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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書館新大樓於1998年落成啟用之時，本館領

國內趨勢之先，於大學圖書館中設置推廣服務組與視

聽服務組，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韶光荏苒，歲月更

迭，15年後時空環境又有不同，資訊課題不斷推展，

翻轉與互動的教學方式亦蔚為風潮；圖書館如何能扣

緊時代脈動，是我們組織再造的思考主軸。2013年

1月以新的組織運作：採訪組與期刊組整合為館藏徵

集組，期望圖書與期刊的採購工作在同一部門處理，

能提高工作效率；編目組改名為書目服務組，編目

工作早已提升，不僅是書刊資料分類整理，期盼也能

在Linked Open Data、Big Data的趨勢中站穩腳步；

此外，資訊載體的形式已超越我們預期想像，視聽服

務組更名為多媒體服務組，期盼其名能更貼近未來發

展。

最大的調整是設置學科服務組，在多數館員僅具備

圖資學科背景的情形下，我們確實面臨很大的挑戰！

我們不敢說學科館員能參與教師研究，但期盼學科館

員作為圖書館與系所、教師之間的橋樑。一方面協助

教師收集學科主題館藏資源、研提研究計畫；一方面

幫助TA與學生，提供客製化與深度的學科主題利用講

習。讓圖書館在研究與教學的場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是我們學科服務的使命，也非常慶幸經過這一年

多來的努力，許多師生已經看到我們向前的腳步。

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陳雪華
Hsueh-hua Chen

圖書館館長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University Librarian
Professo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TU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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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組織重整，圖書館的空間改造也同時進行。我們將散置各樓層的館員辦公室集中，希望館員

間更多的互動與討論，能充實加強我們提供的服務；釋出的空間分別已再規劃為讀者的討論室，深

度諮詢空間亦正規劃，將於2014年啟用。此外，將還書服務台的服務整併至流通服務台，再將參考

諮詢服務台與CheckPoint整合為一個服務台，此後讀者無須奔波各櫃台，各項服務依然齊備，卻更

親善便利。

館藏資源方面，電子書刊購入數量已遠超於實體書，圖書館的數位時代絕不容忽視，我請同仁們

再思考電子書刊的推廣使用，讓它們發揮超越紙本的效益，閱讀不一定是在圖書館，圖書資源如影

隨形。2013年5月「臺大數位典藏館」正式啟動，有別於過去每一種特藏資料數位化後再建置個別

資料庫的模式，2012年本館採購數位典藏系統，2013年已陸續推出6種特藏資源數位典藏，包含善

本書、手稿與影音資料等等，各有特色，期盼多元快速的分享能促成更多的資源研究。

談到資源研究，2013年本館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第一卷》、《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伴雄自筆日記第

一卷》正是館藏提供研究，出版促進分享的實例，透過文本重現、翻譯詮釋，珍寶得以現代面貌重

現，也是本館多年來與日本學者陸續進行國際合作的成果之一。

1977級法律系校友為感念前法律系系主任暨圖書館館長楊日然教授師恩，2012年發起捐款修繕

多功能展覽廳以回饋母校，2013年以「日然廳」為名落成啟用，是繼圖書館三樓臺大人文庫與校史

館川流廳之後，校友捐款修繕閱覽空間的美好懿行。冀望未來圖書館能得到更多校友協助，提升館

藏與閱覽環境，而我們也向校友承諾感動貼心的服務，歡迎校友們與圖書館連絡您的想法與建議。

圖書館的面貌百變，不論營造舒適便利的閱覽空間，或是提供貼近讀者需要的服務，不變的是我

們服務讀者的熱情。一頁頁地翻著年報草稿，我看到同仁的努力，也期盼師生們能盡情享用！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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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概述

本館歷史溯及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時由總督府負責興建館舍，稱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

1945年臺灣光復，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組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亦同時改隸，至今已有

86年歷史。由於校區分散及歷史淵源，臺大圖書館除總圖書館外，尚有法社學院和醫學院二所圖書分館，以

及數學、物理、化學、海洋、圖資、法律等6個系所院圖書室，提供全校40,000餘位教職員生教學、研究及學

習所需資訊服務。

本館提供書刊借閱、參考諮詢、館際合作、資訊搜尋及資源利用指導等服務。每週開放時間達96小時，

並有24小時自習室供師生使用。此外，更透過本館網頁www.lib.ntu.edu.tw提供全年無休的各項資訊服務。配

合數位時代的發展與師生使用習慣，圖書館也積極徵集電子書、電子期刊等數位化資源，至2013年底館藏已

逾740萬冊/種，是目前國內館藏資料量最多的圖書館。近年來亦積極推展館藏數位化計畫，以營造一個更便

捷、更能滿足研究與學習的大學圖書館。

Overview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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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成果

組織重整

為了加強讀者服務與提高工作效益，經2012年縝密研議後，確定本館組織調整。原採訪組與期刊組合

併為館藏徵集組，編目組改稱書目服務組，視聽服務組改稱多媒體服務組，閱覽組學科股提升為學科服

務組，2013年1月起正式啟動。期能集中資源，探索讀者實際需求，以提供創新且貼近需求之服務。組

織如下一覽：

Spotlight

參

館藏徵集組

系統資訊組

醫學院圖書分館

書目服務組

推廣服務組

法律暨社會科學院

圖書分館

閱覽組

多媒體服務組

學科服務組

行政組

特藏組

校史館營運組

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副館長

圖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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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臺灣體質人類學先聲──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暨跨領域的南
方考古學國際研討會」

參

金關丈夫教授（1897-1983），日本香川縣

人，為解剖學暨考古、人類學者。日治時期，

他曾對臺灣住民進行各種體質測量，留下珍貴

的資料，開啟臺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且在考

古、文化、民俗等領域投注心力，對於臺灣史

前源流等問題皆有重要論著。返回日本後，以

研究日本彌生時代的人骨著稱，發表日本民族

形成的重要理論。此外，他的見識淵博，對文

學、美術亦頗多作品。

為感謝金關教授家屬贈送此珍貴典藏予本

館，並希周知學界推廣利用，本館特於2013

年5月17日舉辦「臺灣體質人類學先聲──

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暨跨領域的

南方考古學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由日本九州大學

中橋孝博名譽教授、日本土井ヶ浜遺跡�人類學博

物館松下孝幸名譽館長、日本美林大學人文學系中

生勝美教授、韓國國立首爾大學人類學系全京秀教

授、本校醫學院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蔡錫圭名譽教

授、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黃伯超名譽教授、人

類學系陳有貝副教授、以及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

究所邱鴻霖助理教授與中研院史語所陳仲玉兼任研

究員等人發表論文。

金關丈夫教授與國分直一教授同為戰後的留用教

師，其收藏均質量兼具；臺大圖書館獲贈此二典

藏，建立了國內最具規模的民俗學、人類學與考古

學之研究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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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新館搬遷前置作業完成

為準備2014年新館搬遷工作，2013年暑期完

成日治舊藏約10萬餘冊整理及插籤，10月完

成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卒業論文（手

寫線裝）共1,458冊用無酸紙包覆裝箱。至於

一般書刊則依據社會科學院圖書委員會決議通

過之書刊搬遷原則，進行圖書與裝訂期刊的調

查，陸續將擬遷入新館書刊完成黏貼標示。

法社分館搬遷亦需與已遷回校總區之法律學院

圖書室的未來服務與發展考量，因此也委請館

員與法律學院教師，共同檢討搬遷的裝訂期刊

日然廳落成啟用

本校1977級法律系校友為感念法律系楊日然

教授（1933-1994），捐款本館闢建展覽專

用空間，命名「日然廳」。楊教授於1976至

1981任本校臺大法律學系系主任及法律學研

究所所長。講授法理學、法學緒論等課程，培

養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對法學教育貢獻甚大。

其治學嚴謹，及建構之法理學，體大思精，氣

勢磅礡，引領我國法理學進入新的境界，早為

學界推崇，是國內知名的法理學專家。同時擔

任第四屆、第五屆司法院大法官。

楊教授於1972年至1981年擔任本館館長，

因有此淵源，加以1977級法律系校友慶祝

畢業35年並欲永久紀念楊教授，遂與本館合

作，在總圖書館闢建多功能展覽功能之空間

「日然廳」，在2013年12月4日楊教授八十冥誕日

掛牌揭幕。第一場展覽即為「楊日然教授特展」，

展出楊教授之相關手稿、文物、照片與著作，讓人

深刻感受其高風亮節。

種類。館藏調整作業的最後階段，仍考慮遷院完成後

徐州路校區法政研圖、經研圖需移交給學校使用，上

述兩館舍未搬至新館書刊整併回法社分館之概況，也

由分館同仁進行規劃。

日後進行搬遷作業相關勞務作業規範、架上點收等

管理，已經依進度完成。預計2014年遷院時，全

院書刊遷入新館、及由兩處圖書室整併入藏徐州路

校區法社分館的實體館藏總計達57萬冊，為本校自

1998年總圖新大樓落成以來，數量最大且是跨校區

規模之書刊搬遷作業。

攝影者：鄭銘彰（法社分館主任）

陳館長與楊日然教授家屬共同為日然廳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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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服務台空間重新規劃

配合本館空間活化利用，總圖櫃台及閱覽區自

2013年2月起陸續改造規劃，新增讀者使用空

間，強化現有櫃台服務。

新增2樓226-2室、3樓344室2間討論室，

已於2013年4月1日正式開放。目前總圖提

供4間討論室以滿足本校讀者小組研習討論

需求。

2013年6月起原還書櫃台服務項目整合至

流通服務台提供服務，還書口亦改為24小

時全年開放。

2013年底，總圖1樓入口服務台與參考諮

詢服務台合併為一樓服務台（Information 

Desk），未來本館將以One-Stop Service為

目標前進，讀者無需奔波於各服務台，即

可得到完善的服務。

因應讀者需求調整借書權益

本校研究助理原採限館借書制，因研究助理離

職控管程序已趨完善，基於服務讀者立場及讀

者借書需求考量，本館於2013年5月起取消研

讀者服務

一

二

三

四

五

究助理限館借書制，並將其借書權益提高為30

冊。同時提高本校大學部學生、編制內職員、

住院醫師等讀者借書權益為30冊。

規劃建置圖書館自動化高密度書庫

因應藏書空間嚴重不足，考量未來書刊成長

量，規劃國內首件自動化高密度書庫設備採購

案。2013年8月召開第一次評選會議後修正設

備需求，進行採購相關作業，並將配合本校教

學大樓二期工程建築時程施作。

修訂紙本學位論文典藏政策

因應研究所學生於畢業離校時皆已完成論文數

位化作業，學位論文精裝本典藏政策非為必

要，為節省畢業生製作紙本論文時間及成本，

自2013年9月起公告實施本校畢業生得以平裝

本學位論文繳交圖書館典藏。

法社分館購置自助式高速掃描器

法社分館新購置自助式高速掃描器置放於參考

室，透過All-in-one電腦預設的選單指引，便利

讀者自行操作以滿足高品質的資料掃描服務。

Services

肆

1.

2.

3.

閱覽服務

8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3



醫分館調整讀者借書權益與
簡化研究小間申請程序

醫分館為鼓勵閱讀風氣，簡化借書規則，包括：

提高職員、研究助理及大學部學生之借閱冊數；

開放研究助理跨校區借書；取消圖書室新書借期

14天的限制，改與一般圖書相同；修改圖書附件

之光碟借期與圖書借期相同。另一方面，亦簡化

研究小間申請程序，擴大服務對象，增加大學四

年級以上學生可以申請，並取消助教、研究生及

住院醫師需經單位主管同意之規定。

挑燈夜讀─考試期間醫分館延長開館服務

醫分館為提供醫學校區學生於考試期間有一恬靜

溫馨的溫書場所，並拉近與讀者群間之互動關

係，2013年10月28至11月7日Facebook粉絲專

頁「臺大醫圖：NTUML, makes you excel」舉辦

「500讚！～臺大醫圖陪您挑燈夜讀」活動，廣

受師生同仁熱烈迴響，並促成考試期間延長開館

至夜間12時之決策。

六 八

七

醫分館讀者滿意度調查

醫分館自2011年起，每年的4月與10月均進行讀

者滿意度問卷調查。2013年10月更新問卷內容，

當年度2次的問卷結果如下表：

　　年代

項目　　

2013.4 新版問卷 2013.10

閱覽環境 99% 空間環境 97.2%

服務態度 100% 同仁服務 99.4%

借閱服務 98.5% 借閱服務 89.3%

網頁資訊 95.5% 網頁資訊 91.3%

專業能力 99% 創新服務 85.7%

總平均 98.4% 總平均 * 94.2%

註1： 本表係受訪者表示滿意以上的人數百分比

註2： 「創新服務」為2013年第2次讀者滿意度調查增 列之 

  調查項目，往年問卷所列之「專業能力」係納入 新版 

  問卷「同仁服務」中，未與往年調查結果進行比 較， 

  因此未將2013年第2次讀者滿意度調查之「創新 服務」 

  項目納入整體滿意度總平均中計算。

2013 臺大圖書館年報  |   9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合借閱服務

自2011年起，本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簡稱臺師大圖書館）實施兩校專任教師與博

士班學生一證通用之圖書借閱服務。兩館目前

持續合作。2013年臺師大讀者向本館借書數量

為2,325冊，本校讀者向臺師大圖書館借書數量

為317冊。

一 二

館際合作服務

館際合作借書證

本館於2013年3月與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簽訂館

際合作借書合約，截至2013年底，本館與國內

各大專院校圖書館簽訂合約數量統計共119所。

2013年，外校讀者利用館際合作借書證至本館

借書數量達16,732冊，本校讀者利用館際合作借

書證前往他校圖書館借書數量為2,989冊。

新成立學科服務組，深化系所服務

本館於2013年1月進行組織調整，新成立學科

服務組，以加強對系所師生的服務。學科服務

組以便捷（Handy）、熱忱（Enthusiastic）、學

習（Learning）、專業（Professional）為其服務

理念和核心價值。在任務上透過學科館員作為

系所與圖書館之間的聯繫窗口，提供院系所專

屬VIP服務。在學科館藏發展上，協助徵集學科

主題館藏資源及協助教師研提相關研究計畫，

以提昇本校學術競爭力。在支援教學方面，配

合教師課程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學科主題利用

講習，教導學生深度利用圖書館各項資源，以

精進學生的研究戰力和資訊素養能力。此外，

更經由參考諮詢服務台，以面對面方式解答師

生在使用資源上的疑惑。

一

學科與參考服務

肆

為提供更優質的圖書館學科服務，2013年9月

推出嶄新的學科服務網頁（http://help.lib.ntu.

edu.tw/），在版面設計上除介紹服務理念外，

亦從教師與使用者的觀點提供「教學支援」、

「研究支援」、「提升個人競爭力」，以及

「學院專屬學科館員」等方面的服務項目連

結，方便師生依其需求，選擇所需之服務項目

而能快速取得資訊和服務。此外，在此網頁的

首頁右側並提供參考服務部落格之連結，讓讀

者能隨時輕鬆地透過部落格內的文章，認識和

了解圖書館的服務與資源，並學習如何使用各

類型資料庫。類型資料庫

nee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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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熱忱

Handy
便捷

Professional
專業

Learning
學習

啟動「學科服務校園列車」，主動貼近讀者

為確實掌握教師與研究生在教學、研究和學習上的

需求，以提供更貼切的服務，學科服務組特別規劃

「學科服務校園列車」活動，走出圖書館深入各學

院所在地，直接與師生對談。2013年9月間，分

別於工學院、文學院、生命科學院等地，舉辦3場

「學科服務校園列車」活動。

除設置活動攤位，透過展版介紹圖書館的服務與資

源，同時也設計問答題，拉近館員與讀者間的距

離。針對教師與研究生則進行問卷訪談，實地與師

生互動和交流，瞭解其對圖書館的需求和期許，作

為日後服務之依據和參考。此外，亦設計活潑的人

型立牌，吸引讀者的注意，三場活動計有近千人參

與，回收400多份教師及研究生的調查問卷，反應

十分熱烈。

出席各學院圖書委員會會議，

進行系所交流以了解需求

每學期本館除辦理全校圖書委員會會議外，多數

學院亦設置學院圖書委員會，以協商該學院各系

所書刊資源購置需求與經費事宜，以及提出有關

圖書館業務改進事項之建議等。2013年學科館員

計出席或列席文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等多

場院圖書委員會會議。於會議中學科館員主動介

紹圖書館年度相關業務，以及該院採購書刊相關

事宜，同時與各院系所圖書委員進行圖書館服務

相關議題之意見討論與交流，確實扮演系所和圖

書館間的溝通橋樑。

二

三

學科館員於「學科服務校園列車」活動時，學科館員於「學科服務校園列車」活動時，

熱心地向同學解說活動內容熱心地向同學解說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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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積極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tul.blog.ntu.edu.tw/

為拓展學科主題資源指引服務，增加館藏資源

的曝光度，並增進讀者對本館資源的掌握與利

用，於2010年中旬推出「參考服務部落格」，

由館員撰文介紹各項圖書館資源的使用，三年

來已有十分豐碩的成果。2013年學科館員持續

積極經營「參考服務部落格」， 2013年共計

新增146則文章，累計達431則文章。在內容方

面，2013年新推出Google Doodle系列，結合當

日Google Doodle主題推介本館相關的館藏，深

獲讀者喜愛。

其中2013年造訪人次逾24萬（較去年同期

成長87 . 54%）、點擊次數近50萬（成長

59.91%），顯見成效良好。在文章方面，近4

成的文章被點擊逾千次、超過半數的文章被點

擊逾600次，熱門的點閱主題包括EndNote、學

術評比、校外連線與網路設定等等，圖書館亦

可從點閱情況，深入了解讀者的需求，適時推

出合宜的貼心服務。

舉辦「PQDT數位論文，由您來推薦！」活
動，開放全校師生薦購博碩士論文

本館持續加入「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藉由資

源共享方式，與聯盟會員合作購藏美加地區數

位學術論文，除達到撙節資源購置經費外，並

實質提升本校師生利用國外研究論文便利性。為

確實採購符合師生之教學與研究需求之論文，於

2013年5-6月間舉辦「PQDT數位論文，由您來

推薦！」活動，開放全校師生薦購論文。

協助系所研提與執行2013年度「國科會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國科會第一期「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

計畫」（2006年-2010年），本校總計通過77

項計畫，獲5.76億元補助以購置26萬3千多冊

圖書，充實學術研究資源與競爭力。2013年初

國科會再度公布第二期計畫項目，本館持續以

往的模式，主動積極與副校長共同召開計畫申

請說明會，協助系所教師查找相關主題書目、

教導助理查核複本與圖書價格等事宜，以協助

教師於期限內研提相關計畫。2013年度計通過

8項，獲國科會補助逾新臺幣2,500萬元購書經

費，為全國之冠。本館並安排學科館員負責支

援教師執行圖書購置等後續工作。

六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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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分館的新服務－老師的專屬館員

為支援老師的教學與研究，提供院系所、科部

與圖書館之間的橋樑、了解並滿足使用者資訊

需求，醫分館特以學科角度推廣圖書館的資源

服務，於102年9月成立學科館員任務編組。每

一學科皆由專屬的學科館員提供服務，更深入

提供教學、臨床與研究之支援。學科館員工作

職責與服務項目：

擔任系所、科部之專屬聯繫窗口：作為圖書

館與系所、科部間的專屬聯絡人，提供教學

研究與學習需求上的支援；傳達圖書館各項

服務、活動訊息與新知介紹；透過各種途徑

掌握系所、科部之資訊需求，以利圖書館改

善及規劃相關服務；提供各系所、科部評鑑

所需之相關圖書資訊及統計資料。

提供參考諮詢與圖書館利用教育。

協助建置與維護醫學校區Research Portal系

統。

七

1.

2.

3.

1.

2.

3.

4.

醫學院校區研究競爭力服務

為協助各單位主管瞭解醫學校區論文發表的研

究成果，做為提升研究競爭力之參考依據，醫

分館為醫學校區各單位提供學術論文整體質量

之統計分析服務。2013年本室共編製了499份

報表分別提供給醫院222份（佔44.5%）、醫

學院236份（佔47.3%）及公衛學院41份（佔

8.2%），茲列舉重要者如下：

完成「2008-2012年臺大醫院與國內醫院研

究競爭力之比較報告」。

完成「2008-2012年臺大醫院12個科部(內

科部、外科部、婦產部、小兒部、骨科部、

眼科部、皮膚部、復健部、神經部、精神

部、泌尿部、耳鼻喉部)與國內9所重點醫院

對應科部研究競爭力之比較報告」。

每月公告醫學校區同仁發表於SCI及SSCI各領

域IF值排名前15%期刊之榮譽榜書目資料，

並編製2011 JCR SCI及SSCI各領域IF值排名

前15%之期刊清單。

完成亞澳13所大學ESI七大醫學領域（生物及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免疫學、神

經科學及行為科學、微生物學、臨床醫學、藥

理學及毒理學）之研究表現分析報告。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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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多媒體服務

設置黑膠唱片聆聽區

為紓解師生研究教學身心壓力，並推廣本館珍貴

黑膠唱片館藏，增加相關設備與器材，於總圖書

館4樓多媒體服務中心設置讀者試聽專用場地。

觸控視聽服務區

為更貼近讀者使用習慣，多媒體服務中心於

2012年開始規劃全新觸控視聽服務區，除原有

的ipad音樂聆賞、國際影音即時新聞與英語學習

服務外，並增加以下服務：

ipad音樂主題館藏推介服務

專題介紹本館ipad音樂主題館藏，2013共推

出14個主題音樂，讓讀者更了解本館相關館

藏。

館藏影片目錄服務

多媒體服務中心櫃台新增iPad版電影目錄功

能，依影片類型分列目錄，加以新近完成

windows版電影目錄，提供讀者更完整館藏

影片目錄服務。

iTouch服務

為提高視聽館藏使用率、便利讀者選片，並

推廣本館自製影片與相關活動，於多媒體服

務中心入口處櫃台增設一台All in one觸控式

電腦，提供「iTouch」服務，可瀏覽「新進

目錄」、「新進預覽」、「借閱排行榜」、

「圖書館微電影」、「活動搶先報」五大主

題的內容。

「影音@Online」系統輔助教師教學

為支援教師教學需要，2013年於本館「影音

@Online」系統設置75門課程共421種教師指定

視聽教材輔助教師教學，並於本館館藏目錄新增

「影音@Online」連結，便利修課同學直接點選連

結觀看公播版視聽資料。

一 四

二

三

五

六

1.

2.

3.

「醫圖百視達」開張

為提供更多元化、透明化的視聽資料服務，自

2013年11月21日起不僅可從圖書室網頁的館藏

目錄、視聽資料目錄、紙本目錄中查找視聽資

料，更可從醫分館多媒體學習中心的「醫圖百視

達」直接瀏覽由醫分館為醫學校區師生同仁精心

挑選的醫學相關電影。

歡迎大家來「滑平板」

為方便同仁取用資源並提升館藏設備使用率，醫

分館特別於2013年10月1日起將原先放置於4樓

多媒體學習中心的2臺平板電腦移置於1樓入口

處。平板電腦均已安裝相關APP軟體，以供讀者

查詢資源，提升知識存取服務。

多元化的行銷管道－看見醫圖

醫分館為拉近與醫學校區師生同仁間的距離、並

強化溝通管道，特於2013年9月成立Facebook

粉絲專頁－「臺大醫圖： NTUML, makes you 

excel！」。除了運用社群網站龐大的網絡連結力

量，配合時事進行館藏行銷與活動推廣之外，也

讓醫學校區師生同仁們藉此平台表達對圖書館的

意見或建議，據以提供更貼近需求的服務。

除前述外，醫分館亦製作清新的形象短片，

並上傳YouTube（http ://youtu .be/un99_

VNup2Q），讓讀者可於線上認識醫圖的創新服

務與設施，生動的影音呈現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到

館親臨體驗。

隨著智慧型手機及行動上網普及化，應用QR 

Code快速掃描立即連結的特性，特將醫分館首

頁、Facebook粉絲專頁或活動訊息與QR Code結

合，便利讀者即時獲得資訊，有效推動醫分館各

式活動與服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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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

自動化系統改版

2013年12月11日，本館自動化系統由Millennium 

Release 2011 1.4版升級為Sierra 1.1.3版，此次系

統版本升級最大特色為將資料結構改為開放式架

構，便於資料存取與應用。特色如下：

管理端：整合各模組功能、增加後分類便於

資料的查詢與篩選。

讀者端：開放的資料結構有助於開發更多館

藏目錄延伸應用服務，如書刊調閱服務等。

一

三

四

二

1.

2.

英文網站調整

為協助讀者有效利用資源、提升圖書館服務品

質，本館網站整合圖書館服務於單一入口，以

提供多元化、專業化與效率化之服務。經由網

站使用者數據分析、館藏資源類型、使用者意

見回饋以及參考中外大學學術圖書館網站之分

類方式，本館網站架構分為六大項，分別為館

藏資源（Library Catalog）、特色館藏（Special 

Collections）、電子資源（E-Resources）、服務

項目（Services）、出版品（Publications）、及

關於本館（About）。為進一步使外國讀者更有

效利用網站資源，本館於2013年針對英文網站

進行網站架構及網站內容優化，網站架構方面，

不同於中文網站，配合英語文字的特性，將左側

選單區塊移除，使內容可完全展開呈現於單一頁

面；網站內容方面，持續進行英文網站內容的增

訂及修改，並同時更新舊有內容。本館於2013

年榮獲本校第一屆英文網站競賽第一名。

自動化借閱休閒書刊省時又便利

為簡化休閒書刊借閱手續之便利性，醫分館於

2013年9月啟用「休閒書刊借閱系統」，改採線

上系統借閱的方式，讀者不必再手填借閱單，可

大幅節省辦理借還書的時間。除了書籍之外，另

將當期休閒期刊納入可借閱之範圍，以滿足讀者

的資訊需求。

友善對待校友、凝聚校友向心力

醫分館為友善對待校友，主動規劃多項優惠服

務，期盼能夠獲得校友的肯定與凝聚向心力，進

而願意協助提升醫學校區資源及設備：自2013

年10月1日起，凡持有校友證的校友，使用醫分

館四樓多媒體學習中心相關設備的權利，等同

校內讀者，包括：可下載電子資源檔案、收發

Webmail、免費使用掃描設備服務、使用OFFICE

文書處理軟體及大圖輸出服務等。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黑膠唱片聆聽區總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黑膠唱片聆聽區

總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觸控視聽服務區總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觸控視聽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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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扶育《女史無國界》攝影作品

簡扶育女士為藝術家與攝影、文字工作者，曾

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參與臺灣婦女運動，

1980年代起以平面影像紀錄婦女運動。《女史

無國界》系列作品拍攝臺灣、日本、韓國等地13

位平實但偉大的女性，總計62幅作品。2013年

婦女新知基金會將《女史無國界》攝影作品捐贈

本館，並於2014年1月7日至1月27日間於本館

日然廳舉行贈藏儀式，展出相關作品。

手稿

2013年獲得葉維廉教授、臺靜農教授、黎烈文

教授、楊民皓教授、齊邦媛教授、陳鼓應教授捐

贈之手稿資料，計3,131張

特藏與特殊徵集

洪一峰贈藏

洪一峰先生（1927-2010）為著名寶島低音歌

王，同時身兼歌手與創作者，對臺語音樂有舉足

輕重地位，創作多首知名臺語歌曲，膾炙人口的

〈舊情綿綿〉、〈淡水暮色〉、〈思慕的人〉

等。2013年獲其家屬同意將洪一峰先生手稿、

樂譜、照片、剪報及視聽資料等3,000餘件捐贈

本館，以保存臺灣早期臺語音樂文化藝術。

桂文亞贈藏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與編輯桂文亞女士，2007年起

捐贈本館個人珍藏手稿與個人手稿資料，珍藏的

手稿名家超過200人，個人手稿資料300餘件。

2012年捐贈兒童文學書籍和簽名書計1,240冊。

館藏資源

徵集專案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藏書

國科會人文處自2006年至2010年、2013年補

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六年來

共補助238項計畫，本校於圖書館及各學院合作

下，通過85項計畫，共獲補助款新臺幣6億元，

購置圖書逾30萬冊。2013年計通過8項計畫：

華語語系文學、環境生態史、腦神經語言學、

臨床神經心理學與神經心理復健心理學、全球

化視野下的民事財產法、憲法的功能變遷、人

一

一

二

三

四

二

Collections

伍

口與家庭、勞動經濟學，共獲國科會補助逾新

臺幣2,500萬元整。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本館自2008年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

盟，擔任推動小組成員，負責電子書徵集議價

作業，該聯盟迄今已購入逾90,000冊電子書，

供90餘所會員館使用。2013年度購置15,009種

電子書供全國95所大專校院使用。

本館總館藏量至2013年底已逾740

萬冊（種），各館藏類型分布如右：

期刊(含電子期刊)/
報紙/資料庫(種)

1%

多媒體/
微縮資料(件)

5%
電子書(冊)

39%

圖書資料(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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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多媒體服務中心影評部落格文章與現
有書目，提高能見度

自2013年5月起多媒體服務中心部落格刊載視聽

館藏之影評文章，書目服務組協助於書目紀錄856

段加上影評文章連結，Webpac顯示為「臺大圖書

館多媒體服務中心部落格 （專欄影評）」，透過

此方式將館藏與加值資訊提供給讀者，並引導讀者

至部落格，提高館藏與部落格之能見度與使用率。

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暨
NBINet我國中文書目國際化計畫案」

本計畫由本館與國家圖書館共同提報，目標為協助

臺灣地區有意願之圖書館均能加入OCLC管理成員

館以提升編目效率，並統籌執行上傳NBINet中我國

出版中文書目至OCLC WorldCat書目資料庫，以推

動中文書目國際化，增進臺灣出版成果曝光率。本

館除擔任「臺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召集

館，負責執行計畫相關事宜外，亦持續將本館原始

編目之中西文書目成果（含本校論文及出版品）上

傳至全球性書目資料庫OCLC WorldCat中，藉以推

動臺灣地區圖書館與國際間書目交換，與國內外各

圖書館書目資訊共建共享，提升編目效率外，期增

加本校在國際間之能見度，2013年計上傳原始編

目紀錄11,405筆，更新館藏資訊12,915筆。

西文編目作業採用最新書目規範：RDA
（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資源描述
與檢索）進行編目作業

此編目作業共分準備階段、抄編階段、原編階段三

階段執行，本館已完成工作包含：書目系統的相關

欄位設定、西文RDA編目工作手冊製訂、西文資

料採用RDA規範抄錄編目、原始編目作業等。

編目專案

主辦「2013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

會員大會」 

本館與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2013年臺灣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2013年12月5日

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來自全國175位圖

書館同道與會。會中分別就OCLC新發展及圖書

館各項業務的經驗分享進行專題演講，並有實務

經驗交流。會上並就是否繼續向教育部爭取下一

年度經費進行提案討論，獲得多數會員支持。

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中文權威參考資料

庫

持續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建立中文名稱權威

參考資料庫計畫」，共同建立中文人名權威標

目，2013年共新增6,000筆人名標目，可供國內

圖書館參考使用。

參與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全國圖書資訊
網路系統（NBINet）」

持續上傳本館書目至「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

統(NBINet)」，2013年計轉入西文書目紀錄

14,919筆，中文書目紀錄28,664筆。透過上傳

書目，將本館書目成果分享予合作圖書館。

提供「中國基本古籍庫」書目服務事宜

提供「中國基本古籍庫」書目MARC檔予臺北市

立大學，計有10,000筆書目。

完成中國方志庫、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數
據庫等大批電子書轉檔編目

進行《中國方志庫-初集》及《中國博碩士論文

全文數據庫》電子書編目作業，以期提供館內讀

者更便利直接之電子資源檢索管道，本年度計完

成約450,000筆之大批電子書轉檔編目工作。

一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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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
Digitization

陸

特藏資料數位化

本館將珍貴舊藏進行數位化工作，2013年完成中

西文善本書24,991影幅，舊籍檔案32,685影幅；

日治時期期刊詮釋資料72,100筆；日治昭和時期

音樂演藝報導詮釋資料64,409筆。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本館於2002年起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就館藏《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稿》、

《臺灣古碑拓本》進行數位化；該國家型計畫於

2007年至2012年展開第二期計畫，本館持續參

與，針對《田代安定手稿》、《歌仔冊》與《狄寶

賽文庫》進行數位化。本計畫於2013年6月執行

完畢，共完成25,000餘筆詮釋資料，約268,000影

幅。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臺灣大學圖書館為保存珍貴舊籍及影音資料，進而

推廣利用，並活化數位資源，建置「臺大圖書館數

位典藏館」，自2013年5月啟用，現階段有臺北帝

一

二

三

1.

2.

自有館藏數位化

國大學期刊、大鳥文庫、清代樣式雷圖輯、四海

唱片、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及小川文庫6個資料

庫，日後將陸續增加其他資料庫。

臺北帝國大學期刊資料庫

臺北帝國大學於昭和3年創立，至1945年日

本戰敗國府接收為止，臺北帝大總共有115個

講座、預科、大學院與3個研究所。前述單位

僅存的一些研究年報、紀要、紀念演講集，

在數量上已十分稀有。影幅數63,457個，詮

釋資料6,287筆。

大鳥文庫資料庫

為大鳥圭介、大鳥富士太郎父子兩代所蒐集

之圖書。本文庫藏書主題多與亞洲（尤其是

中國與日本）歷史、宗教、藝術、地理相

關，語文則涵蓋英文、法文、荷蘭文、西班

牙文等，是瞭解19世紀之前西方人對東亞看

法的重要資料。影幅數11,624個，詮釋資料

3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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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副教授、教授，於1993年夏退休，獲臺大

中文系榮譽教授銜。此資料庫是林文月教授的

手稿、照片等相關資料。影幅數1,314個、pdf 

63個，詮釋資料235筆。

小川文庫資料庫

小川尚義先生曾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編修官、臺

北帝國大學語言學教授，一生致力於漢語、閩南

語、南島語的調查研究，編著多本閩南語辭典，

是第一位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歷史比

較語言學研究的學者。本資料庫是小川教授的典

藏，影幅數11,910個，詮釋資料170筆。

國際合作─國分直一書信建檔

國分直一教授贈藏資料中，包含大量手稿與書

信等不同類型之資料。山口縣立大學安溪遊地

教授為協助書信類資料之整理，近三年均率

領學生團隊前來本館進行建檔作業，時間人

次（含老師）分別如下：2012年8月／9人；

2013年3月／9人；2014年2-3月／10人。此種

合作協力工作未來仍將持續。

四

清代樣式雷圖輯資料庫

樣式雷是主持皇家建築設計的雷姓世家的譽

稱，為中國古代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傑出代

表。目前收藏樣式雷建築圖53張，主要是

雷家第六代傳人雷思起（字永榮，號禹門，

1826－1876）所繪，有關裝修陳設與舟輿的

繪圖。影幅數53個，詮釋資料53筆。

四海唱片資料庫

四海出版社係由廖乾元先生創立於民國47

年，為國內頗負盛名之唱片公司，出版之音樂

種類包括國語流行歌曲、電影插曲、西洋音

樂、中國古典音樂、語言教材、有聲書等。此

典藏收錄之唱片為廖乾元先生所贈，共計300

餘張。資料庫計有圖像檔1,557件、文件檔

38件、聲音檔3,600件，以及詮釋資料5,580

筆。

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庫

林文月教授就讀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

所，以優異成績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講

3.

4.

5.

6.

小川文庫書籍

林文月教授手稿

樣式雷圖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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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數位化專案

林良哲先生收藏唱片資料數位化專案

2013年9月與唱片收藏家林良哲先生完成合作蟲

膠唱片數位化專案合約簽署。林先生約有2,000

張蟲膠唱片，也使得本館1950年前早期音樂風

貌的館藏更加完整。本案預計在2014年10月結

案。

江之翠劇場影音資料數位化專案

2013年12月完成板橋「江之翠劇團」之影音資

料數位化專案，該劇團深耕地方表演藝術，內容

涵蓋梨園戲、耆宿名師戲曲教學、劇團演出等

內容，具文化保存典藏價值。本專案總計產出

2,013段影音檔、1,456筆聲音檔，預計在2014

年將建置完成資料庫供讀者檢索及利用。

徐登芳醫師黑膠唱片藏品數位化專案

2013年12月接續原國內知名收藏家徐登芳先生

簽定唱片數位化合作案之二期計畫，此批藏品豐

富，資料內容涵蓋1890年至1960間臺灣、東南

亞及中國的早期音樂，極具典藏價值。本專案將

於2014年10月完成。

洪一峰先生手稿資料典藏閱覽及
數位化合作專案

洪一峰先生對臺灣臺語音樂的影響及舉足輕重的

地位，希望藉著本館標準化的數位化作業，能為

臺灣早期臺語音樂的發展及洪先生為現今臺語音

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作一詳實且完整的歷史記

憶。本案預計在2014年5月結案。

一

二

三

四

原生數位資源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NTUWAS

於2006年12月推出，截至2013年12月底蒐集

網站數量達6,000個，網站版本超過21,000筆。

2013年度NTUWAS以機構典藏為主要方向，收集

臺大相關及政府改造後新版網站；並選擇重要主

題加強典藏，如食品安全管理及臺灣研究專題；

地理瀏覽增設我國世界遺產潛力點；事件議題方

面，具全球性重大影響如日本地震海嘯及美國債

信危機等，列入典藏時代作為歷史第一手記錄。

臺大機構典藏NTUR(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y, http://ntur.lib.ntu.edu.tw)經驗與協助推
動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tair.org.tw)

截至2013年12月底，本校機構典藏系統，計收

錄199,652筆資料，其中74,270筆為全文。基

於「分散建置、整合使用」的精神，將NTUR系

統推展至全國各大專院校，並建置整合性的臺

灣學術機構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AIR）入口網站，可共同分享臺灣

各大學院校的學術研究成果。作為國家整體學術

研究成果的累積、展示與利用窗口。截至2013

年12月底，參與TAIR計畫的學校或學術機構共

有131所，收錄資料總筆數逾150萬筆，其中全

文數量超過93萬筆。

一

二

(NTU Web Archiving System,  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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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三：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研究生順利步入研究軌道，規劃導覽服

務介紹圖書館環境、服務與資源，於九月新學

期開學期間舉辦2場「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活動。希冀研究生利用圖書館豐富資源提升學

術競爭力，共吸引90人參加。課後問卷調查

顯示參加同學對於導覽及講習的滿意度均高達

96%。

系列四：「Know Your Library─新進國際生圖

書館利用活動」

結合「圖書館躲貓貓」活動，以前進關卡的方

式帶領國際生參觀與體驗圖書館，分為中文與

英文場次，共計3場27人次參加。

辦理「新進教師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新進教師認識圖書館的環境、掌握圖書

館豐富的館藏和電子資源，以及多元體貼的各

項服務，於9月新學期開學期間，舉辦2場「新

進教師圖書館之旅」活動。帶領教師實地參觀

導覽總圖書館各樓層，並介紹圖書館各項服務

暨資源，以輕鬆對談方式與其交流，有高達

96%的參與者對活動表示滿意，深獲好評。

新進教職員生利用指導活動

為增進新生對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之認識與利用，自

2013年暑期起進行各項活動：

新鮮人前進圖書館系列活動

系列一：新生入門學習書院課程

參與本校2013年8月20日至9月5日舉辦之三梯

次的「新生入門學習書院」。本次課程以「知

識島的夏日冒險」為主題，首次於200人的課堂

中進行互動，並以「Why Use NTU Library？」

形象影片介紹本館資源與服務，計3,900位新鮮

人參加。

系列二：圖書館躲貓貓Hide-and-Seek

2013年8月20日至9月30日推出「圖書館躲貓

貓Hide-and-Seek」活動，以8隻個性不同的貓

咪引導圖書館的環境、資源與服務等內涵，讓

新生在尋找「貓咪」的過程，親自體驗與使用

圖書館的多元館藏與服務。計有1,651人填寫問

卷，其中95%參加者認為此次活動主題十分有

趣、93%的參加者認為這項活動有助於認識圖

書館服務、環境，並且對於未來使用圖書館有

所幫助；整體而言，滿意度高達97%。

教育與推廣
Exhibitions & Events

柒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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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課程

資料庫講習課程春季班/秋季班

2013年兩學期分別辦理「資料庫講習2013春季

班」與「資料庫講習2013秋季班：Power On！

新知識」，計22場，共656人次參加。課程中

介紹不同學科領域的常用資料庫與圖書館服務

與資源，以期強化同學們文獻檢索能力並培育

其資訊素養。

支援系所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

依據師生需求製作教材，設計客製化的圖書館

資源與服務利用課程，如主題資料庫講習、認

識不同學科資源等等。2013年全館共計275

場，總時數約為431小時，共8,824人參加。

推出「HELP講堂」定期提供講習課程

自2013年7月起推出「HELP講堂」，每月主

動安排綜合與專門主題文獻查詢、書目管理軟

體、學術評比等課程，並安排一人一機的實機

操作練習，加強學習效益。2013年共計舉辦

21場HELP講堂活動，計有653人次參與。課後

問卷調查在教師教學表現、資源使用技能之提

升、整體課程滿意度等面向均獲得逾96%讀者

的正向肯定。

二

三

一

館員於「新生入門書院」課堂上授課館員於「新生入門書院」課堂上授課

「圖書館躲貓貓Hide-and-Seek」活動宣傳單「圖書館躲貓貓Hide-and-Seek」活動宣傳單

參加「圖書館躲貓貓Hide-and-Seek」活動的同學熱情合照參加「圖書館躲貓貓Hide-and-Seek」活動的同學熱情合照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課堂上課情形「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課堂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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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發展中心合作辦理教學助理(TA)

培訓課程，拓展資訊素養教育

2013年5月初，與教學發展中心聯繫，冀能善

用本校行之有年的教學助理 （TA）制度，結合

TA培訓認證時數，合作規劃以TA作為對象，量

身打造之圖書資源與服務培訓課程，教導TA如

何從圖書館現有的資源與服務中，找到豐富的

教學素材來源，以厚植TA的教學實力。期望參

與課程的TA能成為圖書館與學生之間的橋樑，

向圖書館傳達學生的需求，亦藉由TA擔任資訊

素養種子的角色，指導更多的學生善用圖書館

的資源與服務，而有助於其業務的學習。

於2013年9月26日、10月2日舉辦「從TA到

TA+：圖書館協助您教學　能力大躍進！」

2場講習課程，課程設計除結合既有的圖書館

服務，也投入心力探索各類資料庫可應用於教

學方面的進階功能，如：資料庫中的圖片搜尋

及匯出簡報檔之功能、影片剪輯、語言學習資

料庫及推廣圖書館數位學習網的相關教學資源

等。教學方式上則突破以往單方講授之演講模

式，改採實機演練教學並搭配另一位館員擔任

助手在教室內就近觀察學員的學習狀況，著重

學員的實際操作練習與討論，增加互動及館員

一對一指導的機會，提升教學成效。

此TA培訓講習活動共計69人參與（不限TA參

與，亦有本校教師、職員與校外人士參與），

其中共有60位TA順利獲得認證時數。參與者以

文學院（共26人次，38％）和社科院（共13人

次，19％）居多，兩個學院相加佔出席總人次

的半數以上（57％）。由課後填寫的問卷量表

中，在課程效益方面，依據課程內容分別詢問

對參與者的幫助程度，各項課程內容的幫助程

度（非常有幫助、有幫助）平均值達88.5%。

整體課程滿意度方面，超過9成參與者認為有幫

助，成效優異。

四

柒

與研究生協會合辦活動「2013研究“聲”
協會系列─學術週」

為擴增圖書館服務的觸角，主動與研究生協會

合作，辦理多項活動。於2013年5月與研究

生協會合辦「2013研究“聲＂協會系列─學

術週」分別於5月14日舉辦「圖書館資料查詢

+EndNote」講座、5月16日邀請畢恆達教授舉

辦「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講座，總計134人

次參與，正向回饋達100%。

2013年9月14日於「研協迎新活動」中為研究

生新生介紹圖書館資源的利用，總計110人參

與；另於11月30日舉辦的「研協學術週：學術

資源運用」3場講座中，介紹引文資料庫Web 

of Science、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 （基礎/進階

班），共計107人參與，反應均十分熱烈。

臺大醫院分院講習服務

為推廣臺大醫院分院同仁利用總院圖書室之醫

學資源與服務，醫分館自2012年起規劃分院講

習課程，每年主動調查分院課程需求並安排講

師前往授課，期盼與分院同仁透過面授方式進

行互動與交流，達成支援研究與教學的目的。

2013年雲林分院講習課程共計4場，講授課程

包括Medline資料庫講習及EndNote個人書目資料

管理介紹，參加者達76人。

醫分館參與實證護理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為協助臺大醫院護理部培訓實證護理種子教師

及專案寫作能力，使實證護理照護模式能落實

在臨床服務，醫分館特別提供「實證資料搜尋

檢索」講習課程，以分組的模式帶領學員進行

實證醫學資料庫教學與文獻檢索練習，藉以協

助本院護理部提高專案發表的文獻數量。2013

年共計完成22組44小時450人次之訓練，可

協助臨床照護人員提升其查找實證護理文獻的

完整性與新穎性，並藉由熟悉實證護理的運用

技巧，使學員們能實際受惠並應用於日常工作

中。

五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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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且多元的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醫分館每學期均主動規劃系列講習課程，旨在

協助讀者能快速掌握醫學電子資源的使用方

法，以輔助其在臨床工作及研究方面進行相關

決策。2013年共舉辦19場講習課程，202人參

加，主要區分為三大系列：

打根基系列：介紹基礎的電子資源及工具，包

含PubMed、MEDLINE、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等課程。

競爭力系列：介紹可用來分析、比較個人或單

位學術產出的工具，包含查詢文獻被引次數的

Web of Science、Scopus；查詢各學科領域研究

績效的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查詢期刊排

名指數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實證醫學系列：針對醫護人員對於實證醫學文

獻檢索之需求，規劃一系列課程，指引讀者透

過醫學資料庫檢索以得到高證據等級之文獻，

包含UpToDate、Cochrane Library，以及如何在

PubMed、MEDLINE等索引摘要型資料庫中獲取

實證醫學文獻的方法。

八

1.

2.

3.

數位學習

為支援醫學校區之教學與研究規劃數位
學習課程

為支援醫學校區之教學與研究，醫分館網頁中

的「數位學習」項目下，提供醫圖自行錄製

的各種電子資源數位教材，例如：PubMed、

Medl ine、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Web of 

Science、Scopus、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UpToDate、Cochrane Library等實證醫學文獻

檢索課程及如何投稿至Lancet演講內容等。期

望透過豐富的數位學習教材，讓師生同仁們能

隨時上網學習使用醫學電子資源，進而運用至

教學、研究與工作中。

導覽服務

近年來兩岸各項交流頻繁，大陸各大學圖書館、交

換生或外賓參訪圖書館的次數提升，總圖書館、醫

分館以及法社分館之導覽服務除了以本校師生為對

象外，亦歡迎國內外各學術機構與圖書館相關從業

人員參訪交流，期望能藉由導覽及座談活動的進

行，使雙方能相互瞭解並建立學術交流的關係。

回顧2013年參訪之外賓，包括：北京大學醫學圖

書館謝志耘館長與黃應申主任、廈門大學醫學院劉

祖國院長、浙江大學醫學部羅建江副主任、首都醫

科大學圖書館、南方醫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圖書

館、大陸深圳職業技術學校訪問團、澳門大學圖書

館、復旦大學文化建設訪問團、日本國會圖書館以

及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另醫分館亦配合醫學院兩岸

醫學生交流活動協助接待30名學生。整體而言，

2013年受理校內外導覽申請，國內外訪賓來訪計

2,663人次，共進行223場導覽。

一

醫分館電子資源講習課程醫分館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2013 臺大圖書館年報  |   25 



柒

展覽、講座與影展

展望數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的
新趨勢研討會 2013.01.08

由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成立的Cambridge 

Asia Library Advisory Board (CALAB)，其成員

主要為亞洲各國重要大學圖書館。第二屆會員

大會於2013年1月8日在本館舉行，以「展望數

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的新趨勢」為主題，交流

展望國內外圖書館現況以未來發展方向，共約

180人次參與。

「大家醫起來∼讓書旅行去」
好書交換活動 2013.02.20-06.11

為慶祝臺大醫院118週年院慶，醫分館特別於

2013年6月11日假醫學院大廳舉辦「大家醫

起來～讓書旅行去」好書交換活動。收書期間

（2013年5月20日至6月7日），共募集到近

2,000冊的圖書與期刊，是歷年來收到最多書刊

的一次，其中不乏近年內出版的暢銷好書。而

活動當天，參與的同仁非常踴躍，因此在短時

間內，原本桌面上排列整齊的書堆，迅速地僅

剩下零星數本。讓塵封已久的書籍尋獲知音，

並營造一個書香文化院區，乃本活動的宗旨。

在此誠摯希望每本好書都能找到合適的主人，

發揮其最大功效。

生命教育春季影展 2013.03.05-03.27

與本校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共同舉辦「2013

生命教育人生影展」，播映《繼承人生》、

《美麗人生》、《舞動人生》、《逆轉人生》4

部影片，並邀請楊秀儀教授、黃光國教授、張

中煖教授及張志明教授進行映後座談，共吸引

約1,030人次前來觀賞。

一

二

三

展望數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的新趨勢研討會展望數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的新趨勢研討會

醫分館「大家醫起來~讓書旅行去」好書交換活動當天盛況醫分館「大家醫起來~讓書旅行去」好書交換活動當天盛況

醫分館「大家醫起來~讓書旅行去」好書交換活動，醫分館「大家醫起來~讓書旅行去」好書交換活動，

讀者認真的揀選想要的書籍讀者認真的揀選想要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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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NTU! 臺大揪密─
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十年回顧 
2013.03.25-05.03

與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團隊於本館多功能展覽

廳共同舉辦「HI! NTU! 臺大揪密─校園文化資產

詮釋課程十年回顧」。由師生通力合作催生而成

的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在屆滿十年之際舉辦

回顧展覽，將課程內容探索學校的歷史、空間與

自然生態等珍貴的人文資產做了具體呈現。

醫分館「師長推薦主題圖書展」  
2013.03.26-09.27

醫分館為使讀者能進一步瞭解書籍內容，以推

薦與鼓勵讀者借閱，特舉辦兩梯次「師長推薦

主題圖書展」。師長推薦圖書資料區以主題書

展方式，敦請各學科圖書委員依據各類型讀者

需求，自館藏中挑選建議閱讀之圖書，每冊推

薦圖書皆附有書影與相關資料介紹。

第1梯次─病毒感染與頭頸癌　2013.3.26-5.16

耳鼻喉科婁培人老師推薦館藏圖書20種

第2梯次─結核病　2013.7.15-9.27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林先和老師推薦館

藏圖書25種

你聞到電子書香了嗎？
423感受嶄新世界書香日  2013.04.23-05.07

於2013年4月23日世界書香日當天以「電子

書」為主題舉辦「你聞到電子書香了嗎？423感

受嶄新世界書香日」書展與電子書使用調查。

於1樓新書展覽區展示各項紙本與電子版均有的

圖書。並邀請讀者填寫線上問卷，了解其對電

子書之使用經驗與建議。2周活動期間共291人

次填寫問卷。

四

五

六

醫分館「師長推薦主題圖書展」醫分館「師長推薦主題圖書展」

「HI! NTU! 臺大揪密─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十年回顧 」「HI! NTU! 臺大揪密─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十年回顧 」

開幕。左起：歷史系林維紅教授、圖書館陳雪華館長、物開幕。左起：歷史系林維紅教授、圖書館陳雪華館長、物

理系林敏聰教授、城鄉所夏鑄九教授、醫工系劉子銘教授理系林敏聰教授、城鄉所夏鑄九教授、醫工系劉子銘教授

同學穿著課程專屬T-shirt出席同學穿著課程專屬T-shirt出席「HI! NTU! 臺大揪密─校園「HI! NTU! 臺大揪密─校園

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十年回顧 」開幕儀式文化資產詮釋課程十年回顧 」開幕儀式

讀者於「你聞到電子書香了嗎？423感受嶄新世界讀者於「你聞到電子書香了嗎？423感受嶄新世界

書香日」活動會場掃描電子書QRcode書香日」活動會場掃描電子書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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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系列活動 2013.05.07-12.18

為促進醫學人文教育發展，醫分館於2013年

舉辦3場醫學人文系列活動，共計439人次參

與。醫學人文電影欣賞座談會活動於2013年5

月7日，播放影片《叫我第一名》邀請臺大醫

院小兒神經科翁妏謹醫師主講「我的孩子愛作

怪？－談妥瑞症」；2013年10月17日播放影

片《活個痛快》，座談會邀請臺大醫院臨床心

理中心曾嫦嫦臨床心理師主講「失落與意義追

尋」。醫學人文講座活動於2013年12月18日邀

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賴其萬教授演講「回台的

人生第二春」。

傳承與展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
發展暨遷院特展 2013.05.11

配合2013年5月11日社科院新大樓工程完工典

禮，由圖書館與社科院共同策劃「傳承與展望：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發展暨遷院特展」，

典禮當日在新大樓長廊與校史館同步展出。

臺灣體質人類學先聲－金關丈夫教授文
庫贈藏紀念展  2013.05.17-06.20

為感念金關丈夫教授家屬惠贈國立臺灣大學金關

丈夫教授蒐集典藏之圖書資料，本校圖書館與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訂於2013年5月

17日至6月20日於圖書館5樓特藏資料區，舉辦

「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展出金關教

授的研究歷程、學術著作、文學與美術領域的創

作，以及學界與友人對大師的懷念等珍貴資料，

包括相關照片、手稿、報導及出版品等。

歐洲電影節European Film Festival 
2013.05.20-22

與本校外文學系歐語組共同舉辦「European Film 

festival 歐洲電影節」，精選《Cherry Blossom

當櫻花盛開（德國）》、《Melancholia驚悚末日

（丹麥）》、《Intouchables逆轉人生（法國）》、

《Blancanieves白雪公主（西班牙）》、《Russian 

Ark創世紀（俄羅斯）》、《La vita e bella美麗人

生（義大利）》6部電影進行播映與映後座談，

總共吸引398人次前來觀賞與討論。

畢業生於總圖書館門口合影留念畢業生於總圖書館門口合影留念

林文月教授於「八十回顧展」開幕時致詞林文月教授於「八十回顧展」開幕時致詞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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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再拍一張！ 2013.06.11-06.30

為了讓畢業生有個特別的紀念，圖書館於6月11

日至30日期間，於總圖書館門口設置一款巨幅

背景，供畢業生拍照留念，讓同學把握機會，

再拍一張！期許同學鵬程萬里。

醫學電影欣賞活動 2013.06.25-07.24

為提升醫學電影輔助教學與寓教於樂之功能，

醫分館於2013年舉辦2場醫學電影欣賞活動，

共計221人次參與。2013年6月25日播放影片

《逆轉人生》；102年7月24日播放影片《桃

姐》。

舉辦兩場「如何投稿國際期刊」
相關研討會 2013.07.25-10.04

醫分館於2013年7月25日舉辦「如何投稿國

際期刊」研討會，邀請Thomson Reuters新加

坡分公司智慧財產與科學部門解決方案顧問甯

寧博士，與大家分享學術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

析，以及投稿期刊的選擇與策略，共計100人

與會。另於2013年10月4日舉辦「如何投稿國

際期刊Publishing in The Lancet」研討會，邀請

國際知名期刊The Lancet資深主編 Dr. William 

Summerskill 進行專題演講，會中針對如何投稿

醫學期刊進行深入的分析，同仁亦針對投稿問

題與主講者進行深入討論，與會者皆表示受益

良多，共計有82人參加。

國內醫學期刊國際曝光與推廣說明會 

2013.08.26

醫分館於2013年8月26日舉辦「國內醫學期刊

國際曝光與推廣說明會」，特別邀請國內生醫

領域，如衛福部疾管署與相關出版社共計33個

單位參與，期望能從學理的角度，讓大家瞭解

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重要性及其所能發揮的效益。使國內生醫領

域出版社能以最經濟的方式，讓期刊出版品和

國際接軌，並產生以下附加價值：最新研究即

時曝光、最新研究立即傳播、延續文章被引用

率、提升期刊影響力。

十
四

十
三

十
二

十
一 生命教育秋季影展 2013.09.13-10.02

與 本 校 生 命 教 育 研 發 育 成 中 心 共 同 舉 辦

「2013秋季生命教育影展」，播映《少年

PI的奇幻漂流》、《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

記》、《愛•慕》、《非誠勿擾》4部影片，

並邀請曾昭旭教授、華天灝導演、周守民教

授、孫中興教授進行映後座談，共吸引1,010

人次前來觀賞。

林文月教授八十回顧展 2013.09.03-10.31

林文月教授長年教學不倦，桃李滿門，遍及國

際，勤於筆耕，著作等身，中外知名，方獲

行政院文化獎殊榮。欣逢八十壽慶，臺大文

學院為其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圖書館亦舉辦

「八十回顧展」。展覽分為活水源頭、師弟情

緣、生平簡介、中古：中、日（學術論著）、

始於京都（散文創作之一）、擬古 • 飲膳

（散文創作之二）、讀人 • 寫書（散文創作

之三）、兩大物語、譯解女性、書信和評述等

等十一大主題展出。

2013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 

2013.10.04

本館推展機構典藏計畫已有數年，經過各參

與單位不斷的推展與充實，已奠定了TAIR平

台對於彙整臺灣整體學術成果的良好基礎。為

促進眾多新舊參與單位獲取機構典藏新知及

經驗交流，本館與清華大學圖書館共同辦理

「2013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於2013

年10月4日假清華大學第二綜合大樓8樓會議

廳舉辦，會中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

館長、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鄧惟中組長及中興

大學圖書館黃文彥先生進行機構典藏推廣經驗

分享，本館江玉婷小姐則以「NTUR應用技術

新發展」為題發表報告。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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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授課深入淺出，博通約取，風靡一時。

1989年以赴新竹清華大學客座之便，復又在本

校授課一年，後又多次來臺演講，皆廣受學生

與聽者之歡迎與愛戴。

葉教授曾於2005年前後，捐贈本校圖書館部分

著述手稿及演講錄影，皆由特藏組典藏而未及

公佈展出，欣逢葉教授九十壽慶，特舉辦此次

手稿資料展，以申賀忱。

二
十

葉嘉瑩教授於手稿資料展開幕時致詞葉嘉瑩教授於手稿資料展開幕時致詞

臺大歐盟週 「歐盟會員國-斯洛維尼亞
影展」暨「看見斯洛維尼亞」主題書展
2013.11.18-11.22

為透過不同的文化觀點，拓展大眾國際視野，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

「歐盟會員國－斯洛維尼亞影展」，自11月

18日起至11月22日播映8部斯洛維尼亞影片，

11月22日並邀請薛常慧導演與大家一同回顧影

展，廣邀大眾從影片當中享受這遙遠國度的萬

種風情，感受人民對於土地及國家的情感，共

吸引約400人次參加。

配合影展，圖書館同步於11月18日至11月30

日，在一樓現期期刊區舉辦「看見斯洛維尼

亞」主題書展，藉由陳列展示之書籍，從閱讀

中行萬里路，從藝術、文學、歷史等等各方面

認識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醫分館擴大舉辦資料庫研討會

2013.11.19-12.10

為吸引更多醫學校區的讀者參與資料庫的講習

課，醫分館於2013年起擴大舉辦兩場資料庫研

討會，共計有192人參加。2013年11月19日舉

辦「掌握研究趨勢，慎選投稿期刊：善用工具

（Scopus資料庫）讓您的論文寫作無往不利」

研討會，以促進校區研究成果的發表，協助同

仁解決發表文章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並從作者

及審稿者的角度談如何活用Scopus資料庫，運

用在文獻搜尋與文章投稿；2013年12月10日

舉辦「如何利用UpToDate協助臨床決策」研討

會，特邀UpToDate公司亞太區教育訓練專員葉

健運先生主講，並以同步視訊方式提供分院同

仁一同參與，期盼同仁能更熟悉UpToDate實證

醫學資料庫，以協助臨床工作及教學研究。

葉嘉瑩教授手稿資料展 2013.11.27-12.31

加拿大皇家學會葉嘉瑩院士，曾於1953年由本

校中文系聘為兼任教師，次年改聘為專任，於

1965年擢升為教授，迄1969年改任加拿大不

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職止，前後在本校任教15

十
九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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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好過影」影評徵稿活動
2013.12.02-12.25

配合耶誕節氛圍與推廣本館多媒體資源，於

2013年12月2日至12月25日舉辦「耶誕好過

影」影評徵稿活動。參加者可自由挑選本館館

藏影片或耶誕節主題相關之影片，撰寫影評後

由多媒體服務中心部落格「影音Focus」的2位

駐站影評人進行評選。共收到32篇稿件，入選

10篇刊登於「影音Focus」上。

「So Easy！借還自己來，驚喜獎不完」
醫分館RFID自助借還書推廣活動 

2013.12.02-12.29

醫分館於2013年12月2日至29日舉辦「So 

Easy！借還自己來，驚喜獎不完」RFID自助借還

書推廣活動，以鼓勵醫學校區師生同仁使用此系

統完成借還書手續。本活動只要使用RFID自助借

還書系統並列印收據，1張收據即可參加驚喜抽

抽樂，集滿5張還可參加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

每日限量20份的驚喜抽抽樂活動獲得熱烈的迴

響，摸彩活動則有320人次的讀者熱情參與。

楊日然教授特展 2013.12.04-12.31

1977級法律系校友為感念法律系楊日然教授之

教導，捐款本館闢建多功能展蘭用空間，命名

「日然廳」。於2013年12月4日啟用落成日，

本館與法律學院共同舉辦「楊日然特展」，做

為日然廳的第一個展覽。展出楊教授生平學術

經歷與成就，及擔任本館館長期間與司法院大

法官之事蹟等珍貴手稿與課程錄音。

二
三

二
一

二
二

陳雪華館長與楊日然夫人合影陳雪華館長與楊日然夫人合影法律系校友於「 楊日然教授特展」展場內回憶大學時光法律系校友於「 楊日然教授特展」展場內回憶大學時光

醫分館RFID自助借還書推廣活動頒獎醫分館RFID自助借還書推廣活動頒獎

「耶誕好過影」影評徵稿活動頒獎「耶誕好過影」影評徵稿活動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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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資源

《寶島回想曲》

運用本館所藏周藍萍及四海唱片的贈藏資料，由本

校音樂所沈冬教授主編。以豐富的照片、文物、剪

報資料、訪談成果，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娓娓陳述

了周藍萍與四海唱片的傳奇，分析了周藍萍的流行

歌曲及電影配樂名作，探究四海出版的各類唱片，

也對於周藍萍與四海唱片，成為臺灣外銷輸出的文

創軟實力有所著墨。

周藍萍先生（1926-1971）是戰後臺灣最重要的

國語流行歌曲作曲家。四海唱片公司由廖乾元先生

（1926- ）創立，周藍萍與廖乾元合作，開啟了臺

灣灌錄原創國語流行歌曲的濫觴。可惜周藍萍英年

早逝，四海唱片逐漸淡出巿場，這一段臺灣唱片工

業與音樂文化大放異采的歲月已不復為人們記憶。

《臺灣舊版地形圖選錄》

本書主要以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藏近代亞洲

地圖資料典藏臺灣篇為主軸，對於《臺灣輯製二十

萬分一圖》、《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二十

萬分一臺灣蕃地圖》及日治後期臺灣《五萬分一地

形圖》等四套舊版地形圖進行導讀與解說，此批地

圖所涵蓋之年代由明治29年（1896）至昭和14年

（1939），書後附上2011年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

館贈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之地圖數位檔縮圖目錄

及明細表。本書之出版，對於臺灣地理或歷史相關

之研究與利用，具極深之價值與意義。

期刊

館訊

每月15日出版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

訊》，4月與10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圖書分館館訊》半年刊，藉由定期的圖書館館

訊，增加師生對圖書館服務與資源的了解。

年報

6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年報：2012年

版》以及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圖書室年報：2012年版》是本館工作成果之

展現。

學術期刊

《大學圖書館》準時於3月與9月出版17卷1期

與2期，總計收錄14篇文章，退稿率為31.5%。

圖書館使用手冊

2013.08《這是你的圖書館》教師版圖書館使用手冊二版

2013.10《歷史人文數位資源手冊》二刷

2013.12《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簡介》(中英文)二版一刷

研究與出版

一 一

二

二

三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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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琉球關係史料集成 第一卷》

本館典藏一批臺北帝大時期透過抄寫所蒐集之沖

繩（琉球）史料。沖繩因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轟

炸，史料文物毀失殆盡，使當時抄寫之該批典藏

益形貴重。該批史料包含『冠船日記』、『親見

世日記』、『異國日記』、『冠船ニ付評價方日

記』、『冠船之時唐大和御使者入目總帳 全』

等，俱實記載了1719-1866年（清朝康熙至同治

年間）的中琉外交關係。本館透過合作計畫，由

琉球大學的高良倉吉、赤嶺守、豐見山和行等教

授率學者群，將該批史料進行全文翻刻、現代日

文語譯、以及名詞解釋與校勘等，並撰寫解題，

此外，本館為學者專家所撰寫之相關文章進行中

文翻譯，出版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琉

球關係史料集成』，以方便學界了解與利用該批

有關中琉關係史的重要史料。本史料集成將分

年出版為5卷（冊）套書，本書為此套書的第一

卷（冊），所翻刻的臺大圖書館典藏琉球史料包

括以下三冊：(1) 康熙五十八年冠船日記 (2) 親

見世日記（乾隆元年） (3) 親見世日記（乾隆四

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長澤文庫」解題目錄》

「長澤文庫」為日本幕府末年的國文學者兼和歌

作家長澤伴雄的個人收藏，其中包含長澤伴雄的

自筆日記、隨筆、名家評校本等珍貴文史資料，

涵蓋的主題範圍甚為廣泛。此解題目錄是透過合

作計畫，針對該文庫進行徹底的內容調查而完成

之成果。關於內容調查之部分，由日本福岡大學

高橋昌彥教授率領團隊進行各筆典藏之書目製作

與內容摘要解題撰寫，本館工作人員配合進行徹

底的典藏盤點，並進行名詞解釋與多種附錄製

作；提供使用者查詢「長澤文庫」之圖書資料，

以及了解各筆典藏的大要，以增進學者對於此文

庫之了解利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長澤伴雄自筆日記  第一卷》

本書為本館根據特藏資料「長澤文庫」中的長澤

伴雄自筆日記所編製的全文翻刻刊行本。本書是

合作計畫之成果，由日本鹿兒島大學龜井森先生

進行長澤伴雄自筆日記之打字翻刻，預訂將23

冊長澤伴雄自筆日記原本，分年出版為包含5卷

（冊）的套書，此為第一卷（冊）。未來完成

全部日記之打字翻刻後，龜井森先生將撰寫總解

題與製作總索引。本館於2008-2009年間，曾

出版《長澤伴雄歌文集：絡石の落葉》（一套3

冊），本『長澤伴雄自筆日記』，可視為前一出

版品之續編。長澤伴雄對於日本近代文藝與幕末

文壇，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此與長澤伴雄相關的

系列出版品，將可提供研究者重要的研究素材。

《臺灣體質人類學先聲--金關丈夫教授文
庫贈藏紀念展暨跨領域的南方考古學國際
研討會論文資料集》

金關丈夫教授為帝大時期的醫學院解剖學教授，

同時也是體質人類學的研究者，且跨領域研究民

俗學與考古學。本館於2012年獲得金關丈夫教

授的家人同意贈藏，於完成書籍編目後，即舉辦

相關的國際研討會「臺灣體質人類學先聲--金關

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暨跨領域的南方考古學

國際研討會」，邀請臺灣、日本、韓國學者演講

與交流；並特為此國際研討會編製論文資料集。

《[口述歷史紀錄影片] 金關丈夫先生：
　學問、交友、文藝性格》

本館陳雪華館長於2012年率特藏組同仁親自拜

訪金關丈夫教授的兒子與家人，接洽金關丈夫教

授典藏之贈藏事宜，並利用該機會，錄製金關丈

夫教授兩位兒子、孫子與孫女的口述歷史，於

2013年舉辦國際研討會時，完成剪輯、編製與

翻譯，製作該口述歷史記錄影片，於國際研討會

暨贈藏紀念展中播放。

三 五

六

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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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訓練

知識饗宴：專門為館員開辦的圖書資訊學相關課程

日 期 課 程 講 者

2013.06.25 日本京都大學發表論文及京都博物館參訪心得
本館校史館營運組

張安明 組長

2013.07.23 「2013國際醫學圖館員年會」與會心得
本館醫學院圖書分館暨醫院圖書室

梁君卿 主任

2013.08.06 數位時代學術圖書館的學科服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蔡金燕 組長

本館學科服務組

童敏惠 組長

2013.08.13 新聞公關心得分享
本校應用力學研究所

張培仁 教授

2013.08.14

CPR+AED急救措施的了解
本校環保暨衛生中心

張建雄 講師
2013.08.29

館員發展

一

Staff Development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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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醫分館）-  共計138人次參加。

日 期 課 程 講 者

2013.04.23 淺談雲端運算之應用現況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余顯強教授

2013.05.28 圖書館機器人設計經驗談
本校圖書資訊學系所

林維真教授

2013.06.25 大學圖書館抱怨處理現況與服務補償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蘇小鳳教授

2013.09.04 新世代圖書館管理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楊美華教授

2013.11.12
如何突顯醫學圖書館在母機構的重要性：

我們能做什麼？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Health Center, 
Lyman Maynard Stowe Medical Library

王宏杰教授

「讀者服務練功坊：技服人員值班」教育訓練

學科服務組於2013年12月24日辦理「讀者服務練功坊：技服人員值班」教育訓練，針對圖書館技術服

務部門人員假日值班進行教育訓練。

二

三

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知識饗宴-新聞公關心得分享知識饗宴-新聞公關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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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受邀擔任講座

日 期 講座資訊

2013.05.20

推廣服務組李嫣紅編審、黃瀅芳股長與鄭惟中先生受邀於本校圖資系林維真教授「圖書館

利用教育設計」課堂分享2012年本館新生入門書院圖書館課程「報告者聯盟」、新生活動

「布可人的任務」及「不可人的任務2-決戰線上遊樂園」的活動成果。

2013.05.24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參加於國立中山大學舉辦之「圖書館學科服務研討會暨數位化論

文典藏聯盟102年年會」，以「數位時代學術圖書館的學科服務—To be, or Not to be: 學科

服務的美麗與哀愁」為題發表演講。

2013.07.18
特藏組洪淑芬編審受邀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臺大圖資系合辦「102年度圖書館與數位服

務趨勢研習班」以「數位典藏：從基礎實務到成果維運」為題發表演講。

2013.09.13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之「圖書館推動資訊素養教育之經驗分

享系列座談會I-大專校院組」活動中，以「對圖書館利用與資訊素養教育的嘗試與檢討—臺

大圖書館經驗分享」為題，發表演講。

2013.09.27
系統資訊組劉曉青小姐於受邀於「學術圖書館數位資訊服務實務研討會」分享本館行動版服

務相關實務經驗。

2013.10.04
系統資訊組江玉婷小姐受邀於「2013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以「NTUR應用技術新發

展」為題發表報告。

2013.10.21
法社分館鄭銘彰主任受邀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主講讀者突發事件處理，分享常見的讀者

抱怨、衝突或意外等臨場處理及應對事例。

2013.10.24

書目服務組林秋薰編審、閱覽組楊雅惠股長以及館藏徵集組王盈智小姐與黃茜儀小姐於本校

圖資系擔任「圖書館資訊系統」課程講員，講題分別為Millennium系統的編目模組、流通模

組、期刊模組以及採訪模組之介紹。

2013.10.30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出席「第五十二屆技專校院圖書館委

員會第三次會議暨圖書資源協助學習社群座談會」，以「從英國七柱石模式淺談資訊素養融

滲教學」為題，講演介紹英國國家與大學圖書館協會(SCONUL)之七柱石資訊素養指標。

2013.12.05
書目服務組林秋薰編審、吳憶慧股長於「2013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報告

「臺大圖書館RDA西文作業實務分享」。

2013.12.07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於國家圖書館舉行之「數位時代圖書館專業的發展與未來趨勢研討

會」上報告「擬訂大學圖書館資訊素養指標之芻議」。

2013.12.13
推廣服務組李嫣紅編審受邀於「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東部分區102年度『行銷與推廣

圖書館資源』研討會」，分享本館執行行銷與推廣業務的經驗。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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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參訪

日 期 講座資訊

2013.03.18
法社分館鄭銘彰主任受邀參訪日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與日本郵政公司合作營運博物館

空間「Intermediatheque」預展活動。

2013.08.14
學科服務組10位同仁至清華大學參訪，除參觀清大新館的建築設備外，亦與清大圖書館館

員座談交流。

2013

08.17-23

公費派任館藏徵集組邱婉容組長、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推廣服務組郭嘉文組長、閱覽

組洪玉珠組長前往新加坡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第79屆年會（IFLA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 79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館員發表

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3海報展

本館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3海報展，由學科服務組、系統資訊組、推廣服務組以及多媒體服務

組，分別以「學科Outreach 服務Enrich」、「圖書館e把罩」、「大一新鮮人的夏日冒險」以及「影音放送

日不落」為主題進行海報展示與解說。學科服務組之「學科Outreach 服務Enrich」海報展示票選為佳作。

圖書章節

● 黃文琪等（2013）。中小學圖書館建築之特色與發展。在圖書館建築（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 

  與展望叢書，6）（頁231-262）。臺北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 洪淑芬（2013）。臺大圖書館日文線裝書之整理與『長澤文庫』目錄製作。在高橋昌彥主編，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頁 xxi- xxxviii）。臺北市：臺大圖書館。

● Hung, S. F., （洪淑芬）& Chen, H. H. (2013. Copyright Date: 2014).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e-rich database  

  system for indigenous documentary records: Conceptual model, ‘flexible clas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In J. M. Krueger (Ed.) Cases on electronic record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in diverse

  environments (pp. 61-93). Hershey, P A: IGI Global.

期刊文章

● 洪淑芬（2013）。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臺灣學通訊，76，16-17。

● 洪淑芬（2013）。圖書資訊學研究中的科學研究方法：以系統開發研究法為例。大學圖書館，17(1)， 

  107-121。

● 洪翠錨（2013）。大學圖書館影音資源徵集之探討。大學圖書館，17(1)，122-143。

● 賴雅柔（2013）。臺灣地區大學圖書館特色館藏發展之研究。大學圖書館，17(2)，85-118。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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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維護

總圖新闢2間討論室以及西文音樂圖書區
遷移

 為充分滿足師生小組討論需求，本館於2013年

4月1日起，新闢二樓226-2室、三樓344室2間

討論室，每間可提供5-8位讀者進行小組討論。

此外，為便利音樂、藝術相關研究進行，將西

文音樂（M類）圖書區移至藝術資料區旁。將館

內所有中、西文藝術、音樂相關圖書匯集於同

一區域後，可提供讀者更便利、友善的閱覽環

境，俾便即時進行相關中、西文音樂、藝術研

究資料瀏覽、取閱。

總圖1樓日然廳於12月4日揭牌啟用

因應圖書館主協辦之展覽、活動日益頻繁多

元，為了讓圖書館有一個更合適的展覽空間，

總圖1樓多功能廳及還書櫃台重新整修，闢建

為展覽專用空間。本館獲1977級法律系校友捐

款，將此展覽空間命名「日然廳」以感念楊日

然教授，並於2013年12月4日楊教授八十冥誕

日揭牌啟用，同時以「楊日然教授特展」作為

第一場展覽。

館舍空間

一 三

四

二

Accommodation

拾

全館裝設電子保全

為維護讀者及圖書資源安全，於2012年建構完

成總圖書館監視系統光纖網路架構，重要門禁

區域攝影機改採高畫質網路攝影機；另於水源

校區飲水樓各庫房共增設16台監視攝影機，能

於電子保全發報時即時觀看現場狀況，維護館

藏安全。

地毯汰換

總圖於2012年起進行地毯汰換更新，採用符合

防火標章之合格地毯。2013年1至4樓閱覽區全

區完成，並繼續就4樓多媒體中心、5樓特藏資

料區及其他樓層行政區等尚未更換的區域，進

行地毯汰換，因大部分區域僅能利用例假日施

工，於2013年7月1日開始施工，直到2013年9

月11日全部完工。期能提供讀者舒適安全的使

用空間。

總圖書館地毯汰換總圖書館地毯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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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 ─ 法社新館

法社圖書分館配合本校社會科學院遷院計畫，預計

2014年9月於社科院新大樓的圖書新館營運啟用，

社科院新大樓由國際知名建築師伊東豊雄（Toyo 

ITO）設計，他以「知識的森林」為概念，打造挑

高、通透的圖書館開架閱覽廳，讓讀者處於宛如森

林搬的閱讀氛圍。本建築於2013年11月獲得中華

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評選為臺灣建築獎佳作，伊東

豊雄亦獲頒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2013年普立茲克

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榮耀，各界

對新大樓建築空間，尤其是開架閱覽廳的設計，亦

留下深刻印象。

圖書館棟受到本校校友辜振甫榮譽博士生前允諾捐

款，依本校捐款致謝辦法，空間命名為辜振甫先生

紀念圖書館，圖書館使用社科院大樓之地下一樓

至二樓部份區域，使用樓地板面積為4,645平方公

尺，早在2010年3月工程開工後，分館同仁即與建

築設計團隊討論主要閱覽家具需求，以便減少日後

施工界面的困難，隨著土建工程於2012年底呈報完

工，同仁在2013年密切地與建築團隊一起進行各式

閱覽家具的發包與施工準備。

辦公與部份既成品家具，由法社分館負責採購作

業，於2013年3月陸續交貨驗收，5月底與建築師

及家具設計師藤江和子（Kazuko FUJIE）團隊確認

設計品家具標單項目，該經費為捐款者指定製作，

完成發包作業由互助營造承攬，分館同仁與建築設

計團隊依合約之品管要求已進行多次樣本檢驗，

2013年底部份設備已完成，全部項目預計2014年

4月中旬完工。開架閱覽區的書櫃與窗邊閱覽桌是

全館家具工程大宗，以竹集成材經過特殊加工、彎

曲、榫接等複雜的製作，2013年7月底運至現場組

裝，桌、櫃精準地安置在大閱覽廳預埋管線出口上

方，與室內88支落柱形成變化的曲線，本項家具是

本校實驗林管理處木材利用實習工廠統籌技術與製

作，2013年10月23日呈報完工，並於2014年1月

驗收完畢。新的圖書館新規畫多媒體席位之創新服

務，配合有關硬體及新館讀者資訊檢索需求，2013

年11月進行相關資訊設備採購作業，已於2014年2

月13日驗收。

本年度藉由執行本館邁頂經費執行，進行新館各項

部份辦公家具，資訊設備採購，已按目標執行完

成。配合設計品閱覽家具發包，以及由學校經費補

助之竹集成材書櫃與窗邊閱覽桌，在本年度已逐一

進行發包，組裝，並依計畫進行相關的樣本檢視，

施作過程中與工地現場之間的界面有所衝突，或是

家具與使用需求之間待釐清問題，相關協調與決策

定案，都得透過分館同仁一起參與及解決，這些極

富設計感的家具已在2013年下半年起陸續進場安

裝，擺設與新館氛圍相得益彰，也傳達了建築師一

貫簡潔、素雅的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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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捐款

2013年期刊募款總計69人次，新臺幣約233,015元（美金：臺幣=1:30）。

贈書記事

時間 贈送者 內　　容

2013.04.12 財金系蘇永定教授 專業教科書為主約計400冊。

2013.04.15 統計教學中心 西文期刊約計600冊。

2013.04.16 農化系 帝大時期農化相關之圖書舊籍約計300冊。

2013.04.17 歷史系阮芝生教授 茶類主題完整收藏之圖書期刊約計200冊。

2013.04.17 臺文所葉維廉教授 手稿、個人藏書、期刊，內有多篇個人著作約計450冊。

2013.04.23 詩人向明先生
各類詩集及詩人通訊等個人藏書及期刊約計300冊，其中許多

有原作詩人之珍貴簽名。

2013.04.25 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先生
個人藏書，主要內容為政治、國際關係、文學、歷史類圖書計

640冊。

2013.05.01 水工所
水工相關專書、字詞典、年鑑、研究調查報告、手冊、會議論

文集、水利史等約計650冊。

2013.05.27 獸醫系陳光陽教授 專業教科書為主約計300冊。

2013.05.27 植微系孫岩章教授 研究報告、期刊約計500冊。

2013.06.10 動科系鍾德憲教授 science等二種西文期刊約計800冊。

2013.06.17 國際佛光會 國際佛光會之佛學出版品、宗教百科全書約計93冊。

2013.06.25 法律系校友王自揚先生 旅遊及文學圖書約計300冊。

2013.07.16 李嗣涔校長 童書、百科全書計395冊。

捐贈與贊助
Donations

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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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贈送者 內　　容

2013.07.26 生機系謝志誠教授 九二一大地震相關圖書、期刊、法令、研究報告約計350冊。

2013.08.09 李嗣涔校長 科學、旅遊、宗教、健康類約計454冊。

2013.08.15 李嗣涔校長 科學、旅遊約計430冊。

2013.08.27 作家桂文亞女士
青少年讀物、童書、繪本約計820冊，大部分圖書有著者親筆

提字簽名。

2013.08.28 土木系黃衍埊教授 土木學相關專業圖書、期刊約計480冊。

2013.09.03 應力所李世光教授 應力學相關專業圖書約計400冊。

2013.09.13 地理系 地理相關專書、期刊、研究報告及圖書等約計9,000冊。

2013.09.16
已故「池⽥出版株式会社」
池田清彥社長

＊池田夫人代轉

日本文學、歷史類圖書約計79冊。

2013.09.18 電機系陳良基教授 電機類專書約計100冊。

2013.09.24
已故應力所鮑亦興教授 

＊師母鮑史光東女士委請

應力所代轉

應力學相關專書、研究報告等資料約計650冊，書上並留有鮑

教授藏書印記。

2013.10.02
法律系校友陳耀東先生

＊夫人林信子女士代轉贈
中文法學相關圖書約計939冊。

2013.11.28 湖南大學嶽鹿書院 湖湘文庫叢書共13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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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與記憶徵集

持續徵集校史文物、老照片與影像，值得特別註記

者有：

● 4月22日至舊機械館（臺北帝大工學部）拾回一 

 批65年至68年間的上課證、56年臺大概況、大 

 小礙子數枚及書籍數本。

● 8月初徵集得臺北市日僑學校老相簿（可窺見早 

 年臺大校景）與臺北帝大第二屆農經校友林開煥 

 先生老相簿。

● 8月初獲得園藝系名譽教授康有德老師捐贈來臺 

 大就讀園藝系之前在青年軍生活的綁腿、水壺、 

 軍用背包。

● 電子所移轉李嗣涔校長因公務勞累而使用過之  

 「遠距照護設備」，將於展場展出。

● 8月15日孫震校長捐贈個人證件、證書、聘書一 

 批，已進行數位化掃描。

● 8月30日、9月4日、9月10日校長室分別移轉校 

 禮數箱、字畫數禎及李嗣涔校長腳踏車給校史館 

 典藏。

● 農化系移轉帝大時期土壤實驗室使用的椅子及部 

 分與中研院合作時期之實驗儀器。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 2013年計有25,693人次參觀校史館，其中導覽總 

 計達285場次（含中、英及日語）。

● 校史館開辦「英/日語學習服務課程」，有效紓解 

 校史館中/英/日語導覽人力，2013年由同學進行 

 導覽服務之訪賓人次高達1,573人。

口述歷史

● 配合新社會科學院落成相關特展，與學生刊物《臺 

 大意識報》同學共同訪問社科院資深教師：經濟系 

 施建生名譽教授、前校長孫震先生。

● 經由醫工所副教授劉子銘的推薦，訪問日僑學校退 

 休老師林寬宏先生（早期日僑學校曾設址於臺大的 

 校地）、臺大護校廖聰明先生。

● 2013年新增校史館口述歷史網站7篇稿件，分別為 

 曾任職於臺大視聽中心與農業陳列館的職員莊靈、 

 臺北帝大預科畢業的清水正明、以及5位臺大代聯 

 會主席／學生會會長（陳志柔、黃國昌、傅偉哲、 

 許菁芳、鄭明哲）。 

延伸營運
NTU Museums

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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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演講與展覽

配合杜鵑花節主辦「永懷師恩：談森於莬

教授、金關丈夫教授」演講

3月22日下午，醫學院解剖學科名譽教授蔡錫

圭於川流廳演講「永懷恩師：談森於菟教授、

金關丈夫教授」，搭並放映由歷史系周婉窈教

授指導，校史館同仁訪問蔡錫圭教授的剪輯影

片。約80餘名聽眾參與，包括不少醫學院、歷

史學系的教授與校友。

杜鵑花節【臺大‧樂】校史館音樂饗宴

校史館規劃安排由臺大學生樂團「明天幾點」

於3月9日及3月16日下午各進行一場30分鐘

展演活動；兩場次音樂饗宴，計約200人參與

聆聽；氣氛充滿活力、青春洋溢，活動圓滿成

功。

傳承與展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
發展暨遷院特展（與社會科學院、法社分館共
同主辦）

一甲子多的歲月分隔，位於臺北市徐州路21號

的臺大社會科學院，終於要在2014年遷回校總

區。2013年5月11日社科院舉行新大樓落成典

禮，與圖書館（校史館、法設分館）共同策畫

「傳承與展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發

展暨遷院特展」，此特展除了在落成典禮當日

完整於新大樓展出之外，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臺

大社科院的發展歷史與遷院過程，精簡版的展

覽內容於校史館繼續陳列。

一

二

三

演出實況_黃志強攝演出實況_黃志強攝

台北高商影像展台北高商影像展

導覽服務成果照 導覽服務成果照 

導覽服務成果照 導覽服務成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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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季例行活動「留言一句．傳情百年」

6月1日至6月30日為期一個月，校史館邀請即

將畢業的同學們，在離校前夕於校史館留下屬

於自己的青春印記，並與同學們相約五十年或

一甲子之後，再於校史館開啟記憶的寶盒，細

細品味同學們年輕時的壯志豪情。

紀念品開發

● 為慶祝臺大創校85週年，開發深具校史意 

  義及兼顧實用性的「丈量臺大─系所沿革捲 

  尺」。

● 為配合臺大學生日記365天活動，校史館開 

  發了NTU IN MY BLOOD運動手環，走訪學 

  生日記中熱門地點排行榜前15處，即可獲得 

  運動手環一只。

場地外借校內單位並支援協助

● 4月24日至5月6日領導學程於校史館舉辦 

  「第四屆領導學程成果展N+1個故事」特展。

● 心理系5月20日於校史館進行晚宴接待北京 

 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師生；系上同學於晚宴 

 進行小提琴及長笛等演奏，為晚宴增添一股 

 人文氣息。

● 6月15日畢業典禮後，人類學系於校史館進 

 行畢業撥穗儀式；這是校史館自2005年11 

 月正式對外開放迄今，系所第一次至校史館 

 進行撥穗儀式。

● 11月28日至103年1月15日「臺大粉樂町─ 

 時代的眼睛：與當代藝術的對話」，其中藝 

 術家涂維政的作品將陳列於校史館內，藉由 

 拍攝臺大校園及附近區域的局部影像，邀請 

 訪賓參與這場特的地景尋寶遊戲。

八

七

九

拾貳

追溯臺大徐州路校區的前身──臺北高
等商業學校影像展（與法社分館共同主辦）

「傳承與展望」特展介紹了社科院的發展歷史

與遷院過程的發展，但校史館希望再往前追

溯，探究徐州路校區的原始主人──臺灣總督

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挖掘這座校園隱微的歷

史、昔日的風貌，因此舉辦「追溯臺大徐州路

校區的前身：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影像展」。並

首度採用類似彩繪玻璃的展示手法，運用校史

館既有的特色──連續大拱窗，自臺北高商卒

業紀念冊中精挑細選七十餘張美麗老照片，貼

在一格格的玻璃窗戶上，沒有太多的文字說

明，讓訪賓靜靜欣賞領略那一段關於臺北高商

的舊日時光。

「重繫北海道到臺北帝大的一段情」演講

5月23日舉辦【從校史出發】系列演講，邀請生

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文亮教授演講「重繫北

海道到臺北帝大的一段情」，分享日治時期札

幌農學校、北海道帝國大學畢業生至臺北帝大

任教、研究，對臺灣農業（農業改良、病蟲害

防治、水利工程）的影響與貢獻。張教授演說

精采詼諧，場面熱鬧、笑聲滿堂，聽講者約85

人，演講十分精采成功。

參與李嗣涔校長卸任感恩茶會與新舊校
長（李嗣涔、楊泮池）交接儀式

6月20日下午，校史館應秘書室安排至活動現

場（第一會議室），參與李嗣涔校長的卸任茶

會；隔天6月21日的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則是

參與新舊校長交接儀式，見證了楊泮池校長從

李校長手中接過印信。兩天活動，校史館皆進

行錄影、照相工作。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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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生命、記錄校史：臺大學生日記
365天」成果發表

校史館於2012年發起「書寫生命記錄校史」的

活動，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

止，徵求臺大學生接力寫作一整年365天的日

記。希望透過「臺大學生日記365天」學生共同

書寫日記的方式，記錄這一世代臺大學生的生

活點滴、學生特質，亦可提供日後研究校史中

有關學生議題使用。而今，彙整收集的360餘篇

日記手稿，除了裝訂成全球獨一無二的手工書

於校史館展示並永久典藏之外；為了擴及更多

讀者閱讀，該日記內容亦已編排成為電子書放

置網站公開瀏覽。另外，10月14日上午於校史

館舉行「書寫生命．記錄校史：臺大學生日記

365天」手稿、手工書與電子書成果發表暨特展

（展期：10月14日起至12月16日止），引領大

家走進臺大學生日記的動人篇章。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重新編印出
版

關於「臺大校務會議100216案：設立陳文成

事件紀念碑」一案，衍生事項之一為重新出版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已於2013年2

月26日獲得李嗣涔校長同意出版並提撥經費支

援，並於2013年11月19日正式出版。

十

十
一

「書寫生命、記錄校史：臺大學生日記365天」成果發表「書寫生命、記錄校史：臺大學生日記365天」成果發表

觀眾鼓掌熱烈觀眾鼓掌熱烈

醫學院蔡錫圭教授演講醫學院蔡錫圭教授演講

傳承與展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發展暨遷院特展傳承與展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發展暨遷院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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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館舍設備調整

● 校園變貌與地景軌跡展區更新3台工業型撥放螢幕。

● 「臺大精神」展區加裝空調設備、抗紫外線隔熱 

 紙，以利未來多功能使用，例如小型典禮的進行。

● 社會關懷展區更新部分展區展示李嗣涔校長遠距照 

 護設備。

● 校園生活展區更新部分展區為回憶臺大點滴，展示 

 歷屆畢業紀念冊電子書、臺大相關影片及臺大節氣 

 等內容。

● 更新校史館中文簡介摺頁，印製5,000份；更新校 

 史館英文簡介摺頁，印製2,000份。

● 其他例行性展場的圖文設備維護更新。

校慶期間舉辦「星夜校史館」活動

為慶祝臺大創校85週年，校史館加開星空場

次，邀請大家在下課下班後，走進校史館徜徉

在泛黃光影間，透過老照片、老紀錄，一起回

味屬於不同世代的臺大記憶！

校慶日【臺大‧樂】校史館音樂饗宴

校史館規劃安排由臺大交響樂團於11月15日

晚間在校史館進行「85週年校慶音樂會」，

2013年適逢臺大交響樂團45週年，校史館特

別邀請創團期團員／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科－

陳振陽教授蒞臨演講「臺大交響樂團簡介」，

在老師精彩的講述及一幀幀老照片中，使聆賞

的聽眾，瞭解樂團歷史脈絡、樂團前輩們的演

出風采與歷史記憶。並透過雙簧管與提琴多變

的音色精彩演繹，在臺大歷史古蹟的殿堂中，

為在場聽眾帶來一場豐沛的心靈饗宴。

「鑑戒與惕勵：走過臺大哲學系事件40

年」特展

配合《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的重新編排

出版，校史館於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

3月17日舉辦「鑑戒與惕勵：走過臺大哲學系

事件40年」特展，以佈展方式檢視過去、迎向

未來，並藉此機會圖書館與校史館向外界與當

事人徵集相關史料以供典藏、研究。在12月

30日的開幕茶會上，校史館邀請到部分的事

件當事人如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李日章

教授；以及部分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成

員：楊維哲、李永熾、柯慶明、葉俊榮教授，

暢談這一段往事經過與當時的心路歷程。

十
四

十
三

十
二

鑑戒與惕勵：走過臺大哲學系事件40年特展鑑戒與惕勵：走過臺大哲學系事件40年特展

『拼』出臺大精神『拼』出臺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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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性交流暨座談活動：舉辦日本京都大
學總合博物館與臺大博物館群交流座談
會議

2013年間，本校與京大共同舉行了3次研討

會，切磋琢磨，相得益彰。受到臺大醫學人文

博物館的啟發，京大博物館轄下的醫學史博物

館即將開幕；而臺大博物館群成員，則仿效京

大兒童博物館之運作，成功於2013年中發展

自身的兒童博物館專案，並預定於2014年擴

大辦理。兩校於2013年底所舉辦之研討會議

程，以「宏觀遠眺．管窺亦美：臺大京大博物

館繽紛樣貌」為主題，從「大學博物館角色與

定位」、「大學博物館館藏之學術價值」以及

「數位典藏與大學博物館學術網絡」三條脈

絡，重省大學博物館在研究、教育以及社會服

務的貢獻；亦從跨越國界的宏觀視野，眺望大

學博物館的未來發展方向。該議程共計有155人

次與會、41張海報展出、25位學者與工作人員

發表成果。兩校並於會中簽署備忘錄，為未來

之合作協力奠定基礎。

本校自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迄今80餘年，累積

數以萬計獨特珍貴文獻史料、標本與文物藏品，並

由校內各系所單位設置多處不同屬性、規模之博物

館進行典藏展示，以支援教學研究所需，同時見證

本校發展歷程點滴。合作館計有校史館、人類學博

物館、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本室、農

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動物博物館、檔案展示室

及醫學人文博物館等十館。2005年臺大圖書館銜命

辦理「臺大博物館群」整合業務；2007年11月15

日正式啟動，成功開創大學博物館的新格局。

活動、演講與展覽

持續提供「定時導覽」與「多館行程預約
導覽」服務

提供博物館群校內/外訪客之參觀導覽服務，充

份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2013年首度開啟博物館群館際交流活動-
規劃辦理五場次

為強化博物館群各成員館交流合作、分享學習

與共同成長，自今年度起規劃辦理「博物館群

成員館交流活動」，每兩個月由一成員館主辦

交流分享課程。有效促進博物館群各合作館彼

此合作、凝聚歸屬感與向心力，共創提升館務

與推廣活動效益。

3.26 校史館：各館學習體驗營經驗分享

4.30 物理文物廳：
 物理文物廳導覽工作經驗談

6.11  檔案展示室：
 紙粽DIY與檔案展示室業務簡介及展望

8.30  植物標本館：校園的植物及植物藝品DIY

10.30  動物博物館：
 獨一無二的回憶--珍貴照片分享會

一 三

二

「書寫生命、記錄校史：臺大學生日記

365天」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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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策劃辦理杜鵑花節－博物館群整體行銷
推廣暨走訪活動─臺大‧人文‧博物展

配合杜鵑花節，整合博物館群各館活動，辦理

「臺大•人文•博物展」統籌宣傳博物館群活

動；為提升參訪人次，設計推出限量「博物館

群各館特色明信片組」12款／組，蒐集齊全

背面即可拼圖「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

神」書法墨寶，廣獲熱烈迴響。明信片組運用

各館特色展廳、文物及建築風景照進行設計，

並於每張右下方標示各館Logo及成立時間，除

展現各館特色，更讓大家認識博物館群各館於

日據時期起，即累積的豐厚文獻史料、學術標

本與珍貴藏品。另設計「拼出臺大精神」拼圖

遊戲，參與杜鵑花節「學系暨社團博覽會」，

成功提升博物館群能見度；遊戲總計約100人

參加，除了本校校友、學生及高中生，更有一

家人共同參與、齊力完成拼圖。

博物館群接受北京《旅行家》雜誌邀稿

九月號配合開學，該雜誌將以兩岸三地大學博

物館為主題，深入報導北京、香港、臺灣的大

學博物館；本校是臺灣地區唯一報導的大學博

物館，篇幅長達14頁。

博物館群首度參與文化部【518國際
博物館日活動】、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TAIPEI 518】（博物館日串連活動）

2013年文化部主題「博物館夜未眠」，共計4

個館（校史館、人類學博物館、物理文物廳及

農業陳列館）參與5月18日開館至夜間九點；

博物館群總計提出11項推廣活動。文化部與臺

北市文化局將彙整製作活動手冊／成果，統籌

宣傳，有效推廣及提升博物館群知名度。

統籌辦理「2013臺大博物館群志工招募」
暨「志工培訓講座」

統籌辦理「2013臺大博物館群志工招募」暨

「志工培訓講座」，成功募集111名志工投入博

物館群各館服務行列，透過志工填寫之回饋問

卷，對於培訓講座整體活動感到滿意且獲益良多

者，統計高達98%以上。並由各館接續辦理「志

工專業培訓」課程。

辦理「悠遊一夏‧探索臺大─2013臺大博
物館群學習體驗營」活動

為有效落實社會教育並延伸至國小年齡層，持續

舉辦第四屆「悠遊一夏．探索臺大─2013臺大

博物館群學習體驗營」活動，提供新學年起升小

學四至國中七年級學童在博物館的典藏空間中進

行探索學習。本活動由博物館群各館創意發想，

將各學術領域之特色館藏與知識，透過趣味遊戲

與手作DIY活動深入淺出地引領小小學員快樂學

習，認識臺大特有的博物館群與歷史珍藏。由

學員回饋問卷整體分析結果得知，今年度高達

100%的學員表達若下次舉辦體驗營活動，很希

望再來參加；更有學員撰寫心得表達「每館課程

都是他最愛的課程」。

臺南博物館觀摩學習一日活動

為增進臺大博物館群各館成員博物館知識素養，

強化館際合作，規劃臺南博物館觀摩學習一日活

動，2013年9月5日博物館群（7館14人）赴臺

南參訪「樹谷生活科學館」、「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並進行業務交流。

籌備第二屆環太平洋地區大學協會大學博
物館國際研討會，預定於2014年5月20至
23日於本館展開議程

本次會議主題訂為「以創新與跨領域結盟重塑大

學博物館的外展服務」，預計共15位大學博物館

館長、研究員或職員發表演說；本校生命科學系

于宏燦教授將擔任本次會議之主題講者。本會議

將開放公眾參與，預計參加人數為150人。

四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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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臺大博物館群標本與藏品的故事》
內容，預計2014年出版

企劃書籍內容大綱，並開始陸續訪談各館關於

臺大標本／文物藏品的來源、標本的採集與製

作、文物的入藏與保存，與各館珍貴的標本／

文物藏品故事，並聘請專業攝影師至各館拍攝

標本／文物藏品、館舍外觀、內部展廳、庫房

等照片，以提供未來書籍內容編排使用。

設計印製新版中/英文「博物館群簡介手
冊」，並設計各館LOGO貼紙

為有效利用博物館群簡介手冊、並吸引訪賓走

訪各館，博物館群於2013年3月更新、11月設

計新版中／英文簡介手冊；新增項目如下：設

計「博物館群各館logo貼紙」、地圖加入「各館

logo貼紙張貼處」、並增列「各館關卡選擇題Q 

& A」，吸引訪賓走訪各館、蒐集貼紙，並探尋

各館關卡題。

校慶期間，舉辦「創藝‧心動‧瞬間—博
物館群LOGO銘版週歲創意攝影」

除鼓勵參賽者至各館發揮創意拍出獨特精彩照

片外，照片均將上傳網路，讓更多民眾票選及

認識博物館群，有效提升博物館群能見度、並

讓更多人發現、走訪臺大博物館群。並且，配

合此活動開發了10個博物館+1個博物館群，共

計11個L夾，訪賓只要走完一趟，即可蒐集到一

整套的博物館群L夾。

川流廳多媒體設備更新

川流廳地坪互動式多媒體播放機器，於2007年

11月啟用後迄今使用已近六年時間，增加部分

軟體功能，並將機器汰舊換新，且從天花板上

將機器設備移至地面儲藏室空間內，以利日後

維修工作。

十
三

十
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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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芸老師精彩講課，燃起志工朋友的熱情曾淑芸老師精彩講課，燃起志工朋友的熱情

齊心齊力「拼」臺大精神齊心齊力「拼」臺大精神

博物館群館員們使出渾身解數向新進志工介紹自己的博物館博物館群館員們使出渾身解數向新進志工介紹自己的博物館

小朋友開心體驗物理學奧秘小朋友開心體驗物理學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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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統計

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館藏類型 2011 2012 2013

中日韓文圖書（冊） 1,656,749 1,718,105 1,756,804

外文圖書（冊） 2,238,249 2,325,410 2,344,282

電子書（冊） 2,456,821 2,604,770 2,792,834

公開取用電子書（冊） 102,759 108,365 110,074

微縮資料（片、捲） 213,738 213,988 213,996

視聽資料 161,685 167,831 173,020

現期報紙（種） 29 30 27

現期中日（韓）文期刊（種） 3,228 2,627 2,797

現期西文期刊（種） 5,718 5,496 5,176

電子期刊（種） 43,349 49,053 52,089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種） 9,215 10,976 12,709

資料庫（種）  601 567 565

Statistics

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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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館人次 ─ 依讀者別

讀者別 2011 2012 2013

校內 1,519,425 1,406,302 1,300,821

校外(含校友) 230,433 224,355 208,948

總圖24小時自習室 1,323,287 1,354,687 1,210,732

總計 3,075,156 2,985,344 2,720,501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讀者別 2011 2012 2013

總圖書館 校內 1,165,994 1,101,964 1,018,541

校外（含校友） 133,532 131,832 126,497

24小時自習室 1,323,287 1,354,687 1,210,732

小計 2,808,882 2,624,824 2,355,770

法社分館 校內 194,598 172,680 131,460

校外（含校友） 72,936 59,360 46,645

小計 267,534 232,040 178,105

醫圖 校內 166,526 165,513 138,731

校外（含校友） 35,834 34,601 32,869

小計 202,360 200,114 171,600

數、物、化、法圖書室 校內 96318 15238 12,089

校外（含校友） 8323 2940 2,937

小計 104,641 18,178 15,026

總計 3,383,417 3075,156 2,7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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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使用

電子資源類型 2011 2012 2013

網路資料庫 （點擊次數） 1,819,784 889,838 725,856

單機光碟資料庫 （檢索次數） 63 34 31

電子期刊 (點擊次數） 1,668,186 793,023 516,625

全文使用 （次數） 8,944,840 11,989,501 13,197,359

公用目錄 （檢索次數） 23,856,024 22,908,533 34,950,250

圖書館首頁連結 （次數） 3,521,790 2,595,050 2,998,058

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2011 2012 2013

文獻傳遞─外來申請（件） 16,014 16,479 15,834

文獻傳遞─對外申請（件） 2,252 1,887 1,602

小計 20,277 18,366 17,436

圖書借閱─外來申請（件） 21,371 20,927 22,408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6,210 4,718 4,170

小計 27,581 25,645 26,578

總計 47,858 44,011 44,014

圖書流通 ─ Tulips借書量統計及讀者類型分析

讀者別 2011 百分比 2012 百分比 2013 百分比

碩士班學生 23,150 40.6% 212,651 38.7% 138,928 28.1%

博士班學生 162,912 27.8% 157,842 28.7% 50,579 10.2%

大學部 62,002 10.6% 56,297 10.2% 188,046 37.9%

全部教職員 66,441 11.3% 71,955 12.9% 70,495 14.2%

校友 11,797 2.0% 11,011 2.0% 11,698 2.4%

館合 19,880 3.4% 18,696 3.3% 20,502 4.1%

其他 24,712 4.2% 21,683 4.2% 15,611 3.1%

總計 585,894 100.0% 550,135 100.0% 495,859 100.0%

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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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典藏

項目 2011 2012 2013

收錄書目資料 181,477 187,855 199,652

全文資料 58,747 63,301 74,270

網站典藏

項目 2011 2012 2013

網站數量 5,086 5,416 6,000

網站版本 17,330 18,852 21,348

參考與推廣服務

項目 2011 2012 2013

參考諮詢(件) 71,138 75,861 88,803

利用指導 10,554人/287場 12,182人/295場 12,333人/285場

引導參觀 3,253人/216場 4,115人/276場 2,663人/223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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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書館
Main Library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Tel  +886-2-3366-2326
Fax  +886-2-2363-4344
E-mail  tul@ntu.edu.tw
http://www.lib.ntu.edu.tw/

法律暨社會科學院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分館 
Koo Chen-Fu Memorial Library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Tel  +886-2-23519641 ext.313,314
Fax  +886-2-2341-4232
E-mail  lawlib@ntu.edu.tw
http://lksever.law.ntu.edu.tw/

醫學院圖書分館
Medical Library

10051 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

Tel  +886-2-2356-2207, 2356-2208
Fax  +886-2-2393-8354
E-mail  medlib@ntu.edu.tw
http://ntuml.m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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