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看什麼書嗎？圖書館變給你

圖書資訊處採編典藏組

9/16(三)10:00~12:00
圖資週創新/友善服務工作坊



想看什麼書嗎？圖書館變給你

1.不花錢也能看好書

•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好書好期刊

2. 資源回收-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3. 贏在起跑點

• 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4. 圖書怎麼找？

•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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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花錢也能看好書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好書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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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圖書及視聽資料

• 推薦類型：紙本圖書

家用版/公播版視聽資料
☆紙本圖書(教師指定參考書除外)及家用版視聽資料均可外借

☆公播版視聽資限館內視聽區使用，不可外借

• 推薦資格：本校教職員工生

• 因應館藏發展政策，所推薦之資料，皆需經
一級主管審核同意後始得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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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圖書及視聽資料

• 推薦須知

1. 醫學相關領域專業圖書及基礎電腦圖書限5年內出版；電
腦圖書限3年內

2. 同一版本圖書以不超過2冊為原則

3. 已有電子書者，不再採購紙本圖書

1. 同一版本視聽資料以不超過1件為原則

2. 優先購買家用版，若有教學公開播映需求則購買公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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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視聽資料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圖書及視聽資料

• 推薦步驟

請先查詢紙本館藏查詢系統及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是否已有館藏，

若推薦資料為新版，則可進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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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https://toread.kmu.edu.tw/toread/opac
http://er.kmu.edu.tw/er/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圖書及視聽資料

• 推薦步驟

登入線上推薦網頁填寫推薦資料書目

【路徑：紙本館藏查詢系統→我的帳戶→薦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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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https://toread.kmu.edu.tw/toread/opac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圖書及視聽資料

• 推薦步驟

館員收到推薦資料後將查詢書目，並在3個工作天內線上回覆。

您的推薦讓館藏更加豐富，圖書館感謝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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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電子資源

推薦電子資源(含期刊及資料庫)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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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核圖書館是否有訂購

館藏查詢系統：查詢紙本期刊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查詢電子期刊、資料庫

2. 填寫期刊/資料庫薦購表

(下載路徑：圖書服務→紙本館藏查詢

→書刊推薦服務)

3.薦購表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掃描回傳

4. 經圖委會及預算會議審議後，始得購置

https://toread.kmu.edu.tw/toread/opac/search
http://er.kmu.edu.tw/er/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book-recommendation-service


如何向圖書館推薦電子資源

推薦電子資源(含期刊及資料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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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圖書館推薦電子資源

推薦電子資源(含期刊及資料庫)時程

隨時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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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

2020年8月

2021年8月推薦時間

購入時間 2022年 2023年



2.資源回收-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12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淺談圖書/館藏註銷

被動註銷

vs.

有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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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被動的註銷

毀損無法修復、

遺失、

內容不合時宜、

無合法版權或使用權終止

都是必須註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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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無法修復示意圖
圖片取自網路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有目的的註銷

因館舍空間不足，

為了爭取更多空間，

圖書館主動篩選符合註銷原則的館藏予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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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館舍空間比一比

本校圖書館面積約1200坪，其他圖書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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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高雄大學 中山大學
高科大
燕巢分館

高科大
第一分館

坪數 4000 5423 3288 3801

圖書館 樹德科大
成功大學
醫圖

台北醫學
大學

高市圖
總館

坪數 2498 1340 1000 2188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空間不足，怎解？

大規模調整架位移出空間

將部分館藏採閉架式管理

終極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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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閉架書區一隅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圖書館如何篩選要註銷的館藏？

在館藏註銷要點中訂定了幾個原則，

館藏已有電子版或其他形式之紙本資料

有新版可完全取代舊版

書本數量超過館藏複本原則

資料載體已無相關設備可使用者

但以上都是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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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大宗的註銷館藏，是挑出…

年代久遠且零借閱率的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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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不過…

這些書丟了好可惜，

在圖書館裡好像不曾大放異彩過，

轉眼就要走向「書」生的終點。

可以給它再一次發光發熱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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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記得曾經…

圖書館在將註銷圖書送往報廢的時候，

遇過不少愛書人對舊書感興趣，

想帶舊書回家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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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於是…

九月閱讀「廢」寢忘食，

揪你一起來帶書回家

活動就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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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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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09/09/07(一)-09/11(五) 第一梯次1,717冊

109/09/14(一)-09/18(五) 第二梯次1,717冊

109/09/21(一)-09/25(五) 第三梯次1,717冊

(周一至周五可預約指定時段取書；週六、日不開放)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關於活動

圖書館預先將五千多冊註銷圖書分成三批，

避免太大量資訊難以消化。

採預約取書時段，配合自助取書的方式，

藉由取書時與書的近距離接觸，

或許還能發現更多老寶貝。

重點是，完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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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工商時間📢

活動持續到下週9/25(五)

若您今天才知道這個活動，

很好，您還有一週的時間！

活動不是年年有，敬請好好把握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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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請跟書單，
請掃QR Code。



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 同場加映

除了大批註銷圖書索取活動，

圖書館也會不定期釋出受贈書，

索取位置就在圖書館大門旁。

沒事就來圖書館挖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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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對了，還有每年的休閒性過刊索取活動！！

超。搶。手
（不誇張）

詳細活動內容，請密切留意圖資處網頁公告。

或是加入粉專、LINE好友，有好康馬上告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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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註銷圖書尋找有緣人

不管新書或舊書，實體書或電子書，

只要能帶給讀者任何收穫，

它就有了存在的價值。

也期許在書本的世界裡，

您總能得到比想像中更多___________。
（留給您自由發揮啦）

-謝謝各位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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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贏在起跑點

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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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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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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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暑假配合教務處公告教師課程大綱填寫時程，彙整約2４00筆課程教材。

• 每學期開學週陸續完成國內教科書／電子書上架，以便師生課程參閱利用。

• 宣導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並減少弱勢學生買書負擔，同時讓有限的經費達到
更有效地運用，教材別為教科書將列入優先採購，教師指定參考書專區放置
一冊限館內閱覽，流通書庫放置一冊供師生借閱



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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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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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圖書館藏：指參區3700餘冊



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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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館藏



預先預習教師指定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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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指定參考書清單網頁版
1.使用網頁「尋找Ctrl+F」功能

2.查找教師姓名/科目名稱/題名等項目

3.點選紙本圖書或電子書

https://wac.kmu.edu.tw/ngapp/crstextbook/


4.圖書怎麼找？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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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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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mory of tree-樹的記憶



請跟我來逛書庫

• 各類圖書的家：

– 前棟三樓：一般圖書

– 後棟三樓：早期圖書區

– 前棟二樓：專業圖書、參考書、醫學人文圖
書、論文

– 後棟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

– 後棟一樓：書活角漫畫

– 前棟一樓：學術性專業期刊區

– 後棟一樓：休閒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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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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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棟三樓：一般圖書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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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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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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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 圖書資料的查尋

– 由左至右，從上而下

– 依索書號到書架取書
• 了解索書號的排架規則

• 意外的發現

• 排架錯誤-->上下左右掃瞄，請館員協助

• 尚未上架-->還書車，書架…

• 填寫尋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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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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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棟三樓書庫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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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棟三樓：早期圖書區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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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棟二樓：專業圖書、參考書、
醫學人文圖書、論文



請跟我來逛書庫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NLM)

– Pre-clinical Sciences (醫預科學; 基礎醫學)
• QS Human Anatomy（人體解剖學）

• QT Physiology （生理學）

• QU Biochemistry （生化學）

• QV Pharmacology （藥理學）

• QW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 QX Parasitology （寄生蟲學）

• QY Clinical Pathology （臨床病理學）

• QZ Patholgoy （病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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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NLM)

– General Health and Medicine (醫療專業)
• W Medical Profession （醫療事業）

• WA Public Health （公共衛生）

• WB Practice of Medicine （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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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NLM)
– Diseases of the whole body (全身的疾病)

• WC Infectious Diseases （傳染病）
• WD100     Nutrition Disorders （營養失常症）
• WD200     Metabolic Diseases    （新陳代謝症）
• WD300     Immunologic and Collagen Diseases.         

Hypersensitivity （過敏症）
• WD400     Animal Poisons （動物性中毒）
• WD500     Plant Poisons （植物性中毒）
• WD600     Diseases and Injuries caused by Physical      

Agents（物理因素天所致疾病）
• WD700     Aviation and Space Medicine                                        

（航空及太空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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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NLM)

– Systems of the Body (器官系統)
• WE Musculoskeletal System （肌肉骨骼系統）

• WF Respiratory System（呼吸系統）

• WG Cardiovascular System（循環系統）

• WH Hemic and Lymphatic Systems（血液淋巴系統）

• WI Digestive System（消化系統）

• WJ Urogenital System （泌尿生殖系統）

• WK Endocrine System（內分泌系統）

• WL Nervous System（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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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我來逛書庫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分類法(NLM)
– Speciality areas of the Health Science（健康科學專科）

• WM Psychiatry （精神病學）
• WN Radiology. Diagnostic Imaging（放射學，影像醫學）
• WO Surgery（外科學）
• WP Gynecology（婦科學）
• WQ Obstetrics（產科學）
• WR Dermatology（皮膚病學）
• WS Pediatrics（小兒科學）
• WT Geriatrics.  Chronic Disease（老年病學．慢性病學）
• WU Dentistry. Oral Surgery （牙科學．口腔外科學）
• WV Otolaryngology（耳鼻喉科學）
• WW Ophthalmology（眼科學）
• WX Hospitals and other Health Facilities

（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
• WY Nursing（護理學）
• WZ History of Medicine（醫學史）

51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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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棟二樓：教師指定參考書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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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棟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
後棟一樓：書活角漫畫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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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棟一樓：休閒期刊區



請跟我來逛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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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棟一樓：學術性專業期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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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滿意度問卷 圖資週滿意度問卷

填寫本問卷才有教師成長點
數、職員工教育訓練時數喔！

填寫本問卷可以參加圖資週
集點，5000元禮卷等你抽！



Thank You 

今天，我想來點……
圖書館資源！

acq@kmu.edu.tw

mailto:acq@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