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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回顧2014年，雖囿於經費有限，業務推展辛苦，但同仁
們仍競競業業、樂在工作，各項業務經營得有聲有色，表現優
異，使我與有榮焉。
其中，國際交流頻繁更甚以往。本館與琉球大學原就有合
作出版計畫，2014年1月我受邀出席琉球大學國際沖繩研究
所主辦的「台湾⼤学所蔵琉球関係史料刊⾏の成果と課題」會
議，並訪問沖繩縣教育廳史料編集班，提出三方合作建議，
並獲琉球新報與沖繩Times特別報導，達到跨國學術交流之目
的，是2014年國際交流的先聲。
5月與本校博物館群共同承辦環太平洋大學協會第二屆大
學博物館學術研討會，有聲有色，讚譽不斷。自2005年校史
館營運以來，本館跨足博物館經營已近十年，此一研討會的承
辦，不啻是對本館努力的肯定。
除了常態性國內外訪賓參訪之外，特別還有菲律賓

陳雪華
Hsueh-hua Chen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圖書館館長與主管們特地前來本館
見習數位典藏系統的建置與運作實務。Kuwait University派員
至本校參訪團隊中，有6位包含圖書館館長與主管們至本館見

圖書館館長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University Librarian
Professo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TU

習3日，對本館各項讀者服務印象深刻，這也是本館與中東地
區圖書館的首次互動。暑假期間，本館頭一回接受了香港大學
5位學生至本館實習，不論是實習學生或是館員，彼此均有獲
益。我們在圖書館服務上多年努力的成果，非常願意與同道分
享，也藉由這些機會了解各地圖書館經營模式的差異；我一直
希望同仁們多多拓展國際視野，作為自我提升與促進館務進步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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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我們深信圖書館的空間規劃是優質讀者服務的一環。2014開年之初，本館整合了一樓的
CheckPoint與參考諮詢台，稱為一樓服務台，再整併了二樓櫃台的服務項目。服務台的移位，不僅
尋求人力整併的效益，也是服務內涵的省思。「服務台」三個字簡潔易懂，讀者不用先為自己的問
題分類，不論是參考問題或是遺失物品，都能得到一站式的服務。參考館員不在圖書館深處被動地
等讀者詢問，如此揭示館員的位置，隱含著對「提出問題」的鼓勵——讀者尋求館員的協助是理所
當然，向來是我們服務的原則。
暑假期間，總圖書館三樓的深度諮詢室啟用，隨後也在醫學院圖書分館設立深度諮詢專室。不僅
將參考諮詢與原本就進行的客製化約課服務結合，更提升了層次。我們一方面大力推動遠端參考服
務的機制，不論是電話、Email、MSN或LINE；同時也為讀者提供另一種選擇——不受干擾的交流空
間，家教式的諮詢方式，希望面對面互動的溫暖感受，陪伴學習路上的讀者一起前行！
9月15日是103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的第一天，也是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試營運的第一日，它
在開館之前就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多項設計都是國內建築業的創舉，潔淨明亮的室內空間感也是臺
灣圖書館界前所未有的設計。試營運之前頻有建築專業人士參訪，開館之後更受到校內讀者喜愛，
進館人次屢創新高。新館服務的提供以及舊館空間的留用，對我們都是不小的挑戰，很高興歷經一
學期的考驗，我們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新學期開始這幾日我穿行校園，看到綜合教室正在進行拆除；數年後7層教學大樓將會建起；建
築物向下深挖4層，十餘公尺的地下層將建置臺灣第一座由機器管理的書庫。2014年5月自動化高密
度書庫設備評選案正式完成評選，我們殷切的盼望即將化做真實，也是壓力與責任的開始！每個圖
書館都將藏書量的增加當作努力的目標，它的副作用就是書架空間愈來愈少；當圖書飽和，圖書淘
汰與另覓典藏之處都是治療方式，本館雙管齊下，希望空間壓力得到紓解，圖書館能創造更多元的
閱讀與學習的環境。
大學圖書館因為教學、研究而存在，當教學與研究方式不只以圖書或期刊為輔助的時候，圖書館
可以扮演甚麼角色？我請同仁們思考與規劃，也將廣納讀者意見。期盼本館能瞭解讀者需要，滿足
讀者需要，以永遠的服務業自許。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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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圖書館概述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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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歷史。由於校區分散及歷史淵源，校總區有總圖書館與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以及數學、
物理、化學、海洋、圖資、法律等6個系所院圖書室；醫學校區則有醫學院圖書分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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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館藏已
逾760萬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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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路校區之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配合社會科學院遷回校總區，2014年9月1日起組織更名為社會
科學資源服務組，主要提供社會、法律兩學院教學及研究學術資源所須的圖書資訊服務，並營運社會科學院辜
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及法律學院萬才館法律圖書室兩處館舍。

圖書館館長
圖書委員會
圖書館副館長

館藏徵集組

書目服務組

閱覽組

學科服務組

特藏組

系統資訊組

推廣服務組

多媒體服務組

行政組

校史館營運組

醫學院圖書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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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
負責營運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參

重要工作成果
Spotlight

法社分館搬遷及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試營運
2014年是法社分館辛苦又榮耀的一年！6月23日，法社分館進行最後一日服務後光榮閉館。接著是徐州
路校區所在三處館舍的書刊整理，6月27日開始書刊下架工作，首日完成1,200箱書刊裝箱作業；7月1
日起開始跨校區運送，當天完成1,368箱搬運作業。由於事前有充分的作業與精密的計算，短暫的二個
月時間分別完成書刊搬運新館，以及罕用書刊留置原校區整併。
法社新館定名為「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於2014年9月15日開學日試營運，第一階段先開放校內教
職員工生與校友使用；隨後2015年寒假期間再開放校外人士換證入館。

圖書館陳雪華館長蒞臨致詞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同學於二樓閱覽區體驗特殊造形的大沙發，自由徜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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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合辦「第二屆環太平洋大學協會（APRU）之大學博物館研討會」
本館與臺大博物館群於2014年5月20日至5月22日舉辦「第二屆環太平洋大學協會（APRU）之大學博物
館研討會」，以「以創新與跨領域結盟重塑大學博物館的外展服務」為主題，共有13國18所研究暨教育機
構參與，逾220位來賓與會。邀請北美學術博物館與藝廊協會理事長／奧勒岡大學喬登•辛尼澤藝術博物
館館長吉兒•哈茲（Jill Hartz）女士、京都大學博物館館長大野照文（Terufumi Ohno）教授、臺灣大學生
命科學系于宏燦教授發表主題演講，其餘有17篇論文發表，32張海報展示。籌辦會議的辛勞化作與會來賓
的讚許，是本館參與博物館工作的重大成果！

左上：環太平洋大學協會秘書長致贈楊校長禮品
左下：APRU海報展
右上：APRU大學博物館研討會
右中左：主題講者于宏燦教授
右中右：主題講者大野照文（Terufumi Ohno）教授
右下：主題講者吉兒•哈茲（Jill Hartz）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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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2014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2014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2014年
12月5日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來自全國152位人
士與會，會中進行例行之聯盟執行成果報告及會員館提
案討論及規劃OCLC新趨勢與發展、人名權威建置與RDA
編目實務經驗分享，以期會員館參與聯盟大會討論交流
之際，尚能傳遞新知，促使會員館同道透過實務經驗交
流，進而學習成長。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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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本館陳雪華館長致詞與擔任場次主持人
右下：OCLC亞太服務部王行仁副總裁演講
「OCLC新趨勢與亞太圖書館合作」

主辦「第36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4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
醫學院圖書分館主辦「第36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
會暨2014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於2014年8月
28、29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盛大召開，共計131
人參加。研討會歷時2日，議程安排多元主題的專題演
講、實務探討與新知分享，與會者皆表示獲益良多。

右 ：醫圖年會：學員陸續報到
下左：學員專心聆聽講師精采的演講
下中：金山分院黃勝堅院長動人的演說
下右：學員踴躍參觀廠商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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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Services

閱覽服務
一 總圖一樓入口服務台與參考諮詢服務台合併為

五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啟用總圖已實施多年的

一樓服務台（Information Desk），讀者無需奔

雙語廣播服務，預先由專業播音員預錄國語、

波於各服務台即可得到完善的服務。2014年1

英語兩種版本廣播，頗受院內師生好評。

月2日聯合櫃台完工，3月起正式提供校外讀者
換證、一般諮詢及參考諮詢之整合服務，並將
二樓諮詢台業務整併至一樓服務台，以期達到
精簡人力，提升服務效能的目標。
二 為鼓勵讀者多多利用館藏，2014年5月1日起

試行調升本校教職員工生、學生、校友、退休
人員等類型讀者之借書權益；同時對持有借書
證之校友及捐款（5萬元以上）享有圖書館卡
卡友的借書權益一併升級。
三 2014年3月起，館員於輪值櫃台及對外場合

均一律穿著黑色西服外套，並配戴磁性金屬名
牌；9月起櫃台工讀人員也穿著圖書館專屬設
計黑色T恤，希望展現服務人員整齊專業的形
象。
四 徐州路校區舊法社分館自9月15日新館營運

後，改做為典藏用途；經過整理順架作業，於
2014年11月起提供書刊調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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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閱覽廳家具規劃時，即

已選定2座竹製書架之延伸弧型桌面做為輪椅
使用者專用桌；營運後於開架閱覽廳再增加4
處愛心專用席。
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為提升新書借閱服務，自2014

年1月27日起，新書展示區之新書開放外借。
八 為便利醫學校區學生溫書應考，醫學院圖書分

館自2013學年度起，特於考前一週至結束前一
日延長開放時間至夜間12時，深受同學熱烈歡
迎。2014年持續辦理四次挑燈夜讀，每次為期
11天，期間在館人數總計約6,011人，平均每
晚約136人。
九 醫學院圖書分館考慮讀者安靜閱讀的需求，特

將原「禁用筆電區」調整為「安靜閱讀區」，
使讀者在此區閱讀時，可以真正享受寧靜的氛
圍並且不受干擾。

館際合作服務
十 醫學院圖書分館為加強挑燈夜讀女性讀者的

一

2014年4月11日派員前往清華大學圖書館參加

安全，自2014年起在考試期間於醫分館二樓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2屆會員大會，本

現刊室設置女性閱讀專區。

館102年度館際合作服務量為第一名獲頒獎牌之
外，本館陳雪華館長亦以第一高票獲選為協會理
事。
二

為增進本校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之「國立臺灣大學聯盟」三校圖書資源服務
合作與交流，自2014年10月13日起，提供三校
專任教師及博士班在學學生一卡通用之圖書借閱
服務。

三

中央研究院位於本校校總區的數學所、天文物理
所、原分所、生化所等四所人員，2014年7月起
依據聯合辦公室協議，其研究人員及職員憑臺大
識別證，借書權益分別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及本校
職員辦理。

四

醫學院圖書分館自2014年9月21日起，降低
NDDS館際合作費用，文獻複印由每頁6元調降為
每頁5元，並透過NDDS公告及發送電子郵件給成
員館兩種方式宣傳。NDDS系統為國內館際合作業
務互通的重要管道，期望以此嘉惠研究人員並推

2014年新改造之一樓門禁與參考諮詢服務台

廣館際合作服務，滿足更多研究人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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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科與參考服務
一

「與知識交會的火花--教師訪談活動」

二

2014年3月起規劃辦理「與知識交會的火花--教

本校申請2014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師訪談活動」，藉由親自訪談各系所教師，了解

研究圖書計畫」，總計通過10項，獲得逾新臺幣

教師對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其認知、需

2,900萬元補助購書經費，本館安排專責學科館員

求、期許和建議。截至2014年底，學科館員已

支援教師執行圖書購置等後續工作。因應科技部

陸續訪談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潘建源老師、

公告2015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周穆謙老師、分子與細

畫」議題，本館主動積極與副校長共同召開計畫

胞生物學研究所溫進德老師、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申請說明會，並由學科館員協助系所教師查找相

徐進鈺老師、生化科技學系陳彥榮老師、生態學

關主題書目、教導助理查核複本與圖書價格等事

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何傳愷老師等6位老師，訪

宜，以協助教師於期限內順利研提相關計畫，總

談內容經學科館員整理，已陸續刊登於本館館

計本校共研提14項議題。

訊168～176期。透過老師使用圖書館的經驗分
享，讓學生體驗師長的求學歷程，了解圖書館資
源與服務扮演的角色與影響，拉近校內師生與圖
書館的距離，也讓本館獲得改善建議。

協助系所研提與執行「科技部補助人文
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三

參考諮詢服務台位置調整與整併，提升多
方位參考服務業務內涵
自參考諮詢服務移師一樓服務台，提供更為多元
之參考諮詢服務業務，包括設備借用、指引性問
題回覆、館藏查找與學科資源查詢，以及研究性
質之利用指導等。學科館員於服務台秉持服務讀
者熱忱，發揮專業素養，竭盡所能回答讀者詢問
並給予適當協助。

何傳愷老師
陳彥榮老師

周穆謙老師
溫進德老師

徐進鈺老師
潘建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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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讓師生更能深入了解與善用本館豐富多元的學

出席各學院圖書委員會會議，主動溝通傾
聽服務需求

術資源，增進資訊素養能力，自2014年8月起推

2014年學科館員出席工學院、文學院、生命科

出「與館員有約」深度諮詢服務。截至12月底，

學院、電資學院等院圖書委員會會議，會中除例

計有14場次預約，學科館員已為16位師生提供深

行報告各該學院圖書與期刊經費使用情形外，亦

度諮詢服務，解說有關圖書館資源查詢、資料庫

主動簡報近期圖書館各項新措施、服務和活動等

使用與文獻蒐集技巧、EndNote使用與學術評比等

業務，並製作為報告小冊子，主動溝通傾聽系所

各項問題。不論在解答問題程度、對教學研究或

教師的服務需求，拉近所系委員與圖書館間的距

課業學習幫助程度、館員服務態度與專業能力、

離。

推出「與館員有約」深度諮詢服務

六

諮詢環境滿意程度、以及對服務整體滿意程度，
皆獲得讀者十分滿意的肯定。

七

醫學院校區Research Portal系統建置服務
為提高教師對於Research Portal系統與ORCID之

五

持續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建立優質知識
支援服務

支持，由醫學院張上淳院長以院方名義寄送說明

2010年中旬推出「參考服務部落格」後，四年來

書分館工作團隊亦積極於重要主管會報、院務會

已有豐碩的成果。2014年共計新增115則，累計

議、各系（所）務會議、醫院醫政會議與醫學校

達524則文章。2014年造訪人次逾30萬（較去

區圖書委員會議中進行宣導，學科館員們無不

年同期成長27.21%）、點擊次數逾55萬（成長

努力與教師聯繫或親至教師的研究室協助操作系

12.25%）、近四成文章被點擊逾500次，熱門點

統，以大幅提升本系統的完整性與使用率。此系

閱主題包括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學術評比、校

統目前已完成700多位研究者資料、31,000多筆

外連線與網路設定等。在內容方面，延續2013年

著作與6,600筆研究計畫的建置。

信予教師們，並宣示此計畫之重要性；醫學院圖

結合當日Google Doodle主題推介本館相關館藏之
計畫，2014年6月至7月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學
科館員積極搭配依賽事進展之Google Doodle動畫
撰寫了17篇文章，從綜觀、球賽分析、經濟社會
層面分析、語言學習、音樂／歌劇／電影等多種
角度推介相關館藏資源，深獲讀者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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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多媒體服務
一 多媒體服務中心全面更新外接式DVD播放機設

備，改為新型薄型外接式DVD播放機，提升影片
播放的品質。
二 為更貼近讀者使用習慣，多媒體服務中心於2012

五

活動支援及影片製作
1. 支援2014年本館活動拍攝共35場42小時，並
完成影片剪輯及後製，其中16筆資料入館藏
書目。

年起規劃全新觸控視聽服務區，除原有的ipad音樂

2. 支援2014年新生入門書院活動，完成「你來

聆賞、國際影音即時新聞與英語學習服務之外，

過圖書館了沒」影片拍攝及製作，深獲好評

並增加：

並上傳至YouTube。

1. iPad音樂主題館藏推介服務，2014年共推出4
個主題音樂、550筆館藏深度介紹。
2. 多媒體服務中心自2014年起增加電腦版、
iPad及觸控螢幕版之電影資料影像目錄功能，
依IMDb影片類型分列共292筆目錄，提供讀

3. 接受國家圖書館委託，協助製作2014年「臺
灣閱讀節」宣傳影片，如期完成且深獲好
評。
4. 製作本館最新形象影片，已於2015年1月完
成並公布。

者更完整館藏影片目錄服務。
七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於9月15日試營運啟用

3. 為提高視聽館藏使用率、便利讀者選片，並

後，新規畫10席多媒體專用沙發，透過網路與總

提供不同觀點的欣賞角度，2014年由專業知

館多媒體服務中心相關線上影音資源連線，提供

名影評作家，針對本館館藏撰寫深度評論與

社科院師生就近於新館使用。

導讀計48篇。
八 醫學院圖書分館四樓電子資源檢索區自2014年5
三 本館購入MOD版權影片共計398筆，已於2014

月起，不再需要換押讀者證件。讀者只要持入館

年全數上傳至「影音@online系統」，讀者不限時

證件，至檢索區前方的電腦使用登記處進行登記

間及地點可於校內網路內，經由「影音@online」

即可使用。

或「資源探索服務系統（Discovery & Delivery
Service）」於網路觀看。
四 為支援教師教學需要，2014年於圖書館「影音

@Online」系統設置51門課程共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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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連結，便利修課同學直接點
選連結觀看公播版視聽資料。

「你來過圖書館了沒？」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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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
一 2014年本館自動化系統Sierra正式上線運作，本

三

圖書館網站更新設計

系統提供開放式架構，便於資料存取與應用。改

為協助讀者有效利用資源、提升圖書館服務品

版特色為：

質，本館網站整合圖書館服務於單一入口，提供
多元化、專業化與效率化之服務。2014年本館網

1. 管理端： 整合各模組功能、增加後分類便於

站共3,486,418次瀏覽量，平均造訪停留時間2分

資料的查詢與篩選。

52秒；期間也持續開發子網站，例如：
2. 讀者端： 開放的資料結構有助於開發更多館

1. 考 古 題 網 站 ： 點 閱 率 極 高 ， 2 0 1 4 年 共

藏目錄延伸應用服務，如書刊調閱服務等。

983,685次瀏覽量，平均造訪停留時間1分4
二 新版「特色館藏」於2014年5月5日上線，以圖像

秒。

方式呈現多樣豐富的特藏資源，搭配文字說明，
2. 特色館藏網站： 以圖像式呈現，提供特藏資

使讀者更深入瞭解本館收藏的珍藏品。圖像式畫

源查詢之平台，2014年共25,605次瀏覽量。

面亦加強使用行動載具瀏覽時的便利性，易於點
選詳讀，延伸閱讀。

3. 電子書清單網站： 提供查詢本館所購買之電
子書平台，以及記錄各平台規範和電子書清
電子書清單網站

單，並有查詢功能，已於2014年9月完成測
試並上線，共60,872次瀏覽量，平均停留時
間2分30秒，新造訪比例71.26%。
4. 開發失物招領系統： 方便讀者尋找遺失物，
2014年共6,426次瀏覽量，平均停留時間5分
17秒，新造訪比例45.28%。
其它子網站包含期刊募款網站，提供校友捐款及
芳名錄之用途；臺大人文庫網站，校友捐贈個

特色館藏網站

人著作說明網；《大學圖書館》網站，本館發行
期刊之專屬網站，提供讀者查詢及下載全文；臺
大歷年課表數位典藏，將過去紙本保存之課表數
位化網站。除此之外本館網頁仍持續維護更新設
計，包括更新圖書館英文版網頁、服務項目網
頁、出版品網站開發等。

四

醫學院圖書分館專屬PubMed Filter服務
醫學院圖書分館於2014年7月起，提供本館讀者
便利的「PubMed Filter服務」，凡透過本館網站
進入PubMed資料庫，檢索時即可於資料庫右側找
到預設的專屬Filter，內建完備的檢索策略，節省
師生同仁在學習研究上的寶貴時間。
2014 臺大圖書館年報 | 13

伍
5%

館藏資源

多媒體/
微縮資料(件)

1% 期刊(含電子期刊)/
報紙/資料庫(種)

Collections
本館館藏量至2014年底已逾760萬
冊（種），各館藏類型分布如右：

電子書(冊)

圖書資料(冊)

40%

54%

徵集專案
一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藏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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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人文司（原國科會人文處）自2006年至

盟，擔任推動小組成員，負責電子書徵集議價

2010年（第一期），2013年至今（第二期）

作業，該聯盟迄今已購入逾116,000冊電子書，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七年

供90餘所會員館使用。

共補助267項計畫，本校於圖書館及各學院合
作下，通過95項計畫，共獲補助款新臺幣6.3億
元，購置圖書逾31萬冊。

特藏與特殊徵集
一

特藏資源
1. 本校地質系移轉日治時期臺灣舊版地圖一
批。
2. 本校歷史系姚從吾教授研究室移轉大型掛圖7
幅，包括日治時期30萬分之一臺灣全圖，及
中國、亞洲等地區地圖。
3. 本校昆蟲學系移轉素木得一教授手稿34件及
其收藏之期刊抽印本，刻正進行整編中。
4. 魏清德教授家屬捐贈其所藏印譜等圖書，共
圖書12種31冊、明信片1盒及手稿資料4件。
5. 吳守禮教授家屬捐贈其所藏圖書期刊，共
71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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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家手稿資料徵集計畫
1. 2014年獲得夏德儀教授手稿資料3,131張、
傅樂成教授手稿資料1,229張、劉榮標教授
手稿資料658張、葉俊麟先生創作手稿資料
1,916件、以及林煥彰先生手稿資料11張，合
計共6,945張。
2. 齊邦媛教授、白先勇教授及桂文亞女士仍持
續捐贈相關手稿及珍貴資料予本館典藏。

編目專案
一 修訂本館中日韓文人名權威紀錄著錄格式作業規

七 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計畫

範與流程，增加關係描述欄位，以符合未來RDA

案」第三年計畫，本計畫由臺大圖書館提報，

書目應用規範，於2014年7月起正式採用新格

目標為協助臺灣地區有意願之圖書館均能加入

式著錄；同時並進行本校教師權威檔專案建置作

OCLC管理成員館以提升編目效率，推動中文書

業。

目國際化，增進臺灣出版成果曝光率。本館擔任

二 持續上傳本館書目至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全

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NBINet)」，2014年轉入
中文書目紀錄28,928筆，西文書目紀錄12,892
筆。透過上傳書目，將本館書目成果分享與合作
圖書館。
三 2014年10月提供中文書目服務（CMARC轉

Excel檔）予國家電影中心，計有21,606筆書
目。
四 進行「超星電子書」及「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數

據庫-文史哲專輯」2012-2014年電子書編目作
業，以期提供館內讀者更便利與直接之電子資源
檢索管道，本年度已完成超星電子書約70萬筆
書目等大批電子書轉檔編目工作。
五 經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東華大學郭俊麟老師協

助，進行本館所藏地圖之書目補正與回溯建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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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順利完成第三年計畫中
各項工作。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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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升編目效率外，期增加本校在國際
間之能見度，2014年上傳本館原始編目紀錄計
19,850筆，更新館藏資訊28,605筆。
九 持續修訂本館西文編目作業規範RDA（Resource

Description & Access：資源描述與檢索）之作
業手冊，並調整作業流程與著錄項目，例如：因
應RDA 2014年4月份的修訂，本館西文資料原
始編目700段分欄e關係標示editor of compilation
停止適用，一律採用editor。

作，計完成：「五萬分一蕃地地形圖」書目修
正(180筆)、「日治後期台灣五萬分一地形圖」
(864幅)、「日治時期臺灣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
(171幅)」、「土木局版五萬分一地形圖」(29
幅)，共約1,300幅。
六 處理特藏組出版「長澤文庫」目錄回溯建檔

工作，透過書目轉檔方式，共計完成823種，
16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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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Digitization

數位典藏

合作數位化資源
一 2014年6月與中央研究院簽訂國分直一文庫數位

化計畫（預計於2015年12月結案），預計處理
國分直一教授書信、田野調查筆記與照片／底片
／幻燈片等資料約63,700影幅，並編寫詮釋資
料約3,100筆。
二 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合作《高雄新報》數位化

計畫，由合作單位委託廠商駐館進行《高雄新
報》掃描工作，共計43冊6,804個影幅。
三 「林良哲先生收藏唱片資料」數位化專案於

2014年完成430張蟲膠唱片的數位化工作，共
計972個圖檔、879個聲音檔及詮釋資料2,281
筆，業已結案。

自有館藏數位化
一

特藏資料數位化
1. 持續進行珍貴舊藏檔案數位化工作，2014年

四 「館藏78轉蟲膠唱片資料」數位化專案於2014

年 完 成1,133張 黑 膠 唱 片 的 數 位 化 工 作，共 計
2,266個圖檔、2,300個聲音檔案及5,665筆詮釋
資料。

共完成中日文善本書19,010影幅，舊籍手稿檔
案81,647影幅。

五 持續進行國內知名收藏家徐登芳醫師黑膠唱片藏

品數位化專案，此批藏品內容豐富，包含1890
2. 2014年7月起，讀者申請複製之整本書刊，

年至1960間臺灣、東南亞及中國的早期音樂，

同時進行掃描，以加速本館特藏資料數位化進

極具典藏價值。於2014年完成78轉蟲膠唱片

程，已完成9,685影幅。

3,236張，共6,744個圖檔、6,492個聲音檔及
16,180筆詮釋資料。

二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2014年持續進行珍貴舊籍數位化，且延伸至本館
其他類型藏品，有地圖、古錢幣等，並積極推廣
利用，陸續新增田代安定文庫、歌仔冊與唸歌、
臺灣舊版地形圖、希臘羅馬古幣等四個資料庫。

六 執行「洪一峰先生手稿資料典藏閱覽及數位化合

作專案」，以保存臺灣早期臺語音樂發展為目
標，並詳實紀錄洪一峰先生為臺語音樂所帶來的
深遠影響。本案已於2014年10月結案，總計完
成1,025個聲音檔、349個影音檔及247個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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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數位化資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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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底，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共計收
錄203,284筆資料，其中77,654筆為全文。基
於「分散建置、整合使用」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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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NTUWAS
(NTU Web Archiving System, 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NTUWAS於2006年12月推出，以完整典藏臺
大相關網站為為主要任務，逐漸擴大收集範圍
至中央及地方政府及重要臺灣研究相關網站。
NTUWAS以時間為軸，收集各個網站於不同時
間點的版本，使用者可以透過檢索、瀏覽、以
及主題導覽，了解各網站在不同時間點的風貌。
截至2014年12月底，NTUWAS蒐集網站數量達
6,300個，網站版本超過23,000筆。

研究成果的累積、展示與利用窗口。截至2014
年12月底，參與TAIR計畫的學校或學術機構共
135所，收錄資料總筆數逾176萬筆，其中全文
數量超過111萬筆。由於本館推展此計畫已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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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推展此計畫已有數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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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與中興
大學圖書館共同辦理「2014臺灣學術機構典藏
研討會」，於2014年11月28日假中興大學圖書
館舉辦，會中邀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唐牧群
副教授、成功大學圖書館蔡佳欣小姐及逢甲大學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張簡誌誠組長進行機構典藏相
關資訊分享，本館吳瑟量先生則以「TAIR的學術
能量」為題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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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Exhibitions & Events

新進教職員生利用指導活動
一

新生入門書院
「青春校園，圖書館與你同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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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本校2014年8月19日至8月29日舉辦的兩

館豐富的館藏、電子資源以及多元的各項服

梯次「新生入門書院」活動，以「青春校園，

務，於2014年暑假之9月10日與甫開學之9月

圖書館與你同行！」為圖書館課程主題，搭配

19日辦理圖書館導覽，並進行服務與資源介

「你來過圖書館了沒？」主題影片，以輕鬆活

紹。2個場次共計12位教師參加。

潑的風格介紹本館貼心服務與豐富資源，並於
課程中穿插問答與新生互動。2014年度共有

四

3,128人次參與，本館課程滿意度極佳，在所有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研究生順利步入研究軌道，分別於2014

課程中滿意度評比獲第三名。

年9月12日及9月23日為新進碩博士學生辦理導
覽與利用指導活動，介紹館舍環境，並進行相

二

新生利用指導：LIB星際大冒險
Adventure in LIB Galaxy
2014年8月25日至9月30日推出「LIB星際大冒
險 Adventure in LIB Galaxy」新生圖書館利用
活動，以星際探險的主題包裝圖書館空間與服
務，吸引新生走入圖書館，體驗豐富的資源與
多元服務。總計973人參加，整體滿意度高達
96%，其中更有97%的參加者認為活動有助於
認識並利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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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服務與資源講習，計64位研究生參加。

五

Know your library 新進國際生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國際生順利了解圖書館環境與資源，
2014年9月16日至9月18日間舉辦導覽活動，
帶領國際生認識圖書館環境及相關服務，為體
貼國際生的語言需要，推出2場次英文導覽與1
場次中文導覽，共計30人參加。

資源利用課程
一

資料庫講習課程春季班 秋季班
2014年分別於上、下學期辦理「資料庫講習
2014春季班」與「資料庫講習2014秋季班：燃
燒學習小宇宙」，計23場，共247人次參加。課
程中介紹不同學科領域的常用資料庫，以期強化
同學們文獻檢索能力並培育其資訊素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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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館共計273場，總
時數約為423小時，共10,213人參加。

三

辦理文學院駐點服務
為更貼近讀者，使圖書館服務能直達系所，籌劃
辦理文學院駐點服務，由文學院學科館員針對文
學院師生需求，規劃人文數位資源系列課程，
如：「臺灣研究數位資源」、「英美文學研究資
料庫」等，於2014年3月27日及5月8日安排於
文學院電腦教室進行，期能在鎖定特定學群的情
況下，達到更佳的教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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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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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教學發展中心合作辦理教學助理
（TA）培訓課程

安排綜合與專門主題文獻查詢、書目管理軟體、

自2013年起與教學發展中心合作辦理教學助理

學術評比等課程，並安排一人一機的實機操作練

（TA）培訓活動，以增強教學助理利用圖書館

習，以加強學習效益。2014年共計舉辦33場次

資源的能力，並給予認證時數。2014年3月至6

925人次參與，課後問卷調查在教師教學表現、

月持續規劃「TA充電站系列課程」，包含「圖

資源使用技能之提升、整體課程滿意度等面向均

像影片資料庫於教學研究之應用」、「圖書館外

獲得逾96%讀者的正向肯定。

語學習資源面面觀」、「如何蒐集中文文獻資料

七

（人社篇／科技篇）」、「如何掌握全球新聞時
五

推出「Webinar線上HELP講堂」

事資源」等課程。9月開始，更獲得教發中心認

2014年3月起推出「Webinar線上HELP講堂」，

可，將「HELP講堂」全系列實體課程納入TA時

將實體教室的教學移至線上，提供讀者不限空間

數認證範圍。全年度共計提供16場TA時數認證

的學習環境，計開辦「EndNote基礎/進階班」、

之講習課程，成效優異。

「Web of Science / EndNote」、「用圖書館資源
學日語」等5場線上課程，讀者反應熱烈，共計

八

辦理TA沙龍與HELP沙龍活動

267人次參與。每場課程亦同步錄影，並經剪輯

為掌握讀者的學習歷程與資訊的尋求行為，並追

後置放於圖書館網頁上，方便讀者隨時可再行觀

蹤探究圖書館開設之TA培訓講習課程的效益，

看學習。

了解受訓TA是否將所學應用於實際指導學生的
協助教學工作上，特於2014年間舉辦多場「TA

六

舉辦「HELP講堂英雄帖」活動

沙龍：運用圖書資源之教學經驗分享會」和

2014年中旬舉辦「圖書館HELP講堂英雄帖─資

「HELP沙龍：課後回饋與交流」活動，透過輕

訊搜尋高手大募集」活動，有別於館員和資料庫

鬆對談的方式，了解TA參與課程之實際幫助，

廠商著重功能面的指導，希望募集研究生擔任講

並從中獲取相關建議。

師，從研究者的角度介紹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支
援研究。經活動招募，邀請歷史所熊蘭琪同學擔

九

醫學院圖書分館舉辦豐富且多元的電子

任講座，以「期刊資料庫與民國早期文化研究：

資源講習課程

從蒐集資料到提出問題」為題，介紹如何利用圖

為推廣醫學校區教職員生利用圖書館的資源與服

書館紙本期刊、叢刊與線上資料庫發掘研究主

務，醫分館每年皆規劃一系列講習課程，並提供

題，深獲好評。

團體預約服務，以支援醫學校區之研究與教學。
2014年舉辦64場講習課程，共計3,467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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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一

二

2014年4月至10月間，利用JoinNet軟體開設數

近年來國際交流頻繁，圖書館作為大學師生學術能

位學習課程8堂，包括外文系周樹華老師於5月

量核心，除了以本校師生為對象提供導覽服務外，

開設行動講堂「生活英語補給站」3堂、10月至

亦歡迎國內外各學術機構與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參

11月開設「生活英語補給站Ⅱ」5堂，本校教職

訪交流，以期藉由導覽及座談交流資訊與分享經

員工生總計有352人參加。

驗。2014年全館受理校內外導覽申請，國內外訪賓

為充實本館數位學習網，以期達到落實遠距學

計3,347人次，共進行252場導覽。

習與自主學習養成的目標，2014年新增數位學

回顧2014年參訪外賓，包括：菲律賓Santo Tomas

習課程14門，其中6門課程為2014年錄製：

大學、澳門中央圖書館、大陸東南大學、北京航空

◆

唐詩新思路（二）：美麗的錯誤——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三

導覽與參訪

◆

認識圖書館，從這裡開始！

◆

生活英語補給站第1-3場次

◆

EndNote整體功能介紹

◆

JCR學術期刊評比工具與指標

◆

PubMed 實證醫學文獻檢索

醫學院圖書分館於2014年10月啟動翻轉教室
教學模式，首階段試辦的兩門課程為EndNote
與PubMed，讀者預約上述課程時，可自由選
擇是否採用翻轉教室的學習方式。學員於課前
必須先至網站瀏覽本館預製的數位影音課程，
自行記錄學習過程中的疑問攜至課堂。正式上
課時，講師揚棄傳統單向的講述授課方式，改
以問題引導為主軸，輔以大量的實作練習，經
由師生與同儕的互動以及開放式的討論，期能
更加瞭解學員的學習需求，進而提升教學的效

航天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福建工程學院、中國
人民大學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兩岸圖書交易會大陸
地區圖書館代表及加州州立大學Fullerton Library館
員Mr. John Hickok等，除帶領參觀圖書館外，亦介
紹近年來本館創新之各項措施與服務，充分達成業
務交流。因應2014年本校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三校聯盟成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特安排各單位館員至本館參訪並進行業務交
流。
2014年新落成的辜振甫紀念圖書館亦開放導覽與參
訪服務。配合本校102學年度畢業典禮，新館未啟
用前，工地特別開放給社科院應屆畢業生與家長參
觀一樓戶外庭院及圖書館閱覽廳。落成後，台中城
市文化館建築團隊妹島和世+西澤立衛(SANAA)建
築師事務所亦來參訪及業務交流，做為規畫台中城
市文化館的參考。2014年9月15日啟用試營運後，
國內外訪賓導覽計53場1,030人次。

率。課程結束後並請學員填覆問卷，以做為教
學評量與未來改善的依據。

《TA沙龍與HELP沙龍活動》館員參與學生視訊分享經驗

Mr.Hickok參觀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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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與交流
一

科威特大學圖書館館員見習

展覽、影展與推廣活動
一

女史無國界攝影展 2014.01.07-01.27

2014年10月27日至10月31日科威特大學

簡扶育女士「女史無國界」系列攝影作品記錄

（Kuwait University）行政人員至本校見習交

了臺灣、日本、韓國13位平實但偉大的女性，

流，其中6位為該校圖書館館長與主管們，安排

期許觀者從作品中獲得源自溫柔的力量，作品

於本館見習讀者服務工作，由學科服務組、閱

曾多次於海內外巡迴展覽，感動無數觀眾。簡

覽組、多媒體服務組與推廣服務組依序接待，

女士、婦女新知基金會與一群支持女史無國界

介紹各組工作內容，並與本館館員切磋業務。

創作理念的贊助者，為作品妥善保存，並充分

此為本館首次與中東地區圖書館之實質交流，

發揮教育與研究功能，共同將作品捐贈予本

獲益良多；見習團對本館讀者服務工作亦讚譽

館，特舉辦本展覽，以為紀念。

不斷，成功促進了國際交流，也是極佳的國民
外交。

二

二

開卷好書展 總圖2014.02.17-03.17 &
醫圖2014.03.26-04.20
總圖書館一樓新書展示區展出「2013開卷好

香港大學學生實習

書」年度得獎書籍，期許大家看好書涵養好心

香港大學資訊及科技教育部（Division of

情，為新的一年翻開美好一頁。醫學院圖書分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tudies）5名學生於

館亦於2014年3月26日至4月20日推出同名書

2014年6月9日至7月17日至本館實習，此為本

展，展示圖書除附推薦理由，也提供QR Code讓

館首次提供國外學生實習名額，依學生興趣分

讀者連結館藏目錄，便利讀者直接借閱或線上

派至本館書目服務組、推廣服務組、閱覽組、

預約。

特藏組及學科服務組等單位，參與有關編目、
閱覽流通、特藏整理、推廣活動規劃，以及學
部地區多所具特色之圖書館參訪；實習期滿，

浪濤與波瀾—
齊邦媛教授手稿資料展 2014.02.26-04.30

並於館內舉辦分享交流會。

齊邦媛為本校外文系名譽教授，其學殖深厚、

科與參考服務等業務。另亦協助安排每週至北

三

視域廣闊、講授生動，開啟當代學子的識見與
胸襟，在推動臺灣文學外譯工作上更是成果斐
然。本館有幸獲齊教授捐贈手稿資料，欣逢
九十壽慶，特舉辦「浪濤與波瀾—齊邦媛教授
手稿資料展」，展出相關手稿、文物、照片、
著作與書信等。開幕當天舉辦「齊邦媛教授與
她的文學事業」座談會，邀請白先勇、隱地、
陳芳明、陳萬益、梁欣榮等知名作家、學者與
談，現場湧入近250位觀眾，爭睹齊教授卓立幽
默之風采。
見習與交流：陳雪華館長與五位港大實習生於分
享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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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咱思慕的人—寶島歌王洪一峰特展
2014.03.05-04.03
洪一峰先生素有寶島歌王美譽，對臺灣臺語音

科威特大學圖書館員參訪

樂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圖書館特與財團法人洪
一峰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舉辦「咱思慕的
人—寶島歌王洪一峰特展」暨系列活動，這是
臺灣首見的當代臺語歌手展覽。開幕當天舉辦
「憶洪一峰」唱談會，友人與家屬共聚一堂，
在說與唱之間分享他們與洪一峰之間的小故
事，吸引102人參加。特展期間並舉辦《舊情綿
綿》與《阿爸》電影欣賞暨映後座談會，共有
359人次熱情參與。

五

女史無國界攝影展 - 攝影師向大家說明她的理念

「借書有益，自助有禮！」
自助借書機推廣活動 2014.03.24-03.28
為提高自助借書機的使用率，使讀者體驗自助
借書機方便快速的效益，同時在總圖書館、法
社分館、醫分館及法律學院圖書室舉辦自助借
書機推廣活動，每館每日致贈50份小禮物給
自助借書機使用者，以鼓勵讀者自行操作借書
機。

六

齊邦媛教授手稿資料展 - 齊教授現場為讀者簽名

醫圖電影院活動 2014.03.20起
為增進臺大醫學院校區人文素養並發揮電影寓
教娛樂的功能，醫分館於2014年舉辦8場「醫
圖電影院」活動，共計828人次參加。播映日期
與片名如下：
◆

3.20 《阿爸-思慕的人》

◆

4.24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

5.27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

6.26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

7.25 《一首搖滾上月球》

◆

8.15 《誕生》

◆

10.24《舞動人生》

◆

11.25《心靈鑰匙》

寶島歌王洪一峰特展 - 本館陳雪華館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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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活動系列 2014.04.22 & 10.17

十一

七

2014畢業季「圖書館•再拍一張！」
2014.06.06-06.30

為促進醫學人文教育發展，醫學人文電影欣賞
座談會活動第一場次播放影片《派特的幸福劇

為了讓畢業生有個特別的紀念，於總圖書館門

本》，邀請臺大醫院精神部張立人醫師主講

口設置巨幅背景，供畢業生拍照留念，期許同

「如何療癒愛情的創傷？—你不能不看的《派

學鵬程萬里。
十二

特的幸福劇本》」，並配合活動展出延伸閱讀
外爸爸》，邀請作家吳娟瑜老師主講「愛與放

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閉館留言活
動 2014.06.20

下，有那麼困難嗎?」。兩場次共計308人次參

法社分館遷館前最後開放日的17:00至21:00舉

與，透過講者豐富的學術與臨床經驗，分享醫

辦閉館留言活動，開放師生入館自由留言以及

療或生活上的人文關懷，激發讀者的共鳴。

攝影，讓徐州路院區師生留下珍貴的回憶。本

圖書資源31種。第二場次播放影片《我的意

次活動以分館早年書刊捐贈入藏相關聯絡業務
八

之明信片，作為留言活動之留言卡，讓師生表

歐洲城市色彩攝影展 2014.05.09-05.18

達對於舊館的懷念及期許，亦提供100份致贈前

歐洲，對許多人而言是個遙遠而充滿神秘的地

100名入館之師生收藏。共計超過550位師生參

方。本展覽與本校歐盟中心合辦，展出19位臺

與，分館全體同仁也在依依不捨中完成徐州路

灣年輕人在歐洲旅遊的攝影作品，以不同背景

法社分館的最後一天服務後，閉館謝幕。

的眼光，紀錄觀察旅行路上的城市，希望觀者
期間之週末並舉辦4場歐洲文化講座，參與熱

十三

能欣賞歐洲城市的獨特文化與不同面貌。展覽

思想．重慶南路特展 2014.06.23-07.25
「思想．重慶南路」是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

烈。

心於2014年國際書展中規劃的特展，特展展出
九

與人等高的書店模型、資料庫影像、老文物、

2014生命教育春季影展 2014.05.14-06.04

舊書籍等，以記錄曾繁華一時的重慶南路與臺

與本校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共同舉辦「2013

灣出版事業概況。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特與本

春季生命教育影展」，播映《最後12天的生

館合作，於暑假期間後將展覽移至總圖書館1樓

命之旅》、《口白人生》、《想飛的鋼琴少

日然廳展出，重新勾起臺大師生對重慶南路的

年》、《一首搖滾上月球》4部影片，並分別邀

思念與想像，吸引約2,640人前來參觀，特展

請呂立醫師、蘇玉帡女士、郭靜姿老師及黃嘉

Facebook粉絲團人數亦增加956人。

俊導演等人進行映後座談，共吸引約771人次前

十

「車拼」校園口碑場 2014.06.03
電影《車拼》是萬仁導演的最新作品，描述臺
灣深綠家庭女孩與北京男孩相戀結婚，兩岸迥
異家庭結合之黑色反諷喜劇，劇中利用詼諧暗
喻的手法，鋪陳兩岸諸多社會議題。本片率先
於本館舉辦校園口碑場，萬仁導演與女主角王
樂妍小姐更親臨會場參與映後座談，與青年學
子面對面交流，計有107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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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來觀賞。

從美麗的圖書館紀念品認識田中文庫
2014.06.23-12.29
藉由歷年來取材自田中文庫植物圖譜之各式精
美紀念品引發讀者興趣，進一步帶領其感受色
彩高雅而筆觸細膩的植物學古刊本，以及田中
長三郎教授在柑橘研究上的成就，於總圖書館
入口大廳左側小展間展出。

十六

十五

醫學院圖書分館「師長推薦主題圖書
展」 2014.06.24 起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臉書粉絲專頁成立 2014.09.03

為使讀者能了解特定主題領域內容及其圖

正式成立「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臉書粉絲專

書資源，敦請各學科圖書委員依據各類

頁，其前身為2014年7月17日成立的「臺大法社

型讀者特性，自館藏中挑選建議閱讀之圖

圖書分館」臉書粉絲專頁。

介紹，以鼓勵讀者借閱。

十七

書，每冊推薦圖書皆附有書影與相關資料

「學科服務校園列車」再出發
2014.09.03, 10.15 & 11.05

2014.06.24-09.6當代麻醉學
麻醉科王永彬老師推薦館藏圖書28種。

為使師生認識學科服務的內涵並推廣電子資源的
使用，繼2013年首度舉辦「學科服務校園列車」

2014.09.16-10.21閱讀，無所不在

後，2014年學科服務組再度規劃全新活動內容，

展出35種選書老師閱選訂購的新書，也藉

於9月30日、10月15日、11月5日分別至原分所

書展感謝選書老師們協助豐富醫圖館藏。

戶外廣場、社會科學院新大樓，以及行政大樓第一

2014.10.29-2015.01.12解剖學

會議室設置服務列車。其中第二場特地安排停駐社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王淑慧老師推薦

會科學院新大樓，同時行銷試營運中的「辜振甫先

館藏圖書28種。

生紀念圖書館」；第三場活動則進駐本校行政大樓
第一會議室，首度針對校內行政人員舉辦專屬的圖
書館推廣活動，上下午各舉辦一場「雲端書海e掌
在握」專題演講，以及下載與使用電子書之實際操
作。三場活動共計近700人參與，反應熱烈。

畢業生於徐州路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一樓
畢業生於徐州路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
一樓
參考區合影

歐洲城市攝影展

《學科列車》精選電子書與影音資源介紹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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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

醫學院圖書分館舉辦學術性演講活動
2014.11.05 & 12.01
11.05 與Nature主編有約 ▎
邀請Nature Genetics主編Myles Axton博士，從
編輯角度分享順利投稿Nature期刊的要訣，本院
何弘能副院長為引言人。
12.02 Therapeutically-selective apoptosis of
Ras-ERK-activated cancer cells ▎
邀請美國田納西大學癌理研究專家王華騫教
授，分享癌細胞治療等相關醫學新知，與會者
反應熱烈，與講者互動熱絡。
經由學術演講的分享與討論，協助本院師生同
仁掌握論文投稿要訣，同時學習醫學新知發展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試營運開幕前，等待進館的讀者在門口大排長龍

趨勢，提升學術研究之競爭力與能見度，並增
十八

加國際影響力。
2014.09.15

廿二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試營運開幕
新館訂於104年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上午9點

思想貓的文學書房—
桂文亞女士手稿資料展 2014.11.07-12.31

15分揭幕。當日前100名入館者特別致贈新館

2007年起，桂女士與本館合作成立「桂文亞文

明信片書籤套組，在同學的熱情參與下不到五

學書房」，將自己個人文學手稿、作家信函及

分鐘全數發放完畢。本館陳雪華館長特別致歡

從事編務工作40年來所收藏的作家文稿資料，

迎詞，期許師生共同愛護使用全新的辜振甫先

連同相關圖書資料贈予本館收藏。為感謝桂女

生紀念圖書館，並祝新學期開始學業進步。

士無私的奉獻，特舉辦特展活動，期望勾勒出

十九

她個人寫作歷程與編輯事業成就，並介紹華人

醫學院圖書分館LINE諮詢服務推廣活動

兒童文學的發展脈絡。開幕當天並舉辦「美麗

2014.10.13-10.23

眼睛看世界」座談會，許建崑教授與知名兒童

2014年10月正式推出「臺大醫圖It＇s My

文學作家林世仁、林芳萍、張嘉驊，以及桂女

Line」服務，讀者只要加入醫分館官方帳號，就

士公子謝君韜與會，吸引125人參與。

可於每週一收到近期活動快訊，亦可透過Line
向館員進行諮詢。為推廣此服務，醫分館舉辦
「Line好友募集活動」與「醫圖下午茶」活動，
目前已超過650位讀者加入醫分館官方帳號，並
持續成長中。
二十

醫學院圖書分館「時事書展」 2014.11起
不定期針對時事議題篩選合適且出版年代較新
穎的館藏，透過FB推廣給讀者作為閱讀參考。
2014年11月起陸續推出「食品安全」、「亞斯
伯格症」、「失智症」線上書展；配合跨校區圖
書代借服務，幫助讀者利用豐富的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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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

廿三

聞書香•知臺大書展 2014.11.11-11.30

圖書館不思議主題書展

配合2014年臺大86年校慶於總圖書館中廳舉辦

2014.12.03-2015.01.18

「聞書香•知臺大」主題書展，依臺大人、臺

配合圖書館週於總圖書館中廳舉辦「圖書館不

大事以及臺大遊三個主題展出70餘本館藏，除

思議」主題書展，展出逾百件館藏，包含圖

介紹臺大創校至今相關故事外，也有許多深度

書、電子書與影片等，並舉辦影展活動，播

導覽校園裡的人文風情之書籍。讓來館的校內

映《圖書館戰爭》、《風暴佳人》、《刺激

外讀者能用新的觀點來認識這個美麗的學校。

1995》及《羅倫佐的油》等4部以圖書館為重

廿四

要場景的電影。2015年展出期間，再加碼「異

黎烈文教授手迹資料展暨專題演講

想單」有獎徵文活動，請讀者寫出心中不思議

2014.11.28-2015.01.30

之圖書館人、事、物，獲得115位讀者的回響。

西洋文學研究與翻譯名家黎烈文教授，於民國
廿八

36年8月任外國文學系教授，迄民國61年10月

舉辦「數學．書展」活動

逝世止，其間著述不斷，尤以對法國文學的探

2014.12.22-12.29

討最為深入，而且擅以優美譯筆，譯介法國小

為滿足大學部同學的閱讀需求，數學系圖書室特

說名著，風行一時，影響深遠。適逢黎教授110

別購置一批適合大學生閱讀的書籍與雜誌期刊，

壽辰，特於總圖書館五樓特藏資料區舉辦手迹

除規劃獨立區域陳列外，並舉辦《數學•書展》

資料展，以為紀念。開幕當日並邀請王文興教

活動，展示高斯傳記與丘成桐等知名數學家之著

授、白先勇教授及鄭恆雄教授舉辦專題演講，

作，以及翁秉仁教授所提供之具國際觀的數學普

與眾人分享黎烈文教授的生平點滴。

及雜誌《數理人文》等，成功吸引了許多數學愛
好者駐足觀賞。現場亦舉辦「數學家猜一猜」有

廿五

數物化三系圖書室聯合快閃活動

獎活動，讓大家來辨認阿基米德、牛頓、費馬等

2014.12.01-12.03

數學家們，吸引讀者熱烈參與。

數學、物理、化學三系圖書室聯合舉辦快閃活
動，借書兩冊即可參與戳戳樂抽獎，以及於FB
活動粉絲專頁留言寫下最喜歡的一本數學/物理/
化學書名，亦可獲贈小禮物。該活動吸引約300
人來館借書，另有3,185個FB用戶在活動期間點
擊粉絲專頁，留言亦高達約200則，有120個粉
絲按讚；另回收問卷調查182份，統計結果有
96%參與者對這次活動表示肯定，成功達到推
廣系所圖書室、提升館藏借閱與利用率，以及

讀者參觀數學書展

增加與讀者互動之效益。
廿六

2014生命教育冬季影展 2014.12.03-12.23
與本校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共同舉辦「2014
冬季生命教育影展」，播映《愛在黎明破曉
時》、《請來參加我的告別式》、《瀕臨邊緣
的人》、《地心引力》等4部影片，並邀請曾昭
旭老師、錢玉芬老師、黃曉峰醫師、楊秀儀老
師進行映後座談，共吸引792人次前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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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究與出版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館務報導
一

館訊

簡介與利用指導手冊
一 《青春校園•圖書館與你同行》是配合本校

每月15日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訊》，

新生入門書院圖書館課程的同名手冊，與課

藉由定期的圖書館館訊，傳佈圖書館服務與資

程簡報同一風格，上課同時發送給所有新

源。內容分作「服務訊息」、「參考報報」、

生，以加強課程印象，頗受新鮮人稱許。

「講習活動」、「活動報導」、「校史故事」
等主題，2014年總計發表137篇文章。

二 《這是你的圖書館—教師版圖書館利用手冊》

與英文版手冊《My Love Affair with NTU
Library》於103年學年度開課之前，全面更新

二

年報

線上版內容。

2014年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圖書年報：2013年版》，5月出版《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年報：2013年版》，是本館工
作成果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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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落成啟用，編製

該館簡介摺頁，並更新各校區圖書館（室）
分布圖。

圖書資訊專業期刊
《大學圖書館》準時於2014年3月與9月出版第18卷1

專書出版
一

期與2期，總計收錄14篇文章，退稿率為26.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賀茂季鷹
「雲錦翁家集」》
『雲錦翁家集』是日本近世文學中和歌歌壇之泰
斗賀茂季鷹的和歌集，對日本所謂堂上派的地下

紀念品製作

歌人之研究，可說是至為珍貴的材料。本館此一
典藏可能是初版，或是與初版甚為近似之善本，

19 世 紀 出 版 的《B i r d s o f A s i a 》、《Po m o l o g i e

尤其函套上明白印記當時的印刷部數，是十分珍

française》、《本草圖譜》，以及日治時期田代安定的

貴之資訊。本書將《雲錦翁家集》加以翻刻、製

手稿與典藏，內容印刷了美麗的花鳥植物繪稿，精緻

作初句索引與人名索引，並附日本國內各種版本

生動、設色典雅，本館精選其中圖案印製成藏書票2

的比較，並說明各種版本之編印過程。

套、便條紙3款與2015年年曆，希望分享給喜愛的讀
者。為慶祝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落成啟用，亦製作
該館專屬紀念明信片與書籤。

二

與宜蘭縣史館合作出版《異鄉又見故國
花：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
田代安定曾於1895年9月至10月間至宜蘭調
查，宜蘭縣史館委請吳永華、陳偉智進行調
查、研究、考證與翻譯，並將相關史料匯集為
本書。其中所使用之復命書手稿、田野日記與
筆記、田野蒐集資料等（20件873個影幅）皆
為本館田代安定文庫所藏，邀請本館協力共同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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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發展
Staff Development

館員訓練
一

知識饗宴：專門為館員開辦的圖書資訊學相關課程
日期

2014.02.18

課程

「好用性與使用者體驗研究」課程研究報告分享

講者

本校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
學生團隊
本館館藏徵集組邱婉容組長、

2014.03.04
新加坡IFLA 2013年會與會心得
2014.03.18

閱覽組洪玉珠組長、
推廣服務組郭嘉文組長、
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

2014.03.10

鏈結資料與圖書館

2014.05.07

圖書館在大數據及雲端時代的問題與挑戰

2014.05.19

圖書館員如何開拓研究數據管理服務新領域

2014.06.10

Linked Open Data在圖書館的挑戰與實踐

2014.11.25

在個資法相關規定之下，探討圖書館各項服務的
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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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柯皓仁館長
本館系統資訊組

黃乾綱組長
美國雪城大學

秦健教授
本館

陳光華副館長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賴文智律師

二

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醫分館）- 共計108人次參加。
日期

三

課程

2014.04.17

Linked Open Data在圖書館的實踐

2014.06.18

實證醫學與圖書館員角色變遷

2014.09.01

大數據環境圖書館新型服務

2014.11.20

如何運用W3C新規格與技術提升圖書資訊

講者

本館

陳光華副館長
淡水馬偕醫院圖書組

劉淑蓉組長
上海科技大學圖書館及信息中心

張甲主任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知識長

溫達茂老師

校內電話禮儀課程
閱覽組蔡淑玲小姐及林小君小姐參加校內電話禮儀種子教師訓練，受訓完成後，於2014年6月20日與
24日開設本館電話服務禮儀課程兩場次，並製作講義供全館同仁及工讀人員共同學習，提升人員服務禮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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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受邀擔任講座
日期

2014.03.24

2014.05.01

2014.05.21

講座資訊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於「CONCERT 2014年度座談會--圖書館提供的創新服務」，以
「從教育發展趨勢看大學圖書館服務的變革」為題發表演講。
特藏組宋志華編審受邀於本校圖資系蔡天怡助理教授「數位圖書館」課程，介紹本館特藏資
源數位典藏，並分享使用以CONTENTdm建置數位典藏館的經驗。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於「大學圖書館的轉型與蛻變研討會」，以「從教育發展趨勢看
大學圖書館服務的變革」為題發表演講。

2014.05.16

推廣服務組黃瀅芳股長、鄭惟中先生及學科服務組張育銘股長受邀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2014.06.20

館舉辦之「夥伴集力，創意基地」座談會，分享本館新生推廣活動與學科教育訓練之經驗。

2014.07.14

2014.08.13

2014.08.18

2014.
09.23-26

2014.10.01

2014.10.09

2014.10.16

2014.11.11

2014.11.28

2014.12.19

學科服務組劉應琳編審受邀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3年度數位資料之應用與發展趨勢探
討研習班」，講授「臺灣發展研究資料管理政策之探討」單元課程。
系統資訊組黃乾綱組長受邀至清華大學圖書館，以「大數據與圖書館應用」為題分享學術研
究與圖書館相關實務經驗。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3年度翻轉圖書館研習班」擔任講
座，講授「教育科技趨勢與圖書館」。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參加「圖書館傳統與創新：資源、技術
與人文研討會」並擔任講座。
特藏組蔡碧芳副理及陳美換小姐受邀於羅東高中之「103學年度推動閱讀計畫」，分享本館
中式線裝書裝幀與保存的經驗。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於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資訊素養分享會」，以「善用同儕壓
力，提升課堂參與：對MOOC與翻轉教室之經驗與觀察的分享」為題，分享資訊素養教學經驗。
書目服務組葉欣怡編審、閱覽組陳詩絨股長及館藏徵集組王盈智小姐、黃茜儀小姐至本校圖資
系擔任《圖書館資訊系統》課程講師，介紹本館Sierra系統之編目、流通、期刊與採訪模組。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靜宜大學圖書館，以「翻轉圖書館—教育發展趨勢下大學圖書
館的轉變」為題，與圖書館界同道交流。
系統資訊組吳瑟量先生受邀於「2014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以「TAIR的學術能量」
為題發表演講。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逢甲大學圖書館「變革圖強：學術圖書館的逆境與策略」研討
會，以「教育學習科技趨勢與圖書館」為題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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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資訊

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於「2014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報告計畫成效，書目
2014.12.05

服務組葉欣怡編審、陳郁文股長分別以「OCLC Research近年研究趨勢與研究報告閱讀心得
分享」、「臺灣大學圖書館中文人名權威建置經驗分享」為題，分享本館編目經驗與成果。

2014.12.12

2014.12.12

2014全年度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與林以薰小姐受邀於本校圖資系蔡天怡助理教授「人文學資訊資源與
服務」課程，分享圖書館利用指導及學科服務活動籌辦之經驗及心得。
系統資訊組黃乾綱組長受邀至淡江大學圖書館「103學年度教育訓練課程」，分享臺大圖書
館網頁建置經驗。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張育銘股長受聘擔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五十三屆資訊素養委員
會委員。

館員參訪
日期
2014.08.11-14

2014.05.29

講座資訊

特藏組宋志華編審與詹幼華編審應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邀請，分享本館特藏資源數位
化及臺灣地圖資料之管理經驗。
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鄭銘彰組長帶領同仁前往清華大學圖書館參訪，觀摩導覽業務推
動及學習處理新館營運常見問題。
陳雪華館長帶領張素娟專委、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多媒體服務組陳慧華組長、

2014.10.13-14

系統資訊組黃乾綱組長與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一行，前往韓國濟州島參加2014年
OCLC亞太理事年會。

館員發表
1. 學科服務組楊韻蓉編審與陳巧倫小姐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徵選活動」，分別以
「數學資料庫講習」、「圖書館英語學習資源介紹」榮獲優選作品獎。
2. 張育銘、陳巧倫（2014）。大學圖書館部落格使用效益分析—以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為例。在王振
鵠教授九秩榮慶論文集（頁323-342）。臺北市：師大書苑。
3. 張稜雪、黃女貞嫆、唐宏瑞（2014）。臺大醫學院Research Portal建置與ORCID導入經驗分享。在中華民國
一０三年圖書館年鑑（頁203-213）。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4. 黃乾綱、江玉婷、邱莉媛（2014）。導入決策支援系統於大學圖書館。大學圖書館，18(2)，141-165。
5. 陳巧倫（2014）。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對圖書館學科服務使用情形初探。大學圖書館，18(2)，16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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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館舍空間
Accommodation

空間維護
一

圖書館夜間光雕

總圖書館建築夜間光雕設計
總圖書館位於椰林大道的端點，為校園的幾何
中心，也是臺大校園內重要的地標建築，外觀
配合臺大原有的校園建築風格，以山牆、拱窗
作為舊總圖書館建築語彙的延伸，對稱、穩重
的造型也有傳達知識殿堂的意涵。2014年起採
用外部LED投射之建築光雕設計，以燈光投射總
圖書館主體建築、迴廊等區域，每晚定時點亮3
小時，同時增設圖書館前廣場、兩側階梯、花

二

四

升級監視安全設備

圃等區照明設備，增加夜間校園的安全性，為

本館原本使用舊型類比式攝影機，多數已使用

整體校園空間打造兼具節能、美感及安全的夜

達10年以上，且為黑白畫面畫質不佳，2014年

間地景亮點。

持續汰換舊型攝影機及主機等相關設備，更新
為高畫質數位攝影機，提昇館舍、讀者人身安

儲冰空調系統節約用電

全之維護與保障，可協助偵查犯罪，完成證據

面對電價逐年調漲以及一年更甚一年的炎炎夏

保全程序，並提高預防犯罪效果。

日，本校用電量已達與電力公司契約容量的上
限，圖書館全力配合校方儲冰空調系統建置工

三

五

舊法社分館館藏空間規劃

程。此系統係空調主機利用夜間離峰用電時段

配合法社分館遷館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原

運轉，儲存開館時所需冷能，開館時以融冰模

法政研圖及經研圖空間歸還校方，圖書室內未

式釋放供應空調所需，如此可移轉尖峰時間用

遷移至新館的館藏則移入舊法社分館。為重新

電，並充分利用離峰時段較低廉之電力，達到

規劃原有空間，將舊法社分館一樓參考書及

降低經常用電契約容量以及節省電費之效。

OPAC區加設鋼製書架，以利提供館藏服務。

密集書庫感應式燈光
總圖書館2樓密集書庫，其圖書資料使用頻率較

醫學院圖書分館一樓影印、閱報休憩區
空間調整

低，為兼顧讀者使用便利、讀者人身安全以及

醫學院圖書分館影印服務於2014年重新招商，

節能等考量，將密集書架區上方日光燈照明改

改為複合式影印服務。配合多元服務營運型態

為感應式開關，閱覽桌及走道區域則保持燈光

調整一樓影印、閱報休憩區空間，於2014年2

常開，以符合「當用則用、當省則省」之節電

月14日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啟用，期能提供讀者

原則，長期省電效果卓著。

更整潔、舒適的學習休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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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建工程
一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

二

法社新館─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落成

本館為支援師生教學研究，持續蒐集、組織各類

社會科學院新大樓由日本知名建築家，2013年

型學術資料，集中典藏陳列於館內提供讀者利

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

用。然因館藏不斷成長，雖以新增書架等方式增

主伊東豐雄（Toyo ITO）建築師設計，新大樓

加典藏空間，但目前已達承載量上限，故研議建

亦獲得2013年第35屆臺灣建築佳作獎的榮譽。

置高密度自動化書庫，提高空間典藏效率。

圖書館位於地下一樓至二樓中央樓層，總樓板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Automated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簡稱ASRS），其藏書能力約
為相同面積傳統書架5倍之無人立體書庫，館
藏資料之運送出入庫均由電腦及自動化機器設
備管理。採用無人書庫將可節省水電與人事成
本，發生地震等災害時亦可減少傷亡，且透過
電腦管理館藏資料之典藏位置，再利用高速運
送機器取出館藏資料運送至流通工作站，將大
幅縮短讀者從申請到取得的時間。
2014年5月7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自動化高
密度書庫」採購案決標，本案建置地點位於本校
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之建物內，包含一樓及地
下一樓的辦公作業空間，以及地下二樓至地下四
樓，高度為10.5公尺之自動化高密度書庫空間。
配合主體工程進度，預計將於2017年1月完工。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運用先

面積4,645平方公尺（約1,405坪），閱覽席位
430席。其中最富設計精隨的一樓開架閱覽室，
為一處長寬各約50公尺、挑高5.7公尺的通透空
間，由88支樹狀柱結構屋頂夾雜130座形狀不
一的天窗，書架及閱覽桌椅家具為竹集成材製
成，日間陽光從天窗灑下，營造置身於林蔭間
閱讀的氛圍；蘊藏著知識的森林，讓讀者拾回
閱讀的靜思，開闊的空間也蘊含培養社會科學
學者廣大視野的期待。
家具由日本著名家具設計師藤江和子（Kazuko
FUJIE）操刀，以白色系設計為主，素雅簡潔，
線條收邊獨特。竹集成材書架及窗邊閱覽桌由
本校實驗林管理處木材利用實習工廠技術研
發，與國內竹藝家劉文煌合作生產，其他設計
品家具由互助營造公司承包，網羅業界各領域
職人克服施工難度費心打造，做工精緻，兼具
實用與工藝之美。

進設備與科學化管理方
式，預計完成後可解決館藏
量增長、典藏空間不足之問
題，有效紓解本館現有藏書
空間之窘況，發揮支援各學
術領域教學、研究、學習之
功能，持續累積學術研究能
量，是達成本館使命不可或
缺的設備。

2014 臺大圖書館年報 | 35

拾壹

捐贈與贊助
Donations

期刊捐款
2014年期刊募款總計74人次，約為新臺幣39萬元。

贈書記事
時間

贈送者

內

容

2014.01.02

生機系歐陽又新教授

農業機械主題專書及期刊計122冊。

2014.01.28

歷史系楊可倫同學

中國大陸早期人文社會類教科書計163冊。

2014.03.04

已故中文系何佑森教授

文史類大陸中文圖書計4,564冊。

2014.03.25

中文系羅聯添教授

文學類中文圖書計1,394冊。

2014.03.26

地質系地圖室

珍貴日治時代古地質圖一批。

2014.04.12

財金系蘇永定教授

專業教科書為主約計400冊。

2014.05.07

桂文亞女士

兒童文學類圖書計432冊。

2014.06.10

已故虞兆中校長

文史及科技類圖書計1,267冊。

2014.10.17

第十屆海峽兩岸
圖書交易會

大陸地區近五年人文、社會、歷史、文學、藝術、童書、
字辭典、語言學習、休閒讀物等出版品計3,05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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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贈送者

內

容

2014.10.17

外文系古佳艷教授

外文系相關專業圖書，約計300冊。

2014.11.12

已故電機系陳弘基助教

電機系專業圖書、語言學習、企業經營、個人理財、休閒
圖書等出版品計507冊。

2014.11.18

圖資系周駿富教授

文史類中文圖書約計2,500冊，另有珍貴線裝書209種。

2014.11.25

生工系張文亮教授

生工系專業圖書研究調查報告約計200冊。

2014.12.25

第十五屆大陸書展暨出
版基金成果展

大陸地區出版文學、歷史、建築、藝術、數學、傳記、考
古文物、世界學術名著翻譯等套書計41種958冊。

2014.12.31

地質系

地質相關專業圖書、研究報告、期刊、早期學士論文約計
1,0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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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營運
NTU Museums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一

2014年計有26,589人次參觀校史館，其中導覽

口述歷史紀錄片腳本規劃、校史館吉祥物—文

服務總計達267場次（含中、英及日語）。訪賓

昌寶寶設計與行銷規劃、校史館婚紗攝影特展

除了知名學者、諾貝爾獎得主、大學校長、博

規劃與影片拍攝、校史館2014年度回顧影片等

物館館長、研討會與會學者之外，亦有來自偏

等。其中的年度回顧影片，除了受啟發於哈佛

鄉的小朋友和青少年輔導機構。

大學之外，影片襯樂更是由服務課同學促成校
史館與臺大交響樂團合作，由交響樂團各部的

二

開辦「導覽／實習服務學習課」，有效紓解中/

第一把交椅為校歌重新譜曲並演奏而成，廣受

英/日語導覽人力。2014年培訓課程為兩天一夜

好評！

的「校史館夜未眠」活動，同學可以在培訓之
中，與舊總圖深夜裡的心跳共鳴，進而啟發同

三

校史館導覽申請系統以及婚紗攝影申請系統上
線，提升校史館營運效能及訪賓和校友便捷的

學的靈感，為校史館開發更多的服務創意。

申請環境。

同學的創意發想落實於博物館工作實務成果
有：校史館聖誕禮讚音樂會海報設計與宣傳、

口述歷史
一

經工研院轉介，3月20、21日接待臺北帝國大

二

件相關人烏蔚庭、林木、王士彥三位校友。

學文政學部政學科校友秋山代治郎老先生（現
年93歲），並進行錄影專訪。秋山先生亦提供
校史館一些臺北帝大相關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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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臺大四六事件考察》修訂，訪問當初事

三

配合「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事」特展，9月21
日至南投實驗林訪問溪頭營林區葉永廉主任。

校史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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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4月至獸醫系退休劉榮標教授青田街寓所收集檔案文物
老照片等。

二

8月至總務處倉庫接收舊式學位袍、桌椅以及早期實驗

校史館導覽實習服務課之夜宿培訓

器材。舊式學位袍經整理後，已轉作為校史館導覽員執
勤時之制服。
三

6月獲得虞兆中校長塑像一座，係由土木系葉超雄名譽
教授的夫人吳美寶女士所捏製。

四

9月至人事室接收電動鋼印機一台；農化系捐贈帝大時
期留下之大型書櫃、置物櫃等共4件。
校史館口述歷史訪談作業

活動、演講與展覽
一

杜鵑花節【臺大•樂】校史館音樂饗宴
（與臺大藍聲口琴社合辦）
適逢杜鵑花節，首度邀請已有61年歷史的「臺大藍聲口
琴社」演出，並邀請早期社團校友演講介紹「臺大藍聲
口琴社」的歷史，分享記憶中的每一場表演、活動及社
團的歷史脈絡；流露歷史傳承的情感，溫馨而動人。曲

舊總圖夾層書庫《遺落》攝影展

曲口琴演奏，不僅展現臺大人的才華，更為聽眾們帶來
豐美的心靈饗宴。並因此次展演，徵集「臺大藍聲口琴
社」238件珍貴社團老照片由校史館永久典藏。
二

舊總圖夾層書庫舉辦《遺落》攝影展
（與臺大攝影社合辦）
首度與臺大攝影社合作，將往年在第一活動中心舉辦的
期末成果展，移師到舊總圖夾層書庫舉辦。展期為5月

藍聲口琴社表演

19日至5月31日，並邀請攝影社老社員舉辦「攝影，讓
我們在一起」座談。短短18天展覽，吸引超過900人次
參觀，堪稱是臺大攝影社近年來最受歡迎的成果展。展
覽期間，適逢校史館舉辦「環太平洋大學協會大學博物
館研討會」，與會外賓趁著參加校史館舉辦的晚宴，紛
紛走下書庫一探究竟，也意外為這場攝影展帶來「國際
注目」的行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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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懸清韻：臺大鋼琴社教學制度成果
發表會」（與臺大鋼琴社合辦）

的導覽解說與趣味化的遊戲過程，引發小朋友

首度與臺大鋼琴社合作，5月28日於館內舉辦

精神內涵注入每位學童的腦海記憶中。

對臺大歷史與校園的興趣，潛移默化地將臺大

了別具一格的鋼琴音樂沙龍演奏會。鋼琴社同
學配合校史館內的氛圍，演出了包含歌劇魅影

八

配合圖書館辦理「LIB星際大冒險」活動

的〈Beneath the moonless sky〉、拉赫曼尼諾

配合8月25日至9月30日圖書館「LIB星際大冒

夫〈練聲曲〉、〈巴哈小步舞曲〉以及李斯特

險」活動，校史館提供LOGO木製紀念章、三道

〈驟雨〉等等曲目。悠揚樂聲，讓校史館的訪

關卡題與紀念品配合闖關活動，參與校史館闖關

賓享受了一個餘韻無窮的美好夜晚。

人次近700人。此外，亦同時刻製博物館群LOGO
木製紀念章放置櫃檯，提供訪賓蓋章紀念。

四

「鑑戒與惕勵：走過臺大哲學系事件
40年」專題網頁製作完成

九

6月製作完成「鑑戒與惕勵：走過臺大哲學系事

「相約，與四年後的自己相遇：埋下專屬
臺大B03的時空膠囊」活動

件40年」專題網頁，置於校史館網站，提供民

配合新生入門書院活動，校史館亦於8月25日至

眾瀏覽此特展之數位資訊，並且新增兩封過去

9月29日止，推出「相約，與四年前的自己相

從未公開過的張德溥信件內容。

遇：埋下專屬臺大B03的時空膠囊」活動。讓大
一新生能在校史館臺大精神展區的桌前，靜心

五

參與虞兆中校長追思會與徐州路校區
法社分館最後一日，紀錄重要校史影像

寫下要給四年後自己的話語，投入時空膠囊封

6月18日虞兆中校長追思會，前往錄影記錄，

邀請當年參與的同學，一同共襄打開時空膠囊

張安明組長亦上台分享三段與虞兆中校長的回

的盛事。

存。預計於2018年3月17日杜鵑花開的日子，

憶。6月20日，前往社會科學院錄影，記錄下午
5時整徐州路校區法社分館最後一日服務的閉館
歷史時刻。

十

舊總圖夾層書庫二度舉辦攝影展《交換
故事》（與臺大攝影社合辦）
9月24日起至10月15日止，與攝影社再次攜手

六

畢業季舉辦例行活動
「留言一句．傳情百年」

合作，以「交換故事」為主題，策畫迎新攝影

6月6日至7月18日，邀請本校即將畢業同學於

與其他參展人交換，參展人亦須以自己所換得的

校史館準備的書冊上揮灑豪情壯志、夢想與畢

故事作為題材，拍攝出與情節相對應的照片，吸

業感言；並配合畢業典禮，延長開館時間，提

引超過700名訪賓參觀。展覽期間，於川流廳舉

供畢業生與家長、校友參訪。

辦兩場講學活動：9月25日「交換故事攝影展─

展。每位參展人需提出一則短篇故事或一組格言

作品說明會」；10月7日「數位暗房概論」。
七

籌劃「臺大歷史知識大富翁」活動
配合臺大博物館群暑期舉辦的學習體驗營活
動，2014年推出「臺大歷史知識大富翁」。由
四位導覽隊輔，分別帶領小組成員至各展區瞭
解校史內容，累積臺大歷史知識，以作為之後
大富翁遊戲的籌碼。臺大校史館蘊含豐富多樣
的校史記憶、文物與故事，希望透過深入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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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總圖夾層書庫《交換故事》攝影展之川流學堂

十
一

臺大學生日記手稿精選海報展
配合執行竹北分部博物館群推展計畫，9月1日
至9月30日止，校史館於竹北校區碧禎館二樓
走廊空間，展出「臺大學生日記手稿精選海報
展」，以活潑繽紛的日記手稿和佳句摘選，展
現出臺大學生精彩多元的真實面貌。

十
二

留言一句傳情百年

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事特展
（與臺大實驗林合辦）
校史館川流廳繼「臺大博物館群特展」之後，
推出以本校實驗林歷史為主題的「年輪：臺大
實驗林的故事特展」。實驗林擁有百年以上的
歷史，展場內除了展示文件史料，尚陳設昔日
林業工作使用的各式器具，牆上懸掛的老照片
彷如一道道時光迴廊，帶領人們穿越時空，重

臺大學生日記手稿精選海報展

回歷史現場，回顧林業輝煌的歷史。展期自
2014年11月5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
十
三

「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事」特展開幕

校慶期間，辦理星夜校史館活動
自2014年校慶起，與總圖遙望的校史館，於每
天下午5點至9點間開始有了燈光妝點；在無垠
的星夜裡，成為椰林大道另一個明亮的端景。
校慶期間舉辦的「星夜校史館」，除邀請學生
樂團與館內駐點演出之外，2014年起，導覽員
值勤期間須穿著「除役」的早期臺大學、碩、
博士學位服作為制服，此舉獲得許多訪賓的正
面回響。
再以老館員口述中位於校史館中央展廳的「文
昌位」為發想主題，與服務課助教、工讀生一
起合作製作「文昌寶寶」玩偶，作為校史館
「非官方」吉祥物，在校慶日正式登場。這個
純手工製作的娃娃，現在擺放於校史館中央展
廳內東北位的閱覽桌上，是國內外訪客拍照留
念的重要景點；而導覽員在解說中略提傳統風
水觀念之概要，對來自歐美的訪賓而言，也增
添了導覽的趣味性。
星夜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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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提供校內單位洽借展場空間，
辦理各項活動
◆

6月7日，人類學系舉辦應屆畢業生撥穗典禮
與午宴。

◆

6月23日，國際事務處為泰國坤敬大學訪賓
進行「臺大簡介」簡報。

◆

7月18日，臺灣文學研究所舉辦畢業生撥穗
晚宴，臺文所洪淑苓所長、柯慶明、黃美娥
及蘇碩斌等四位教授皆蒞臨與會。

◆

8月30日，人類學系舉辦大一新生之親師生
座談會，陳瑪玲系主任與系上多位老師、大
一新生及家長等近80人蒞臨參加。

◆

9月24日，公衛學院舉辦「APRU全球衛生工
作坊國際研討會」晚宴，計有14國約150名
國內外學者參與，校長、公衛學院長官皆蒞
臨與會。

◆

十
四

11月7日，人類學博物館辦理演講，講題
「博物館與部落共構下的新關係」，由潘朝

校史館聖誕禮讚

成（Bauki Angaw）先生主講。

臺大合唱團是臺大最具代表性之音樂性社團之
◆

一，其聖誕節在校園內以及鄰近社區報佳音的

53屆年會」晚宴，並穿插學生表演活動，場

傳統，已是公館地區別致的人文風景。2014

面歡笑不斷、圓滿成功；心理系師長們非常

年12月12日以及20日晚間，校史館分別邀請

滿意於校史館空間舉辦晚宴。

臺大鋼琴社以及臺大合唱團到校史館報佳音；
◆

期待在2014年歲末之際，能用樂曲傳達寒夜

紀念品開發
◆

製作椰林大道南北兩側一條街建築之長條

十
七

提供入館拍攝申請
◆

◆

◆

◆

製作博物館群及校史館LOGO木製紀念章，
提供訪賓蓋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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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臺大學生拍攝微電影，參加校內
微電影競賽。

配合「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事特展」，
製作杉木雷射雕刻紀念杯墊。

2月13日，國際事務處拍攝禮賓學生計畫宣
傳短片之「校史館參觀導覽」工作片段。

連續明信片，包含椰林大道的端點校門口
與總圖書館，總共描繪14幢建築物。

11月26日，國際事務處為泰國大學校長、副
校長進行臺大簡介。

將近、希望在臨的新年氣氛。
十
五

11月8日，心理學系舉辦「臺灣心理學會第

◆

10月3日，新唐人亞太電視公司拍攝臺北市
政府觀光傳播局之臺北探索館常設展展示設
計－多媒體「故事盒」製作素材。

館舍設備調整
◆

校史館一樓大門入口裝設資訊電子看板，輪播博物
館群以及出版中心各種活動海報電子檔；同時展示
博物館群地圖，輔以16個壓克力盒，陳列放置博
物館群資訊DM。

校史館場地出借公衛學院舉辦APRU

◆

新設置校史館夜晚（17:00-21:00）建築打燈，增
添古蹟典雅氛圍。

◆

校史館一樓大門口以及二樓，新增四座臺大實驗林
特製專屬海報架。

◆

川流廳入口處加裝人流計數器，有效統計特展參觀
人數。

◆

常設展區之世界大學排名展版更新，新增US
News大學排名。

◆

常設展區更新國際學術交流展版。

◆

校史館內外各項指示牌更新。

◆

援引文昌位典故，於閱覽桌展示區放置手工縫製之

椰林大道一條街明信片

文昌君吉祥物，供訪賓拍照。

校史館一樓大門入口裝設資訊電子看板（東側）

文昌寶寶初登場亮相

◆

更換四處展場之燈泡以及兩式螢幕。

◆

裝設更新保全警報系統。

◆

檢測展場監視系統。

◆

檢測T5燈管。

◆

辦公室加裝空調風扇。

◆

空調設備維護例行保養。

◆

更新校史館英、日文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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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本校自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迄今80餘年，累

博物館、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本室、

積數以萬計獨特珍貴文獻史料、標本與文物藏品，

農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動物博物館、檔案展示

並由校內各系所單位設置多處不同屬性、規模之博

室及醫學人文博物館等十館。2005年，臺大圖書館

物館進行典藏展示，以支援教學研究所需，同時見

銜命辦理「臺大博物館群」整合業務；2007年11月

證本校發展歷程點滴。合作館計有校史館、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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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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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舉辦「創藝•心動•瞬間－臺大博物館群
LOGO銘版週歲創意攝影」作品徵件暨比
賽
臺大博物館群運用LOGO設計10館一致性識別
「銘版」，設置於各館大門牆面。適逢銘版設
置一週年，特別舉辦「創藝•心動•瞬間—臺
大博物館群LOGO銘版週歲創意攝影」作品徵件
暨比賽，邀請大家一同走訪臺大博物館群，運
用博物館群各館LOGO銘版進行創意拍攝，後製
獨一無二的攝影特色照，並於活動網站投件分
享對於臺大博物館群的「心動瞬間」，並舉辦
「博物館群評選」及「網路人氣票選」競賽。
活動成功為博物館群徵集許多極富創意與特色
之作品3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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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博物館群LOGO銘版創意攝影展

三

主辦第二屆環太平洋大學協會（APRU）
之大學博物館研討會

五

編輯出版《標本．文物．我們的歷史：
臺大博物館群與藏品精選》

在臺大圖書館、國際事務處、博物館群以及秘

歷史悠久的臺大，自1928年創校的臺北帝大時

書室訪客中心全力支持與奧援之下，5月20日至

期以來，累積了豐厚的學術標本與歷史文物，但

5月22日，臺大博物館群順利完成本次研討會的

由於隱身在不同的館舍建物內，因此鮮為人知，

籌辦任務。本次會議歷時3天，主題為「以創新

希望透過本書的出版，讓外界能夠瞭解臺大博物

與跨領域結盟重塑大學博物館的外展服務」，

館群的成立過程、各成員館之館舍建築的歷史變

共有13國18所研究暨教育機構參與，邀請北

遷，並進一步認識隱身其中的珍貴藏品。

美學術博物館與藝廊協會理事長／奧勒岡大學

本書由十個成員館群策群力共同撰寫，內容一

喬登•辛尼澤藝術博物館館長吉兒•哈茲（Jill

共匯聚了約莫近百件的藏品介紹，例如有美人

Hartz）女士、京都大學博物館館長大野照文

魚之稱的「儒艮」、在日據時代被列為天然紀

（Terufumi Ohno）教授、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念物的「寬尾鳳蝶」、歷經一段曲折命名過程

于宏燦教授發表主題演講，其餘有17篇論文發

的「武威山烏皮茶」、記載校名轉變關鍵的

表，32張海報展示，超過220名人次與會，是

「臺大第一號公文」、物理文物廳的鎮館之寶

臺大跨單位合作的卓越成果！

「直線粒子加速器」等，這些珍寶都隱藏在各

此外，尚有以行動展示盒為主題的「全員動

個小型博物館內。當它們一件件躍然於紙上，

腦」工作坊，參觀臺大博物館群的走訪行程，

述說著自己的身世故事時，它們彷彿都有了生

於校史館舉辦的精采破冰晚宴，最後一天（5月

命，從博物館沉睡中甦醒。

23日），則是讓與會者自由報名參觀鶯歌陶瓷
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以及故宮博物院。本次
會議亦是2014年國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博物館

六

臺大博物館群藏品精選櫥窗展（與本校
出版中心合作）

研討會之一，也為國內博物館學界與實務界留

首度於「誠品書店」（臺大店）展出「標本．

下許多國外的經驗資產。

文物．我們的歷史：臺大博物館群藏品精選櫥
窗展」，展期自7月1日至7月31日止。本展覽

四

應邀參與「歡慶518博物館文創市集」，
提升博物館群能見度（國立歷史博物館
及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主辦）

匯聚了博物館群十個成員館的精選藏品共同陳
列展示，推廣臺大博物館群於校園之外，亦不
啻為一次行動博物館的體現。

適逢518國際博物館日，應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邀請參與「歡慶518博物館文創市集」活動。
5月18日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設立攤位，宣傳推
廣臺大博物館群，並設計「答題有禮」遊戲活
動、自製設計簡短有趣的機智問答，獲民眾熱
烈響應；博物館群各館文宣1,500份、紀念品
370件全數發送完畢。

臺大博物館群藏品精選櫥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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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七

落實社會教育理念，舉辦「悠遊一夏•探
索臺大─2014臺大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
驗營」
臺大博物館群擁有豐富的校園文化性資產及藏
品教育素材，為落實社會教育理念，向下扎
根，博物館群於2014年暑假8月11日、8月13
日及8月15日舉辦三梯次「悠遊一夏•探索臺
大--臺大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提供即將
升小學四年級至國中七年級的小朋友體驗臺大

兒童學習體驗營，頭綁創意DIY的額帶成品，開心合影

博物館群的奧秘與繽紛。活動匯集各博物館之
創意學習課程，將科學與人文知識結合生活應
用，透過實際手作與遊戲互動，在博物館的典
藏空間中，引領小朋友進行快樂與深入淺出的
知識學習。活動廣獲家長熱情報名，更有來自
大陸上海市的孩童報名參加；由學員回饋問卷
得知，高達97%的學員對活動課程表達滿意以
上的程度；並表示很希望再來下次的學習體驗

京都大學─臺灣大學聯合研討會

營活動。
八

於新生入門書院學習課程，向大一新生介
紹臺大博物館群

京都大學─臺灣大學聯合研討會

配合圖書館新生入門書院學習課程「青春校
園•圖書館與你同行」發放博物館群簡介手冊
4,000冊，並於課程介紹臺大博物館群，以利
大一新生認識臺大的校園文化性資產與歷史珍
藏。
九

參加日本京都大學「2014年京都大學─
臺灣大學聯合研討會」
奠基於2013年舉辦的「2013年臺灣大學─京都
大學聯合研討會」，2014年9月，臺京兩校再
次舉行聯合研討會，會議場地移師日本京都；
博物館事業再次成為本會交流重點議題項目之
一。今年兩校共有18位博物館學者、工作人員
以及學生於博物館議程上發表演說及摘要，並
有20張學術海報展示；主題橫跨藏品數位化在
研究與教育之應用、以及拓展外展服務之可能
性。在緊湊的2天議程之間，兩校博物館透過論
文發表與密切討論，探索大學博物館在高等教
育與研究中扮演領航角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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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群參觀有禮

首次辦理臺大教職員工
「臺大博物館群暨校園巡禮」活動

十二

十

持續協調博物館群館際交流活動辦理
為強化博物館群各成員館交流合作、分享學習與

臺大博物館群、訪客中心及人事室於10月9日、

共同成長，自2013年起，協調各館辦理「博物館

10月16日、10月23日及10月30日合辦四梯次

群成員館交流活動」，每兩個月由一成員館主辦

「臺大博物館群暨校園巡禮」活動；這也是首次

交流分享課程。兩年間，十館各主辦一場次，有

舉辦專門提供校內教職員工的博物館群暨校園巡

效促進博物館群各合作館彼此合作、凝聚歸屬感

禮，帶領臺大同仁參觀臺大博物館群10間合作

與向心力，共創提升館務與推廣活動效益。2014

館與校園特色景點，讓大家都能認識並感受臺大

年度辦理五場次如下：

博物藏品的知性之美及校園各處的歷史風貌。參

◆

與同仁感謝主辦單位舉辦活動，認識了工作三、

4月16日，人類學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庫房
奧秘。

四十年所不知道的臺大，並表達當日參訪的開心
◆

與感動。

6月11日，醫學人文博物館－醫學院及醫院新
舊院區的歷史與現況。

十一

校慶期間，舉辦「博物館群參觀有禮」活
動、設計推出「博物館群藏品套卡」（12
款/套）特色紀念品

◆

9月10日，地質標本館－地質標本館暨庫房解說。

◆

10月31日，農業陳列館－農陳館建築與展覽導
覽、手抄紙DIY。

設計推出「博物館群藏品套卡」（12款/套）特
◆

色紀念品：卡片正面邀請藝術家繪製博物館群10

店等12款手繪圖，並搭配中英文名稱設計專屬卡
片；12張卡片背面可拼湊臺大校徽1982年版；
另，設計製作專屬牛皮紙卡包裝盒。適逢校慶，
結合博物館群參觀／定時導覽推出「博物館群參
觀有禮」活動；獲民眾熱烈響應，活動爆滿並意
外吸引許多小朋友參與活動。

十三

館、磯永吉小屋標本／文物及出版中心校史館書

12月18日，昆蟲標本室－昆蟲館的過去與現在。

臺大校訊「資產．古物．我們的歷史」
專欄開發
2014年2月起，博物館群於《臺大校訊》「資
產．古物．我們的歷史」專欄，輪流撰稿發表各
館精采的文化資產。截至年底，此專欄文章共計
有29篇。本專欄亦獲得本校英文網頁小組青睞，
校方主動譯為英文，刊登在本校英文首頁「what’s
new」園地，共計12篇，以及1篇刊登於NTU
Newsletter第41期。

2014 臺大圖書館年報 | 47

十七

十四

執行竹北分部－博物館群推展計畫
為參與本校活化竹北分部碧禎館系列活動，博

紀念品開發
◆

為設計博物館群對外的統一形象識別服飾，

物館群辦公室與各成員館共同執行竹北分部－

第一波邀請戲劇系王怡美教授操刀設計長披

博物館群推展計畫，圓滿完成。

巾，王教授取材蝴蝶標本以及傅鐘作為設計
元素。

◆

2014.06.01-06.30 昆蟲標本室
◆

昆蟲的生命，生活，生態海報展
◆

因應「博物館群參觀有禮」活動，設計「博
物館群藏品套卡」（12款/套）特色紀念

2014.09.01-09.30 校史館

品：卡片正面邀請藝術家繪製博物館群10

臺大學生日記手稿精選展

館、磯永吉小屋標本／文物及出版中心校史
◆

2014.10.01-10.31 博物館群辦公室

館書店等12款手繪圖，並搭配中英文名稱設

臺大博物館群LOGO銘版創意攝影展
◆

計專屬卡片；12張卡片背面可拼湊臺大校徽

2014.11.01-11.30 人類學博物館

1982年版，並有專屬牛皮紙卡包裝盒。

「北部平埔族史前文物─
◆

臺大校園下的考古埋藏」特展
2014.11.05、2014.11.08 動物博物館
行動展示盒工作坊及兒童體驗營
◆

2014.12.01-12.31 檔案館
「臺大檔案膠囊」特展

供參訪民眾蓋章、蒐集留念。
十八

◆

設計博物館群暨各館LOGO木製紀念章，提

《光華》雜誌社採訪臺大博物館群
臺大博物館群藉由許多推廣活動，努力融入民
眾終身學習，已逐漸建立口碑，《光華》雜誌

十五

特派記者前來採訪博物館群特色與服務，向國

獲選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編輯製作
「文化地圖」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將編輯製作「文化地圖」，
臺大博物館群獲邀加入大安區藝文單位，提供
「臺大博物館群」參觀資訊、中英文館名等資
料予北市文化局後續製作並統籌宣傳，以利有
效推廣及提升博物館群知名度。

十六

博物館群簡介手冊更新
依博物館群訊息異動，更新相關資訊，並新增
「博物館群募款」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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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讀者介紹臺大博物館群。採訪文稿寫成
〈臺大博物館群：穿梭時空的校園大冒險〉一
文，刊載於《台灣光華雜誌》2014年9月號。

拾參

綜合統計
Statistics

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館藏類型

2012

2013

2014

中日韓文圖書（冊）

1,718,105

1,756,804

1,786,194

外文圖書（冊）

2,325,410

2,344,282

2,358,257

電子書（冊）

2,604,770

2,792,834

2,855,906

公開取用電子書（冊）

108,365

110,074

223,439

微縮資料（片、捲）

213,988

213,996

214,004

視聽資料

167,831

173,020

176,933

30

27

27

現期中日（韓）文期刊（種）

2,627

2,797

2,476

現期西文期刊（種）

5,496

5,176

4,944

電子期刊（種）

49,053

52,089

51,965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種）

10,976

12,709

12,776

567

565

565

現期報紙（種）

資料庫（種）

入館人次 ─ 依讀者別
讀者別

校內

2012

2013

2014

1,406,302

1,300,821

1,205,931

224,355

208,948

283,023

總圖24小時自習室

1,354,687

1,210,732

1,067,233

總計

2,985,344

2,720,501

2,556,187

校外(含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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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讀者別

2012

總圖書館

校內

1,018,541

848,428

131,832

126,497

226,500

24小時自習室

1,354,687

1,210,732

1,067,233

小計

2,624,824

2,355,770

2,142,161

校內

172,680

131,460

207,279

59,360

46,645

17,579

小計

232,040

178,105

224,858

校內

165,513

138,731

139,397

34,601

32,869

36,326

小計

200,114

171,600

175,723

校內

15238

12,089

10,827

2940

2,937

2,618

小計

18,178

15,026

13,445

總計

3075,156

2,720,501

2,556,187

校外（含校友）

醫分館

校外（含校友）

數、物、化、法圖書室

2014

1,101,964

校外（含校友）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2013

校外（含校友）

圖書流通 ─ Tulips借書量統計及讀者類型分析
讀者別

2012

百分比

2013

百分比

2014

百分比

碩士班學生

212,651

38.7%

138,928

28.1%

126,354

28.8%

博士班學生

157,842

28.7%

50,579

10.2%

44,460

10.1%

大學部

56,297

10.2%

188,046

37.9%

160,516

36.6%

全部教職員

71,955

12.9%

70,495

14.2%

64,152

14.6%

校友

11,011

2.0%

11,698

2.4%

12,254

2.8%

館合

18,696

3.3%

20,502

4.1%

17,074

3.9%

其他

21,683

4.2%

15,611

3.1%

14,015

3.2%

總計

550,135

100.0%

495,859

100.0%

438,8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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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2012

2013

2014

文獻傳遞─外來申請（件）

16,479

15,834

13,901

文獻傳遞─對外申請（件）

1,887

1,602

2,274

小計

18,366

17,436

16,175

圖書借閱─外來申請（件）

20,927

22,408

18,852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4,718

4,170

4,434

小計

25,645

26,578

23,286

總計

44,011

44,014

39,461

電子資源使用

註：包含公開取用電子書及付費電子書全文使用統計

電子資源類型

2012

2013

2014

網路資料庫 （點擊次數）

889,838

725,856

779,171

電子期刊 (點擊次數）

793,023

516625

414,323

11,989,501

13,197,359

15,640,957

全文使用 （次數）（註）

機構典藏
項目
收錄書目資料

2012

2013

2014

187,855

199,652

203,284

63,301

74,270

77,654

全文資料

網站典藏
項目

2012

2013

2014

網站數量

5,416

6,000

6,300

網站版本

18,852

21,348

23,218

參考與推廣服務
項目
參考諮詢（件）

2012

2013

2014

75,861

88,803

85,672

利用指導

12,182人/295場

12,333人/285場

10,213人/273場

引導參觀

4,115人/276場

2,663人/223場

3,347人/25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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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書館
Main Library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886-2-3366-2326
Tel
+886-2-2363-4344
Fax
E-mail tul@ntu.edu.tw
http://www.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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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2-3366-8300 ext.55600, 55601
Tel
+886-2-2365-8902
Fax
E-mail ntukoolib@ntu.edu.tw
http://web.lib.ntu.edu.tw/koolib/

醫學院圖書分館
Medical Library
10051 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
Tel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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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 陳雪華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編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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