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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ntroduction

圖書館藏逐漸由紙本轉為電子形式，使資源更方便使用。
Libraries are switching from print to electronic formats to make resources 
more accessible.

圖書館在電子資源採購上投入愈來愈多的經費。
Libraries are spending more money on purcha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圖書館從過去著重自身館藏的建立轉而強調合作及資源共
享，並成立各種型態的聯盟以達到上述目的。
Libraries shift thei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focus from local collection 
building to more cooperative ventures and heavier reliance on resource 
sharing. A number of various types of library consortia ar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reach the above purposes.



圖書館聯盟
Library consortia 

「聯盟」一詞的出現大約在1960年代，意指圖書館一起合作
從事某些計畫。
The term “consortium” begins appearing in library literature during the 1960s, 
and refers to as “libraries that work together on a number of projects.”

聯盟出自於圖書館根深柢固的共享精神，促使眾多圖書館為
彼此利益而合作。
Consortia, which involve groups of libraries cooperating for mutual benefit, 
are a natural outgrowth of a spirit of sharing that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all 
libraries. 

圖書館聯盟的共同目標是集結圖書館的資源，在市場上獲得
更多的經濟控制力量。
Consortia have one goal in common: pooling their collectiv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leverage greater economic control over their marketplaces.



圖書館聯盟的經濟因素
Economic factors for library consortia

資料價格高漲

High cost of materials

經費預算緊縮

Diminishing funds

聯盟透過經費的運用，可以比圖書館單獨採
購買到更多的資料

One of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consortia is the leveraging 

of library budgets to purchase more resources than could 

be purchased by any single library.



圖書館聯盟的非經濟目標
Non-economic objectives for library consortia

減少重複的工作
Reducing redundancy and the duplication of work

共享核心的資源
Providing access to the same core resources for the haves and have nots

確保服務的共享
Enabling shared services

提供專業成長的機會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發展相關政策和作業標準
Policy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聯盟採購
Consortium purchasing

聯盟可扮演資源共享的管道，發揮會員的集體購買力量。
Consortia can act as a means of sharing resources and of leveraging 
purchasing power for members.

以聯盟方式購買資料是圖書館可以擴展館藏又不危害館藏
發展政策的有效方法。
Consortium purchasing is considered a viable option to expand the 
resources of librarie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i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

聯盟採購已經成為圖書館採購電子資源的主要模式。
Consortium purchasing has become the major purchasing model for library 
electronic resources.



美國學術圖書館聯盟
The major academic consortia in USA

 TexShare (Texas)

 VIVA (Virginia)

 PALCI (Pennsylvania)

 GALILEO (Georgia)

 OhioLINK (Ohio)



英國大學圖書館採購聯盟
The major university purchasing consortia in UK

 London Universities Purchasing  Consortium 
(LUPC)

 Southern Universities Purchasing 
Consortium  (SUPC)

 Scottish Con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Libraries (SCURL)



開發中國家的圖書館聯盟
Some library consorti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iLIS (Tailand)

 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CALIS (China)

 Consortium of Academic Libraries of Catalonia-CBUC (Spain)

 Gauteng and Environs Library Consortium-GAELIC (South Africa)

 Regional University and Science Library Advanced Network-RUSLANet 
(Russia)

 CONSIRAN (Iran)

 Korea Education &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KERIS (Korea)

 UGC-INFONET; CSIR Consortium; INDEST Consortium (India)



國內的學術電子資源聯盟採購
Consortium purchasing models for academic e-resources in Taiwan

 國內大專院校圖書館共同採購電子資源已行之有年，針對西文書刊
近幾年已有下列良好範例：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 是國內大專院校共同採購
電子期刊與書目資料庫的聯盟 (1998~  )

臺灣電子書供應合作社 (TEBSCo, formerly TEBNET)  (2004~  )

學術資源倍增行動方案聯盟 (Super E-Book Consortium) (2005)

國科會人文處電子書資料庫計畫 (NSC funding e-book project) (2006~7)

技職校院技術研發中心圖書購置計畫(MOE funding e-book project for R 
& D centers of S & 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2008~2010)

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MOE funding e-resources project 
for Libraries of S & 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2008~2010)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Taiwan Academic E-Book Consortium) (2008~2010)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Taiwan Academic E-Book Consortium (TAEBC)

發展背景 (Background) I

臺灣的學術圖書館有必要加強西文圖書的館藏。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among academic libraries in Taiwan to

strengthen their western language book collections.

西文圖書價格昂貴，各校獨立採購難於短期內展現成效。
The cost of western books ar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Although 
libraries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purchase books, it is hard to achieve 
tangible results in the short run.

國內多校聯合於2007年11月向教育部提出電子書採購計畫，
獲教育部高教司經費支持。
In November 2007,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initiated an e-book 
purchasing project and obtained subsidies fund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Taiwan Academic E-Book Consortium (TAEBC)

發展背景 (Background) II

2008年初成立「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第一年招募88所會員
館，第二年會員數增至94所。
The “Taiwan Academic E-Book Consortium” was founded in January 
2008. There were a total of 88 participants in the first year, then the number  
increased to 94 in the following year.

大學會員繳交新台幣170萬元，技專院校102萬元，中研院及國
圖繳交204萬元。。
Each university member paid US$50,000, college member US$30,000, 
while Academic Sinica and National Library paid US$60,000.

聯盟以三年內採購3萬冊以上西文學術電子書為目標。

The aim of this consortium is to purchase more than 30,000 titles of western 
language academic e-books within three years.



聯盟會員大會
TAEBC member meeting





聯盟會員大會
TAEBC member meeting





計畫執行策略
Execution Strategy

成立推動小組 (Establish the steering committee)

招募會員 (Membership recruitment)

募集經費 (Raise funds and collect money)

制定選書政策 (Establish the selection policy)

徵集電子書產品 (Select e-book products) 

確立各學科主題採購比重 (Set up the acquisition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進行會員需求彙整 (Analyze the needs of members)

複本查核比對(Duplication check)

採購招標作業 (Call for tenders and bids)

推廣與教育訓練 (Promotion and training)

計畫評估 (Evaluation)



運作模式
Operating Model

推動小組(steering committee)由下列各館組成，共同負
責成立聯盟、進行電子書資源需求調查、辦理電子書採
購作業及後續使用推廣事宜。

中興大學圖書館 (NCHU lib.) 行政小組 (administration group) 

臺灣大學圖書館 (NTU lib.) 徵集小組 (selection group)

成功大學圖書館 (NCKU lib.) 彙整小組 (analysis group)

中興大學圖書館 (NCHU lib.) 採購小組 (acquisition group)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NTNU lib.) 推廣小組 (promotion group)



推動小組任務
Mission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小組名稱

Working group

工 作 內 容

Job description

行政小組 負責聯盟籌組、經費及人力等事宜，召開相關會議
並撰寫結案報告。

徵集小組 負責制定選書政策及召開廠商說明會，複本控管繕
製擬購書單。

彙整小組 負責統籌各參與館的訂購清單與採購順序。

採購小組 負責估價及制定合約，並執行招標、驗收及核銷等
作業。

推廣小組 負責建置網站及電子報訊息發布平台，會員推廣、
使用統計及教育訓練活動等。



計畫工作要項
Our Work: Tasks

聯盟會員招募

協調共同採購清單

與電子書供應商協商採購方案

建立西文電子書的談判策略

完成採購程序

相關後續工作，包括協助各聯盟參與館完成
書目紀錄轉檔、教育訓練、使用統計分析及
回饋修正等相關作業。



聯盟會員招募狀況
Membership (1st year)

第一年：88個會員

（一）依隸屬別

1. 隸屬高教司：50所（57％）

2. 隸屬技職司：36所（41％）

3. 其它：2所（2％）

（二）依公、私立

1. 公立：38所（43％）

2. 私立：50所（57％）



聯盟會員招募狀況
Membership (1st year)

（三）依學校、機構屬性

1. 綜合大學：35所（40％）

2. 師範及教育大學：7所（8％）

3. 醫學相關學校：9所（10％）

4. 管理學院：3所（3％）

5. 人文社會學院：1所（1％）

6. 科技大學：17所（19％）

7. 技術學院：12所（14％）

8. 其他：4所（5％）



聯盟會員招募狀況
Membership (2nd year)

第二年：94個會員

（一）依隸屬別

1.隸屬高教司：52所（55％）

2.隸屬技職司：40所（43％）

3.其它：2所（2％）

（二）依公、私立

1. 公立：40所（43％）

2. 私立：54所（57％）



聯盟會員招募狀況
Membership (2nd year)

（三）依學校、機構屬性

1. 綜合大學：39所（42％）

2. 師範及教育大學：6所（6％）

3. 醫學相關學校：9所（10％）

4. 管理學院：3所（3％）

5. 科技大學：22所（23％）

6. 技術學院：10所（11％）

7. 其他：5所（5％）



計畫經費來源
Funding resources

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購置電子書經費 (每年約6千多萬)

聯盟成員配合本計畫，撥付一定金額委託聯盟購置

大學

university member

NT$1,700,000

(US$50,000)

技職校院

college member

NT$1,020,000

(US$30,000)

中研院及國圖

Academic Sinica & National Library

NT$2,040,000

(US$60,000)



書目徵集
Soliciting e-book products

 制定選書政策 (Establishing the selection policy)

 舉辦廠商說明會 (Holding the vendor briefings)

 開放電子書產品試用 (Product trial)

 廠商系統平台評選 (Selection of system platforms)

 篩選電子書清單 (Filtering the e-book products)

 廠商報價 (Asking for vendors quotes)



書目資料彙整
Analyzing the products and the needs of members

依成員館類別，制定採購書單主題比例

確立書單勾選機制及書單彙整作業要點

整理電子書待購清單

設計書單勾選及統計功能

公告並協助成員館勾選書單作業

回收並統計成員館勾選書單結果



2008主題群組採購比重分配表1

主 題

Subject

基本保障(50%) 

Guaranteed proportion

圖書館群組(50%) 

Library groups proportion

合 計

Total

Social Science 10% 15.5% 25.5% 

Arts & 

Humanities 

10% 12.3% 22.3% 

Technology 10% 11.3% 21.3% 

Science 10% 7.7% 17.7% 

Medicine 10% 3.2% 13.2% 

Total 50.0% 50.0% 100.0% 



2009主題群組採購比重分配表1

主 題

Subject

基本保障(50%) 

Guaranteed proportion

圖書館群組(50%) 

Library groups proportion

合 計

Total

Social Science 10% 14.2% 24.2% 

Arts & 

Humanities 

10% 12.1% 22.1% 

Technology 10% 13.2% 23.2% 

Science 10% 4.8% 14.8% 

Medicine 10% 5.7% 15.7% 

Total 50.0% 50.0% 100.0% 



2008-2009主題群組採購比重分配表1

主 題
Subject

第一年
2008

第二年
2009

Social Science 25.5% 24.2%

Arts & Humanities 22.3% 22.1%

Technology 21.3% 23.2%

Science 17.7% 14.8%

Medicine 13.2% 15.7%

Total 100.0% 100.0%



書單勾選作業
E-book purchasing decisions

 Collections票選 (Choose e-book collections by voting)

成員館勾選Collections票數以各館自籌款為準，總票數

最高5票，最少3票。

得票數高者優先納入採購清單。

 Titles勾選 (Choose e-book titles by checking)

Titles勾選結果依成員館學校性質，並顧及各領域平衡

發展。

扣除collections採購金額，計算出可勾選餘額。

各校依需求勾選。



書單勾選結果
The selection results (1st year)

第一年

合集(Collections)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SpringerLink、CCO、

SAGE、SIAM、CRC

單書(Titles)

MyiLibrary、IOS、Greenwood、NetLibrary



書單勾選結果
The selection results (2nd year)

第二年

合集(Collections)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SpringerLink、

Cambridge Eook Collections、Net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Gale、Ovid

單書(Titles)

MyiLibrary、Elsevier-Science Direct、Ebrary、

ABC-CLIO、Greenwood、IOS



招標作業
Call for tenders and bids 

彙整小組確定採購清單後，即交由採購小組依

政府採購法進行招標採購作業。

獨家代理或銷售之電子書產品，以限制性招標

辦理，其餘購案採一般公開上網招標流程。



推廣活動
Promotion activities

為加強會員之間緊密的聯繫，聯盟特別建立專屬
網站及電子報訊息發布平台。

聯盟會員均有專屬帳號密碼，可進入網站發布或
瀏覽最新消息。

推動小組透過電子報不定期發送聯盟重要訊息，
讓聯盟所有成員可在第一時間掌握最新消息，並
保持與聯盟互動。



教育訓練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聯盟自97年6月起，分別於北、中、南、東各
區針對購入之電子書進行會員推廣及教育訓練
活動。

詳細資訊見聯盟網站。





計畫成效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

節省採購成本 (To reduce the procurement costs)

增加館藏資源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提升館藏水準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collections)

發揮集體力量 (To play the collective power)

推動館際合作 (To promote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促進資源共享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經濟效益分析 (Economics efficiency analysis)

類別
比較項目

自行採購西文圖書
（未參與本計畫）

第一年共購共享
西文電子書

（參與本計畫）

第二年共購共享
西文電子書

（參與本計畫）

大學/技專校院
（每校）

大學校院 技專校院 大學校院 技專校院 大學校院 技專校院

平均每年購置西文圖
書數量

(冊)

3,000冊 1,000冊 16,000冊 16,000冊 11,000冊 11,000冊

平均每年購置西文圖
書總金額

(美元)

30萬美元 10萬美元 5萬美元 3萬美元 5萬美元 3萬美元

平均每冊
圖書價格

(美元)

100美元 100美元 3.1美元 1.9美元 4.5美元 2.7美元

總購置圖書
經費

第1年

5萬美元 3萬美元 5萬美元 3萬美元
160萬美元 160萬美元

第2年

110萬美元 110萬美元

圖書冊數效益
(參與計畫/未參與)

-- --
增加5.3倍

(16,000/3,000冊)

增加16倍
(16,000/1,000冊)

增加3.7倍
(11,000/3,000冊)

增加11倍
(11,000/1,000冊)

經費效益
(參與計畫/未參與)

-- --
節省32倍

(160萬/5萬)

節省53倍
(160萬/3萬)

節省22倍
(110萬/5萬)

節省37倍
(110萬/3萬)

時間效益
(參與計畫/未參與) 

-- --
加快5.3年

(16,000/3,000冊)

加快16年
(16,000/1,000冊)

加快3.7年
(11,000/3,000冊)

加快11年
(11,000/1,000冊)

採購經濟效益
本計畫成員館各校第二年增加1萬1千冊西文電子書，聯盟94館共增加103萬4千冊，僅需572萬美元經費，
若無本計畫則需總經費約1億340萬美元，故每年可節省約9,768萬美元（約新台幣33億2,112萬元）之購置
經費。



聯盟經驗分享
Consortium experience sharing

中興大學圖書館於97年5月15至16日所舉辦的「96學
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 (2008 

Annual Meeting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in Taiwan)，特別安排
「電子書聯盟運作與相關議題」論壇 (Panel Discussion: 

Operations & Relevant Issues of E-Books Consortia) ，邀請「學
術資源倍增行動方案聯盟」、「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
合聯盟」、「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
主持人，與「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共同分享經驗，
並邀與會館長參與電子書聯盟相關議題之討論。











聯盟發展問題與挑戰
Th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consortia

聯盟大多短期運作，並非長久性的組織

Most consortia are short-term operational, not permanent organizations.

缺乏專職人員及談判專家的參與
Lack of full time staff and professional negotiator.

配合政府補助方式，作業時間緊湊
Work has to be done in a short time frame to meet with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市場上優良電子書產品不足

It is gradually not easy to find good e-book products on the market.

電子書使用率不高
The e-book usage rate is not high.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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