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書原則 

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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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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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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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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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格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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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平裝本出版年為 2014，電子版出版/上傳年為 2015，則該書出版年應

列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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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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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填

S&T、M、Ss&A

三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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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書美金(電子)/中

文書臺幤(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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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中文 

若屬中文的簡體中文；或

西文中的英文以外語文

（如德文、法文等），請

另標註語文於備註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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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標註套書單冊 ISBN、

叢書名及叢書號、細分之

語文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