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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合併背景(一)              
民84年 
         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鼓勵部分規模過小、缺乏競爭能力之學校，

配合整體發展需求，尋求與其他學校合併之可行性，建立多校區之大學。 

民85年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指出現有公立高等

教育學府，部分規模太小，以致教育資源重複，宜考慮予以合併或擴充至適
當規模。 

民88年 
       教育部「地區性國立大學院校整併試辦計畫」，促成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與國

立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國立嘉義大學。 

 

 

 



大專校院合併背景(二)              

民90年 

        教育部公布「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並積極推動「國立大學
校院區域資源整合發展計畫」，鼓勵各國立大學校院間進行校
際合作、策略聯盟或同區域或性質互補者相互合併。 

民101年 
        教育部發布施行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 (101.06.22壹參字第

1010108444C號令)，國立大學合併不需校務會議同意，由教育
部直接研擬合併計畫，以加速推動合併。 

 

 



大專校院合併背景(三)              
民104年 
        修訂大學法，其中第 7 條指出「大學得擬訂合併計畫，國立大

學經校務會議同意，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經所屬地方政
府同意，私立大學經董事會同意，報教育部核定後執行。教育
部得衡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置等
條件，並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
畫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立大學執行。前項合併之條件、
程序、經費補助與行政協助方式、合併計畫內容、合併國立大
學之權利與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大專校院合併議題(一) 
民105年議題 

 ￭ 1月28日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教育部吳思華部長簡報資料指出「新世代
高教藍圖」 

 

 

 



大專校院合併議題(二) 
             

合併原則： 

國立學校：政策目標，徵詢意見，主動引導，提高學校國際能見
度，整合區域教育資源。 

私立學校：鼓勵並協助有意願之私立學校進行合併。 



大專校院合併議題(三)              
  ￭ 3月 

￭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通過臨時提案，要求教育部暫緩近
半年的公立大學合併案計畫，在520前不要有任何合併案通過。 

￭ 清大副校長指出，清大與新竹教育大學自發推動合校已十年，
教育不應牽涉政治，應以兩校規畫、師生看法為主，「不同
學校有不同情況，不該把所有公公併暫緩。」清大已對全校
教職員生發出合校意見調查，依目前了解大部分贊成，最快
四月中旬校務會議將討論，擔心因公公併暫緩受拖延。 

 

 

 

 



大專校院合併議題(四) 
   ￭ 3月 

￭ 教育部次長陳德華表示，公公併是採教育部主導、學校自發雙
軌並進，只要區位接近、學術互補，都可資源整合。他強調，
少子化加上高教資源有限，大學整併對研究教學和學生學習都
有好處，最重要是希望整併後能產生更大效益，提升高教競爭
力。 

 「由下而上」是由學校間自己討論後提出整併規畫，再由教育部
相關專業委員會進行審查，例如政大和台科大、交大和陽明都
是。台大和國北教大、清大和竹教大、中山和高雄大學，也都
是大學自發性合併。 

 

￭ 立法委員賴士葆指出，大學整併之路崎嶇又艱辛，大家都有本
位主義的考量，排名、資源、主體性等問題再現實不過了。再
加上政治力介入，大學整併就更是難上加難，臺灣要靠整併來
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路看來還很漫長。 

 

 



國立大學合併案例              
 89.02.01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 + 國立嘉義技術學院 = 國立嘉義大學 

(新設合併) 

 97.08.01  

      國立東華大學 +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 國立東華大學 

(存續合併) 

 100.12.0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存續合併) 

 103.08.0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屏東大學 

(新設合併) 

 

 



國立屏東大學合校簡史(一) 

             
 

 

時間 紀要 

94.05.19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會議決議整合對象為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97.10.23 
教育部召開「研商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或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合併事宜」會議。 

98.02.03 
教育部召開「國立屏東商技術學院、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或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合併事宜第2次會議。 

100.01.18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務會議同意成立專案小組研擬與鄰近
學校合併之方案及可能性。 

100.03.24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會議代表無異議通過，確認94年5月19日
校務會議之決議，繼續推動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之整合案。 



國立屏東大學合校簡史(二) 

             
 

 

時間 紀要 

100.04.2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94年5月19日校務會議決議整合對象為屏東商
業技術學院。 

100.06.14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舉辦「與鄰近學校合併意向」全校普投，
投票率逾九成，普投結果教師(含軍護人員)76.43%、職員工
70.00%、約聘人員91.67%、學生71.27%同意與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合校。 

100.07.13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務會議通過在合校政策需要前提下，
朝合校方向發展，並優先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共擬合校計畫。 

101.01.10 

兩校舉行「策略聯盟締結暨合校意向書締約儀式典禮」，並邀
請教育部長官、屏東縣市首長、立法委員及地方產業代表等貴
賓蒞臨指導。 

101.12.06 兩校聯合舉辦合校公聽會。 



國立屏東大學合校簡史(三) 

             
 

 

時間 紀要 

102.01.16 
兩校各自召開校務會議分別通過合校計畫書，並決議共同陳報
合校計畫書至教育部。 

102.01.18 兩校舉辦合校計畫書陳送教育部簽約儀式。 

102.01.28 

兩校共同陳報合校計畫書及合校推動相關會議紀錄彙集予教育
部。合校後新大學校名經兩校校務會議達成共識，建議為「國
立屏東大學」。 

102.04.24 
教育部召開專科以上學校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審議兩校合
校案。 

102.05.22 
教育部陳報行政院兩校合併為「國立屏東大學」一事，並由教
育部與兩校共同組成籌備小組。 



國立屏東大學合校簡史(四) 

             
 

 

時間 紀要 

102.06.18 
教育部召開兩校合併籌備小組第1次會議，針對學校願景及發展
定位(含中長程規劃)、校區規劃及組織規程草案等議題進行討論。 

102.08.30 

教育部召開兩校合併籌備小組第2次會議，針對確認學校願景及
發展定位，院系所、招生及行政單位整合事項之規劃等議題進
行討論。 

102.09.03 
兩校聯合舉辦合校經驗分享系列專題演講，並邀請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李淙柏校長擔任主講人。 

102.09.23 

兩校聯合舉辦合校經驗分享專題演講，邀請前任教育部次長、
前任國立嘉義大學校長、現任亞洲大學講座教授楊國賜擔任主
講人。 

102.09.24 

教育部於兩校進行實地現勘並召開合併籌備小組第3次會議，會
中針對校區空間調整、資源設備配置、師資與其他人力資源調
整(包括員額編制表)、經費預算與財務規劃等議題進行討論。 



國立屏東大學合校簡史(五) 

             
 

 

時間 紀要 

102.10.30 
教育部召開兩校合併籌備小組第4次會議，針對組織規程草案、
校長遴選辦法及重要章則(含教評會組成、教師升等)規劃等議題
進行討論。 

102.11.20 
教育部召開兩校合併籌備小組第5次會議，學校修正後之合併計
畫書經籌備小組最後確認後，再提報學校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
會審議。 

102.12.13 
教育部召開102學年度大學校院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第2次會
議，決議同意兩校自103年8月1日起合併為國立屏東大學。 

102.12.25 兩校共同陳報教育部「定稿本合校計畫書及其附錄」。 

103.01.02 
教育部陳報行政院兩校於103年8月1日合併為「國立屏東大學」
一案。 



國立屏東大學合校簡史(六) 

             
 

 

時間 紀要 

103.04.08 

教育部所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
計畫一案」，業奉行政院於103年3月31日核復原則同意自103年
8月1日起合併為國立屏東大學。 

103.08.0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正式合併為國立屏
東大學。 

本校共有4個校區，民生校區、林森校區、屏商校區，皆
位於屏東市區內，距屏東市中心火車站約三公里。 
車城校區位於屏東縣車城鄉。  



圖書館合校前置作業(一) 

             
 

 時間 會議地點 議題 決議 

第1次會議
(102.08.20) 

屏教大 1.調整國立屏東大
學圖書館各組人
員工作項目 

2.合校後兩校區圖
書館組織編制 

3.103年兩校期刊及
資料庫續訂整合 

4.法規 

1.暫予保留，爾後再議。 

2.以屏教大校區圖書館為總館、屏商院校
區圖書館為分館，並建請於屏東大學組
織規程中增置圖書館分館主任1人，以
綜理分館業務。圖書館組織編制依合校
計畫書，下設採編組、期刊組、典閱組
及參考組(104年全校組織重整，期刊組
更名期刊資訊組；參考組更名推廣服務
組)。 

3.資料庫因整合及與代理商的商議執行面
較複雜，103年期刊及資料庫續訂暫不
整合，俟合校後再以屏東大學進行104

年採購。103年合校後，各校區針對暫
無法使用的電子資源，考慮以文獻傳遞
方式處理。 

學校指示各單位個別討論協商合校事宜 
圖書館自102.08-103.05召開7次合校前置作業 



圖書館合校前置作業(二) 

             
 

 

時間 會議地點 議題 決議 

第2次會議
(102.09.05) 

屏商院 1.專題講座：嘉義
大學圖書館合校
歷程經驗分享(系
統資訊組葉組長) 

2.法規 

擷取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合校歷程之經
驗，作為下次合校前置作業第3 次會議
討論有關圖書館自動化系統整合之意見
參考。 

第3次會議
(102.11.11) 

屏教大 1.兩校圖書館系統
整合說明暨Q&A(

一)  

2.圖書館行動裝置
APP介紹 

1.ToRead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簡報(艾迪訊
公司)。 

2.碩睿公司簡報。 

第4次會議
(102.11.12) 

屏教大 1.兩校圖書館系統
整合說明暨Q&A(

二)  

2.整合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 

1.INNOPAC圖書館自動化簡報
(Innovative公司)。 

2.兩館同仁以舉手投票表決升級目前屏
教大使用的Innopac Millennium視窗版
至 Web版的Sierra平臺。 



圖書館合校前置作業(三) 

             
 

 

時間 會議地點 議題 決議 

第5次會議
(102.12.23) 

屏商院 1.合校後書目紀錄
使用之機讀編目
格式、圖書分類
法及著者號取法
等一致性問題 

2.法規 

1.分類法：中文圖書採用中文圖書分類
法、西文圖書採用杜威十進分類法。  

(後因考量鄰近學校屏科大西文圖書採
國會分類法，未來可能有第二次合校
問題，故修正沿用兩館原各別採用之
西文分類法) 

2.著者號：中文圖書採用四角號碼、西
文圖書採用克特號。 

3.機讀編目格式：MARC21。 

第6次會議
(103.04.07) 

屏教大 1.法規 

2.屏商院已製發社
區民眾借書證權
利問題 

正式合校後，屏商院圖書館停止核發
「社區民眾借書證」，且自104年1月1日
起停止其使用效力；並依規定辦理退還
保證金作業。如需使用「國立屏東大學」
圖書館資源者，皆依「國立屏東大學校
外人士辦理圖書館借書證要點(草案)」
相關規定申辦。 



圖書館合校前置作業(四) 

             
 

 

時間 會議地點 議題 決議 

第7次會議
(103.05.26) 

屏商院 1.法規 

2.屏商院圖書館業
務及人員調整 

有關分館採編組及參考組工作於104年1

月1日起回歸總館統籌辦理，典閱及「部
份」期刊業務維持由分館人員辦理。 



資訊系統整合 

徵集與採訪 

組織 與經費 

館藏整合與流通 

      館舍空間改造 

     推廣服務 

屏東大學 
圖書館 

屏教大 

圖書館 

屏商院 
圖書館 

圖書館合併變革 



組織與經費(一) 

館舍定位 

￭屏教大圖書館→民生總館 

位於本校民生校區，總面積 7,915 平方公尺 

￭屏商院圖書館→屏商分館 

位於本校屏商校區，總面積4,997.29平方公尺 

 



組織與經費(二) 

         屏商分館 

 

民生總館 

 



期刊資 

訊組 

資訊 
服務組 

技術 
服務組 

採編組 

典閱組 

參考組 視聽 
資料組 

期刊 
資訊組 

採編組 

典閱組 
推廣 

服務組 

 組織編制 

組織與經費(三) 

屏商院圖書館 屏教大圖書館 

屏東大學圖書館 



組織與經費(四) 
 

 

本館設館長1人、館員15人、工友2人及委外人員8人。 
 
 
 
 



組織與經費(五) 
經費 

￭103年 

￭兩校圖書館經費各自執行使用 

￭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決議104年全校教學單位圖書資
源經費分配原則，各系(含中心)佔70%、研究所佔
15%、圖書館佔15%  

￭104年 

經費統一執行使用 



徵集與採訪 

原則 

圖書資源集中採購，分散典藏 

圖書資源(含電子書及數位論文)部分 

期刊及資料庫部分 

 

 

 



圖    書 

統一由民生總館辦理購置，增加圖書加工標示，

以區分校區館藏、流通、典藏歸架等。 

各館典藏之圖書資源以所在校區系所專業領域為

重點，維持原有各館館藏不變。 

每週選購一般/休閒性圖書，均衡分置各校區(部

分圖書購置複本)典藏並辦理新書展示。 

 

 



電子書及數位論文 
 103年合校後，與廠商洽談10308-10312全校電子書

連結使用問題，部分廠商重新簽訂契約(如MyiLibrary

等)。 

透過聯盟購置電子書或數位論文，通知聯盟修正本

館基本資料、IP等，其中TAEBDC則重新簽訂契約。 

 



期刊及資料庫(一) 
統一由民生總館辦理續(新)訂作業。 

 103年合校後與廠商洽談10308-10312資料庫連結使用問題， 

￭同意者 

重新修正並整合原兩校IP，並透過認證或Proxy設定調整。 

￭不同意者 

SDOL等2資料庫廠商不同意整合原兩校IP，這幾個月兩校區師生僅能分
別連結使用，圖書館網頁加註資料庫使用限定校區。 

合校後刪除原兩館重複訂購資料庫，撙節經費支出。 

刪訂期刊或資料庫，師生如有單篇需求，以館際合作複印費用補助，每
位申請者每年最高補助五件申請案，每件以新臺幣一百元為上限。 

 104年開始試用Discovery資源探索系統，提供師生便利檢索介面，藉由
其使用統計，俾便作為續訂參酌。 

休閒性中文期刊或報紙訂購2份。 

  

 



期刊及資料庫(二) 
合校後比對原兩館訂購資料庫(範例) 



期刊及資料庫(三) 
每年年底進行下一年度期刊及資料庫訂購調查，依據重複性及使用率原

則決定訂購內容 

【2015年範例】 

 

【2015年範例】  

 

各位老師大家好： 
圖書館為辦理2015年資料庫(部分系所含西文期刊)之訂購作業，請各位老師針對與貴系所相
關之資料庫(西文期刊)清單（詳附檔），依據實際需求與使用情形填寫推薦分數。本館將彙
整回覆資料並參考年度實際使用(下載)、資料庫內容重疊以及各學科均衡等，依學校核撥經
費狀況進行採購。 
有關填寫推薦分數注意事項：該資料庫(西文期刊)如對您教學研究或您認為對學生學習 (非常
需要：請填4分、需要：請填3分、普通：請填2分、不太需要：請填1分、不需要：請填0分)。
由於資料庫清單係統合原屏教大及屏商院，如您對該資料庫(西文期刊)未曾使用過或不甚了
解，請於推薦分數欄註明N/A。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部分學系如有薦購新資料庫(西文期刊)，本館將依實際經費與需求情形，評估採購。 
二、如個別西文期刊使用頻率偏低，為節約經費，圖書館將考量以補助館際合作複印方式取

代訂購。 
三、DDC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本館將另行以電子書模式進行採購，不列入徵詢清單。 
四、由於資料庫與電子資源費用頗高，敬請各位老師能多加利用，同時評估與課程結合，指

導並鼓勵學生使用，相信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圖書資源使用效率，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期刊及資料庫(四) 
 

 



期刊及資料庫(五) 
【2016年範例】 

 

  

 

各位老師大家好： 
圖書館為辦理2016年資料庫(部分系所含西文期刊)之訂購，再次煩請各位老師針對與貴系所
相關之資料庫/西文期刊（詳附件，內含2015年1-6月資料庫檢索次數/全文下載次數），依據
實際需求填寫推薦分數。本館將彙整回覆資料並參考年度使用情形及學校核撥經費等因素進
行採購。 
  
有關填寫推薦分數注意事項：該資料庫/西文期刊如對您教學研究或您認為對學生學習 (非常
需要：請填4分、需要：請填3分、普通：請填2分、不太需要：請填1分、不需要：請填0分)。 
如您對該資料庫/西文期刊未曾使用過或不甚了解，請於推薦分數欄註明NA。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如有薦購新資料庫，請填寫於附件之其他意見或推薦資料(請略述重要性)，本館將依所

需經費及需求情形進行評估是否採購。 
二、由於資料庫/西文期刊所需經費高且連年上漲，在學校經費有限情況下，對未能採購之資

源，師生可向圖書館申請館際合作複印補助，取得所需資源。 

http://library.nptu.edu.tw/law/nptu/國立屏東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複印費用補助要點1031219公告版.pdf


期刊及資料庫(六) 
 

 



資訊系統整合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圖書館網站 

線上資料庫 

博碩士論文系統 

機構典藏 



自動化系統整合(一) 
 

  

 

時間 紀要 

102.11.12 
兩館同仁以舉手投票表決升級屏教大目前使用的INNOPAC 

Millennium視窗版至 Web版的Sierra平臺。 

103.08 

1.因應系統未整合前之全校師生流通需求，暫時分別互轉兩館
讀者檔入屏教大Millennium系統及屏商院ToRead系統。 

2.兩套系統暫並行使用。 

103.09.12 
完成Sierra系統議價作業(採分批付款)，由兩館以103年度經費
共同支付。 

103.12 

1.Millennium先進行升級，並於2週緩衝期內解決升級後衍生問
題。 

2.請艾迪訊公司轉出屏商校區ToRead系統之書目紀錄約28萬筆
及館藏紀錄約32萬8,000筆。ToRead系統停止書目、館藏紀
錄建檔作業，新進圖書資源皆至Millennium進行建檔，惟流
通作業仍繼續使用。 

103.12.30  Sierra轉置完成。 



自動化系統整合(二) 

 

  

 

時間 紀要 

104.01 
ToRead系統轉出書目及館藏紀錄送Innovative進行測試，並提
供轉入Sierra對應代碼等資料。 

104.02.11 
Innovative開始將屏商校區轉出書目及館藏紀錄依日文、西文
及中文等語文類型分批陸續轉入Sierra。 

104.02.15 Innovative完成所有紀錄轉置至Sierra系統。 

104.02.24 

1.所有紀錄測試無誤，Sierra全面上線。 

2.ToRead系統因舊讀者流通紀錄未完全處理完成，暫仍維持繼
續使用。 

104.07.08 ToRead系統之舊讀者流通紀錄處理完成，主機正式關機。 

104.07.09 ToRead系統正式結束使用。 



館藏整合(一) 
書目紀錄之機讀編目格式、圖書分類法及著者號取

法等編目規則與標準一致化 

￭機讀編目格式：MARC21  

(屏教大採MARC21；屏商院採C MARC) 

￭圖書分類法 

中文圖書：中文圖書分類法 

西文圖書：兩館各自採用原西文分類法不修正，
即民生總館採杜威十進分類法、屏商
分館採國會分類法 

 



館藏整合(二) 
￭著者號 

中文圖書採用四角號碼 

(屏教大採四角號碼；屏商院採五筆檢字法) 

西文圖書採用克特號 

書目紀錄陸續回溯修正 

持續整合與修正屏商分館約20餘萬冊中文圖書資源
著者號編碼作業(非一蹴可及，耗費人力及時間) 

書目紀錄未修正完成前，館藏目錄顯示採書目紀錄
並行方式，不影響讀者流通查詢與借閱 

 

 



館藏流通 
統一流通與閱覽規則。 

各館皆設流通服務，以解決跨校區服務之問題。 

103年8月在合校初期，為因應系統未整合前之全校
師生流通需求，暫時分別互轉兩館讀者檔入屏教大
Millennium系統及屏商院ToRead系統。兩套系統採
並行使用流通模組。 

 104年3月起實施民生總館及屏商分館異地還書作業
(因考量兩校區相距不遠及人力問題，未開放異地
借書)，由本館每日將讀者還書依館藏地區分，以
行李箱裝箱運送回各館。 

 

 



館舍空間改造(一) 

為均衡各館館舍設備，並提升讀者服務品質，逐步
進行空間改造 

屏商分館2F研究小間及4F討論室裝修  

屏商分館3F屏商校區英語自學中心建置 

屏商分館5F空間改造 

屏商校區行政大樓密集書庫建置 

民生總館6F校史館搬遷暨建置 

(進行中，預計3月底完工) 

 

 



館舍空間改造(二) 
 

 



推廣服務(一) 

校區均衡辦理各項教育訓練、研習、影展、專題講
座、資料檢索比賽、讀書會等活動。  

總館及分館皆設館員辦理推廣服務。 

 

 

真人圖書館 



推廣服務(二) 

校史特展 演講 教育訓練 



結論(一) 

院系的重組與調整、服務對象改變，校區分散配
置、館藏分散典藏、皆提高圖書館資源管理困
難度。 

大學合併歷程，形式整合容易，組織文化融合具
困難度。 

合併大學圖書館建構，朝向專業分館的方向規劃。
校區採行「總館－分館制」模式，分館定位以
具有學科特色的專業分館為發展目標。 

 



結論(二) 

合併大學圖書館經費的配置，電子資源(虛擬館

藏)經費仍佔較大比例，經費較合併前撙節。 

合併大學圖書館管理體制，採取總館著重全館

行政與技術服務，分館偏向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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