練及數位或多媒體學習教材，

並規劃各類主題式書單，以利推廣活動進行。 

18. 其他： 

(1) 決標匯率：決標日前一辦公日臺灣銀行外匯交易收盤即期賣出匯率。 

(2) 合約書統一由聯盟簽訂，廠商不得要求各成員館另簽合約。 

(3) 廠商須提供本聯盟之所有成員館至少為期二個月之試用期間。 

(4) 如決標後發現以下情形者，需依標的圖書之價金 2 倍賠償。 

i、 無法供貨 

ii、 所提供圖書之版次、圖書性質、閱讀對象等不符本聯盟選書原則者 

iii、 為國內其他聯盟或計畫已採購者，惟區域性或領域性聯盟複本經本聯

盟同意採購者除外。 

(5) 廠商若無法達成聯盟合約規定得列為不良廠商。 

 



3 
 

附件: 

一、書單規範 

(1) 以 excel 軟體建檔，除價格及冊數欄位之格式需為「數值」外，其餘

欄位格式均需設定為「文字」，且同一欄位內之文字請勿強迫換列，

不可合併儲存格。 

(2) 所需欄位依序為：主題、次主題(建議依照「科技部學門專長分類表」

之類目提供)、杜威十進分類號/中國圖書分類號、國會分類號、紙本

ISBN、電子書 13 碼 ISBN、題名（如有副題名應一併提供）、版次、

著者（格式為：姓, 名）、出版者、出版年、冊數、西文書美金(電

子)/中文書臺幤(紙本)原始單價、西文書美金/中文書臺幣聯盟價格、語

文別、附件、備註。 

(3) 出版年係指該書該版次首次上市之年份，例如精裝本出版年為 2012，

平裝本出版年為 2013，電子版出版/上傳年為 2014，則該書出版年應

列 2012。 

(4) 如為套書，需以套為單位，提供整套書的題名和 ISBN，不得將各冊拆

開。如無套書題名和套書 ISBN，得僅列第 1 冊之書目資訊，其餘冊數

ISBN 列於備註欄，並以半形分號（;）隔開。 

(5) 不得有年刊（例如 annual review）、期刊特刊等具期刊性質者。 

(6) 如有較新版本，需提供新版，不得以舊版取代。如僅有紙本新版，而

電子版仍為舊版者，亦不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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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單標準格式

欄位名稱 欄位性質 格式 說明

主題 必備欄 文字

(1) S & T（Science & 

Technology, 基礎科學

暨科技與工程類）

(2) M（Medical, 醫學

類）

(3) Ss & A（Social 

Science, Arts and 

Humanities , 社會科

學暨人文藝術類）

次主題 必備欄 文字
建議依照「科技部學門專

長分類表」之類目提供

杜威十進分類號 / 

中國圖書分類號
文字

國會分類號 文字

紙本 ISBN 必備欄 文字

電子書 13 碼 ISBN 文字

題名 必備欄
文字。如有副題

名應一併提供

1.標點符號需用半形。

2.中文數字「○」，直接採

用鍵盤上的半形阿拉伯

數字「0」。

版次 必備欄

文字。若為數

字，請以阿拉伯

數字表示。

著者 必備欄
文字。西文作者

格式為：姓, 名 

出版者 必備欄 文字

出版年 必備欄
4 位數字西元年

代，如：2009 

指該書該版次首次上市之

年份

冊數 必備欄

數值。格式不能

包含公式或算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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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書美金/中文書

臺幤原始單價
必備欄

數值。格式不能

包含公式或算

式。

中文書、西文書書單請分

開列；欄位名稱請依實際

著錄幣別，擇一著錄

西文書美金/中文書

臺幣聯盟價格
必備欄

數值。格式不能

包含公式或算

式。

中文書、西文書書單請分

開列；欄位名稱請依實際

著錄幣別，擇一著錄

語文別 文字

附件 必備欄 文字

請針對電子書有附件（如

光碟）內容者，詳列其提

供情形，例如：

(1) 無光碟附件 

(2) 可提供光碟附件 

(3) 有聲內容（音檔已内

嵌在書檔中，故不另行提

供附件）

若有其他情形者，也請一

併說明。

備註 文字



代碼 學門名稱 代碼 學門名稱 代碼 學門名稱 代碼 學門名稱 代碼 學門名稱 代碼 學門名稱

M01 統計 E01 機械固力 B101001 解剖 B1020D8 復健科 H01 文學一(中國文 SSS01 數學教育

M02 數學 E02 化學工程 B101002 生理 B1020D9 牙醫學 學、台灣文學、 SSS02 科學教育

M03 物理 E03 造船工程 B101003 藥理及毒理 B1020DA 護理 原住民文學) SSS03 資訊教育

M04 化學 E06 材料工程 B101004 醫學之生化及 B1030A0 藥學 H04 語言學 SSS04 應用科學教育

M05 地球科學 E07 食品工程 分子生物 B1030B0 中醫藥 H05 文學二(外國文 SSS05 醫學教育

M06 大氣科學 E08 資訊 B101006 微生物及免疫學 B2010A0 植物學 學、性別研究、 SSS06 多元族群的科

M07 海洋科學 E09 土木、水利、 B101008 保健營養 B2010B0 動物學 文化研究) 學教育

M20 永續發展研究 工程 B101009 公共衛生及環境 B2010C0 生物學之生化及 H06 歷史學 SSS07 科普教育與傳播

E10 能源科技 醫學 分子生物 H08 哲學

E11 環境工程 B101010 醫學工程 B2020G0 生物多樣性及 H09 人類學

E12 電信工程 B101011 寄生蟲學、醫事 長期生態 H11 教育學

E14 微電子工程 技術及實驗診斷 B3010A0 農藝及園藝 H12 心理學

E15 光電工程 B101018 幹細胞/再生生物 B3010C1 生工及生機 H13 法律學

E17 醫學工程 醫學 B3010D3 土壤及環保 H14 政治學

E18 電力工程 B1020A1 心胸內科 B3010E0 食品及農化 H15 經濟學

E20 高分子與纖維 B1020A3 腸胃內科 B3010F0 植物保護 H17 社會學

E50 工業工程與管理 B1020A6 腎臟科新陳代謝 B3010G0 森林、水保及 H19 傳播學

E60 生產自動化技術 及內分泌 生態 H22 區域研究及地理

E61 控制工程 B1020A8 血液科腫瘤科風 B3010H0 漁業 H23 藝術學

E71 航太科技 濕免疫及感染 B3010I1 畜牧 H40 財金及會計

E72 熱傳學、流體 B1020A9 神經內科 B3010I2 獸醫 H41 管理一（人資、

力學 B1020B1 小兒科 B3010I3 實驗動物 組織行為、策略

E80 海洋工程 B1020B2 精神科 管理、國企、

B1020B4 皮膚科 醫管、科管）

B1020B5 家庭醫學科 H42 管理二（行銷、

B1020C1 心胸外科 生管、資管、

B1020C3 一般外科 交管、作業研究

B1020C6 泌尿科 /數量方法）

B1020C7 整形外科 HA2 體育學

B1020C8 神經外科 HA3 圖書資訊學

B1020D1 骨科

B1020D2 麻醉科

B1020D3 婦產科

B1020D4 耳鼻喉科

B1020D5 眼科

B1020D6 放射線及核子

醫學

B1020D7 病理及法醫

科教處

學門專長分類表

自然處 工程處 人文處生物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