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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105年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統計調查 

 

 
填表說明： 

      1. 請於藍色儲存格內填入提報之資料 

      2. 每項統計項目皆有統計項目說明可參考 

 

圖書館與服務人口數： 

 

統計項目 提報資料 統計項

目單位 

必填與

否 

統計名稱說明 

圖書館總數   1 所 必填 2.1.1 圖書館(Library)： 係指蒐集、整理及保存

圖書資訊， 以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之設施， 旨在

建 

立及維護館藏， 以滿足其資訊、研究、教育、文化

或休閒的需求。 

其中分館 0 所 必填 2.1.1.3 分館(Branch library)： 係指分設在不同

地點， 以其使用者為主要服務對象， 為行政單位

的一部分。 

服務人口數   11122 人 必填 2.3.1 服務人口數(Population to be served)： 

係指各類型圖書館之主要服務對象及有權使用圖書

館的總人口數。 

學生 10284 人 必填 說明： 指大學部及研究生，具有正式學籍者。 

教師(含研究員) 354 人 必填  

職、工 260 人 必填  

其他辦有借書證的讀者 224 人 必填 說明： 學分班學生、推廣教育班學生、校友、退休

人員、校外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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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統計調查 

 

 
填表說明： 

      1. 請於藍色儲存格內填入提報之資料 

      2. 每項統計項目皆有統計項目說明可參考 

 

館藏資源(含總館與各分館)： 

 

統計項目 提報資料 統計項

目單位 

必填與

否 

統計名稱說明 

圖書和連續性出版品(印刷

資料) 

    386600 冊 必填 2.2.11 圖書(Book)： 係指由多頁資料所組成之獨

立且非連續性之書本形式的印刷資料。 

2.2.12 連續性出版品(Serial)： 係指有數字、卷

期或年月等編號，分期且意欲持續發行之任何媒體

的出版品。例： 期刊、報紙、年刊（ 年報、年

鑑） 、學報、會議論文集及議事錄。 

圖書館藏量   356663 冊 必填 2.2.11 圖書(Book)： 係指由多頁資料所組成之獨

立且非連續性之書本形式的印刷資料。 

中文圖書 304989 冊 必填  

外文圖書 51674 冊 必填  

105年度圖書館藏增加量   7066 冊 必填  

105年度圖書館藏淘汰量   0 冊 必填  

期刊合訂本館藏量   29332 冊 必填 2.2.13 期刊(Periodical)： 係指具有固定名稱， 

採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連續刊行的出版品， 每期

載有卷期號或年月時序號， 含電子期刊。 

中文期刊合訂本 19763 冊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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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期刊合訂本 9569 冊 必填  

105年度期刊合訂本館藏增

加量 

  471 冊 必填  

105年度期刊合訂本館藏淘

汰量 

  2308 冊 必填  

報紙合訂本館藏量   0 冊 必填 2.2.14 報紙(Newspaper)： 係指以一定名稱， 每

日或每隔六日以內的期間， 按期發行的出版品， 

內容多以報導時事及評論為主， 含電子報。 

105年度報紙合訂本館藏增

加量 

  0 冊 必填  

105年度報紙合訂本館藏淘

汰量 

  0 冊 必填  

訂閱中紙本期刊   605 種 必填 2.2.13 期刊(Periodical)： 係指具有固定名稱， 

採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連續刊行的出版品， 每期

載有卷期號或年月時序號， 含電子期刊。 

中文期刊 389 種 必填  

外文期刊 216 種 必填  

贈送紙本期刊   715 種 必填  

現期(訂閱中及持續贈送)報

紙 

  15 種 必填  

其他印刷資料   0 件 必填  

數位資源     199388  必填  

電子書(不含自製電子書)   196747 冊 必填 2.2.32 電子書(Electronic book/eBook)： 係指類

似紙本書籍形式之數位化文獻， 其文本可以搜尋， 

包括電子化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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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電子書   2641 冊 必填  

電子期刊   37704 冊 必填 2.2.30 電子期刊(Electronic periodical)： 係指

僅以電子化形式出版， 或同時以電子及其他形式出

版的期刊。 

訂閱中電子期刊 18141 種 必填  

贈送電子期刊 19563 種 必填  

電子資料庫   223 種 必填  

訂閱中電子資料庫 51 種 必填  

贈送電子資料庫 172 種 必填  

自製電子資料庫 0 種 必填  

其他數位資源   2 種 必填 CJCUR + ETDS 

非書資料     79601  必填  

地圖   28 件 必填 2.2.17 地圖資料(Cartographic document)： 係指

依比例縮小， 以通用方式所呈現在特定時空的實體

或抽象現象之資料。包括二維或三維空間的地圖、

球儀、平面圖、地形模型、地圖模型、點字地圖及

航照圖。但不包括地圖集和書本、微縮、視聽、機

讀等形式的地圖資料。 

善本圖書   0 冊 必填  

微縮資料   0 件 必填 2.2.16 微縮資料(Microform)： 係指文字、表格或

圖書資料之照相縮製品， 須利用微縮閱讀機等設備

放大後才能使用。 

手稿   0 件 必填 2.2.15 手稿(Manuscript)： 係指寫定未刊之著

述。例： 名人手札、日記、打字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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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資料   19370 件 必填 2.2.19 視聽資料(Audiovisual document)： 係指

必須使用設備，由視覺投影或放大，經由聲音放

送，或結合二者來呈現之資料。包括聽覺資料(參照

例1)、視覺資料(參照例2)以及視聽資料(參照例

3)。 

例1：錄音帶、唱片、雷射唱片等。 

例2：幻燈片、投影片等。 

例3：電影片、錄影帶、影碟等。 

靜畫資料   203 幅 必填 2.2.20 靜畫資料(Graphic document)： 係指不必

藉由設備閱讀之不透明視覺資料， 包括平面藝術品

原件， 如： 複製藝術品、明信片、海報、教學圖

片、工程圖、照片、圖表、提示卡、放射線照片

等。但不包括書本、微縮、視聽、機讀等形式資料

中所包含的圖片及地圖資料。例： 書法、繪畫作品

等。 

其他非書資料   0 件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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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統計調查 

 

 
填表說明： 

      1. 請於藍色儲存格內填入提報之資料 

      2. 每項統計項目皆有統計項目說明可參考 

 

服務與資源使用： 

 

統計項目 提報資料 統計項

目單位 

必填與

否 

統計名稱說明 

圖書館進館人次     296424 人次 必填 2.3.25 到館(Visit)： 係指使用者親自至圖書館。 

總館進館人次   296424 人次 必填  

分館進館人次   0 人次 必填  

使用者借閱量       選填  

借閱冊數(不含館內借閱及

續借) 

  50488 冊 必填 2.3.6 借閱(Loan)： 係指圖書館將圖書資料借給使

用者使用之服務， 含續借及館內借閱。 

借閱人次(不含館內借閱及

續借) 

  19524 人次 必填  

續借冊數   35447 冊 必填 2.3.7 續借(Renewal)： 係指使用者提出延長資料

借期的需求。 

續借人次   7863 人次 必填  

預約冊數   3925 冊 必填 2.3.8 預約(Reservation)： 係指由使用者對於已

由其他使用者借出的圖書館館藏或處理中資料提出

使用需求。 

預約人次   1614 人次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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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使用人次   149164 人次 必填  

電子資料庫使用人次   242304 人次 必填 以session計 (PRIMO+ERMG+TARGET) (不

以searches計 539955) 

電子書借閱冊數   9526 冊 必填  

電子書借閱人次   7940 人次 必填  

資訊諮詢量     2421  必填  

臨櫃參考諮詢人次   556 人次 必填  

網路參考諮詢人次(含電子

郵件) 

  1865 人次 必填  

圖書館網站使用人次     236092 人次 必填 PRIMO STAT 

使用者利用指導與訓練及推

廣活動 

      選填  

圖書館舉辦使用者訓練場次   54 場次 必填  

圖書館舉辦使用者訓練時數   84 小時 必填  

參加圖書館舉辦使用者訓練

人次 

  2215 人次 必填  

舉辦藝文及閱讀推廣活動

(含專題演講)場次 

  61 場次 必填  

舉辦藝文及閱讀推廣活動

(含專題演講)時數 

  128 小時 必填  

參加藝文及閱讀推廣活動

(含專題演講)人次 

  1133 人次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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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互借量     585  必填 2.3.12 館際互借(Interlibrary lending)： 係指

在不同行政體系下， 圖書館間互相提供的圖書資料

借閱或影印服務。 

經由館員以電子化形式傳遞之文獻， 應列入電子文

獻傳遞。 

備考： 有關資料外借及傳遞服務方式， 參見第

2.3.23 節表1。 

國內館際互借量   584  必填  

他館請求之借書量 45 冊 必填  

他館請求之複印量 245 篇 必填  

向他館請求之借書量 103 冊 必填  

向他館請求之複印量 191 篇 必填  

國際館際互借量   1  必填  

國外圖書館請求之借書量 0 冊 必填  

國外圖書館請求之複印量 0 篇 必填  

向國外圖書館請求之借書量 1 冊 必填  

向國外圖書館請求之複印量 0 篇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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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統計調查 

 

 
填表說明： 

      1. 請於藍色儲存格內填入提報之資料 

      2. 每項統計項目皆有統計項目說明可參考 

 

資訊取用與空間設備： 

 

統計項目 提報資料 統計項

目單位 

必填與

否 

統計名稱說明 

閱覽席位   1007  必填 4.4.3 閱覽席位： (1)計算圖書館提供給使用者的

閱覽席位總數； 

(2)計算提供使用者連結圖書館網路的閱覽席位總

數： 

－有線網路節點的閱覽席位數； 

－無線網路的閱覽席位數。 

 

閱覽區席位(總館) 743 席 必填 4.4.3 閱覽席位： (1)計算圖書館提供給使用者的

閱覽席位總數； 

(2)計算提供使用者連結圖書館網路的閱覽席位總

數： 

－有線網路節點的閱覽席位數； 

－無線網路的閱覽席位數。 

 

自修室(總館) 264 席 必填  

閱覽區總席位(分館) 0 席 必填  

自修室(分館) 0 席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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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數   0  選填 說明： 4.4.1開放時數：計算圖書館平時，每週開

放閱覽、館藏及提供使用者服務的時數。。 

說明：1.圖書館開放時數應分別統計圖書館每週提

供之使用者服務時數、開放館藏時數、以及開放閱

覽時數。但此三者，不予加總。 

2.圖書館書庫及閱覽室如係整合於一空間，則使用

者服務時數、開放館藏時數、以及開放閱覽時數相

同。 

使用者服務時數(總館) 88 小時/

週 

必填 4.4.1.1 使用者服務時數： 計算圖書館平時，每週

開放館藏並有專人提供服務（如參考諮詢及借書服

務）之時數。 

(1)總館；(2)分館（平均時數）。 

 

使用者服務時數(分館) 0 小時/

週 

必填 4.4.1.1 使用者服務時數： 計算圖書館平時，每週

開放館藏並有專人提供服務（如參考諮詢及借書服

務）之時數。 

(1)總館；(2)分館（平均時數）。 

 

開放閱覽時數(總館) 88 小時/

週 

必填 2.4.3.3 開放閱覽時數(Library opening hours)： 

係指圖書館在一般運作期間， 每週開放給使用者進

館（ 含自習室） 之 

時數。 

開放閱覽時數(分館) 0 小時/

週 

必填 2.4.3.3 開放閱覽時數(Library opening hours)： 

係指圖書館在一般運作期間， 每週開放給使用者進

館（ 含自習室） 之 

時數。 

空間   18500  必填 4.4.4 空間： 空間以平方公尺作為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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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建築總面積(總館) 18500 平方公

尺 

必填 4.4.4.1 圖書館建築總面積： 係指圖書館所有建築

的總面積。 

用餐區與工作人員休閒區，可單獨提報。 

 

圖書館建築總面積(分館) 0 平方公

尺 

必填  

書目紀錄總數量   442428 筆 必填 4.4.6 書目紀錄量： 計算統計提報截止時書目紀錄

總數量： 

－機讀書目紀錄的百分比； 

－年度書目紀錄增加的總數量。 

105年度書目紀錄增加的數量   18564 筆 必填  

自助借還書設備總數量   0 台 必填 4.4.8 自助借還書機： 計算提供使用者使用的自助

借還書機總數量。 

自助借還書設備處理冊數   0 冊 必填  

自助借還書設備使用人次   0 人次 必填  

電子書閱讀載具數量   0 台 必填  

電子書閱讀載具借閱次數   0 次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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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統計調查 

 

 
填表說明： 

      1. 請於藍色儲存格內填入提報之資料 

      2. 每項統計項目皆有統計項目說明可參考 

 

圖書資料經費： 

 

統計項目 提報資料 統計項

目單位 

必填與

否 

統計名稱說明 

各類型資料之徵集費用總額   25916032  必填 說明： 包括圖書館各種類型館藏資料之徵集費用總

額。 

訂購紙本圖書費用 1539200 元 必填  

訂購紙本期刊費用 5447300 元 必填  

訂購紙本報紙費用 89000 元 必填  

訂購視聽資料費用 409974 元 必填  

訂購電子書費用 2445900 元 必填  

訂購電子期刊費用 7026589 元 必填  

訂購電子資料庫費用 9417052 元 必填  

訂購其他資料費用 0 元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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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統計調查 

 

 
填表說明： 

      1. 請於藍色儲存格內填入提報之資料 

      2. 每項統計項目皆有統計項目說明可參考 

 

人力資源： 

 

統計項目 提報資料 統計項

目單位 

必填與

否 

統計名稱說明 

員工人數(不含志工、工讀生及專案計畫助理) 14 人 必填 4.6.2 工作人員總人數： 統計分項：(1)圖書館僱/

任用之工作人員人數；(2)以全時等量方式計算之工

作人員人數；(3)由圖書館或母機構以外經費所僱/

任用的工作人員人數。(4)以全時等量方式計算由圖

書館或母機構以外經費所僱/任用的工作人員人數。 

備考1.不含志工、工讀生。2.(1)包含(2)﹔(3)包含

(4)。 

志工人數 0 人 必填 4.6.4 志工： 計算未支薪之自願工作人員總數，以

全時等量方式表示。 

工讀生人數 19 人 必填 4.6.3 工讀生： 計算工讀生總數，以全時等量方式

表示。 

專案計畫聘僱助理人數 0 人 必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