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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數十年來，臺大圖書館盡心盡力為校內師生提供各項
服務，並且充實書刊資源。不過，除了提供無遠弗屆的資
源與體貼便利的服務之外，我經常想著還能再做些什麼？
我認為彙集師生研究成果，並提升教師能見度，應是提升
圖書館服務的目標之一；前者因「臺大機構典藏（NTU
Repository）」得以實現，後者則以「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作為跳板。
2013年因組織重整，本館新成立的學科服務組，念茲在
茲的工作信念就是幫助各系所教師，包括推出HELP講堂定期
提供講習課程提升師生資訊素養能力，主動與教學發展中心
合作辦理教學助理(TA)培訓，協助教師研提執行「科技部補
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以及建置教師使用指定
課程參考資料E化系統等等。2015年再獲楊校長大力支持，
推出「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導入ORCID機制，不

陳雪華
Hsueh-hua Chen
圖書館館長

僅可作為學者的線上名片和雲端履歷，呈現個人研究產出，
更可展現臺大整體學術能量。目前已完成絕大多數本校院系
資料暨專任教師基本資料的建置，並陸續由本館學科館員協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University Librarian
Professo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TU

助系所教師申請ORCID及建置個人著作資料。日後更將與現
有的機構典藏系統及研發處的學術成果資訊系統互通合作，
期待能提升教師國際能見度和交流合作機會，使本校更富有
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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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近年高等教育的預算經費不斷緊縮，本館滿心感謝各界人士慷慨贈書與捐款，許多圖書已非現
今書市可以購得，本館以典藏臺灣文獻為職志，感謝眾人善心，承諾謹慎保存珍藏。已故前國史館
館長張炎憲教授藏書8,000餘冊，由張夫人轉贈本館，30位門生故舊組成的志工團，為感懷張教授
不辭辛勞投入書刊整理工作，使這批書刊能盡速入藏提供使用，令人十分感動，確實是「哲人日已
遠、典型在夙昔」的典範。
因經費短缺，募款的壓力更甚以往。感謝校方支持，2015年本校與華碩電腦公司簽署合作備忘
錄，華碩公司捐贈個人電腦、伺服器、數位看板等共計340台資訊設備及3年期維修服務，此捐助有
如雨後甘霖，為本校師生提供更新穎穩定的資訊檢索設備，提升了資訊檢索的效能。其後，又有富
邦集團捐助法律學系圖書室藏書空間改造及典範學習書屋計劃，以紓解該圖書室實體書刊滿載的壓
力，提供更優質的閱覽環境。此兩個合作案是企業力量挹注學術發展的良善美意，也衷心期盼更多
企業能鼎力相助，共同為高等教育而努力。
正在興建的臺灣第一座自動化高密度書庫，2015年已完成館藏入庫需求調查、確認入藏政策及
順序，並積極進行入庫前置工作。自動化高密度書庫將提供更具效能的圖書典藏服務，本館也正規
劃總圖書館的空間改造計畫，期望因圖書遷出而釋出更多空間予讀者使用，營造一個更具彈性的圖
書館，符合新世代學子的學習型態，這將是臺大圖書館的里程碑，敬請拭目以待。
我自2008年8月擔任圖書館館長之職，迄今已經7年有餘，曾經經歷人力物力豐沛之時，也必須
面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所幸圖書館團隊成員戰戰兢兢從未懈怠，總是能端出貼心服務的菜
式，讓圖書館各項工作圓滿順利。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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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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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院系所圖書室；醫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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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師生需求提供多元使用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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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
底館藏已逾770萬冊/種，是目前國內館藏資料量最多的圖書館；亦已完成多項館藏數位化計畫，以營造一個
更便捷、更能滿足研究與學習的大學圖書館。本館組織如下一覽：

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副館長
圖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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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2015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本館主辦「2015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10月30日假臺大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共有來自全國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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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規劃OCLC新
趨勢與服務發展、國家圖書館參與VIAF權威合作，以及中文資料採用RDA編目實務經驗分享於全國館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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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度增
設獎項，表揚會員館於使用量與原編上傳之貢獻，促進書目曝光國際。此外，會員館國家圖書館與本館
皆入選OCLC全球年度十大原編館，除了提高臺灣出版與研究成果之國際能見度外，亦是華人之光。

▲ 左：OCLC亞太服務部王行仁副總裁演講「2015年OCLC的新發展」／中：陳雪華館長致歡迎詞／右：王副總裁與得獎者合照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規劃建置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於2014年召開評選會議確認得標廠商後，後續持續進行施工需求及與教學二館主體工
程界面整合事宜，並於2015年進入本案細部設計作業。該書庫2017年完工後可容納120萬冊館藏，將有
效紓解館藏空間壓力及提升圖書資源之流通使用。本館亦配合擬定與規劃各項入庫館藏整理等前置作業，
確認入藏政策及順序，持續評估調整自動化高密度書庫館藏入庫原則。於大量書籍入藏自動化高密度書庫
後，本館空間將再進行調整，目前亦已規劃討論中。

2015 臺大圖書館年報 | 5

參
「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務」正式開辦
臺灣大學聯盟自2015年9月14日起正式全面開辦「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
務」，將圖書館聯合服務範圍擴大至三校專任教職員工、博士班、碩士班、
大學部在學學生。本服務採線上申請，凡列入服務對象之讀者均可於線上提
出申請並同意將個人讀者檔匯入合作館後，配合三校轉檔時程開通本服務，
開通後得持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至合作館閱覽及借閱圖書。至2015年12月
31日止，本校已有5,522人申請，臺師大及臺科大合計4,645人向臺大申請。

與華碩合作設立「NTU-ASUS Corner」
本校與華碩電腦有限公司於2015年8月簽署合作備忘錄，華碩公司贊助總圖書館個人電腦、伺服器、數
位看板等共計340臺資訊設備，以及未來3年的維修服務，總價值新臺幣6百萬元，不僅解決館方更新
資訊設備經費不足的困境，並同時於總圖一樓檢索區設立「NTU-ASUS Corner」，展示華碩創意概念發
想的資訊產品，讓本校師生有機會在第一時間接觸業界最新發展的資訊設備，更期許本土企業的研發能
量鼓勵學子創新思考，再創新猷。為感謝華碩公司捐贈設備之良善美意，本館特於2015年9月18日舉
辦「臺大圖書館NTU-ASUS Corner啟用儀式」，當天楊泮池校長、陳雪華館長，華碩施崇棠董事長、謝
明傑副總裁都親臨會場，正式宣告本館將以煥然一新又優質的資訊檢索環境，繼續為全校師生提供多元
化、專業化與效率化之服務。

上：施崇棠董事長代表華碩公司接受楊泮池校長頒發感謝狀

▲

下：楊泮池校長向施崇棠董事長說明本校線上課程願景

▲ 上左：楊泮池校長於開幕式致詞
上右：陳雪華館長致詞
下 ：ASUS Corner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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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臺大學術庫」，展現整體學術能量
2014年由本校醫學院圖書分館率先建置成功的學術入
口網Research Portal，在楊泮池校長的肯定與支持下，
於2015年擴展為臺大學術庫（NTU Academic Hub,
AH），提供更多元、全面的學術入口，以呈現本校學
者的個人研究、學術發表和團隊研究成果，展現臺大
整體學術能量。
學科館員積極推展臺大學術庫，除協助建置校內專任教師的基本學經歷資料外，學科館員亦主動於各重要
會議，如：行政會議、院務會議、各系（所）務會議等進行臺大學術庫的介紹，前往學院系所辦理說明
會，以協助老師申請ORCID iD與匯入著作。2015年已辦理9場次說明會，包含：工學院圖書委員會、建城
所所務會議、物理系系務會議、圖資系系務會議、生技系系務會議、生科院院務會議、獸醫專業學院院務
會議、生機系說明會、電資學院圖書委員會等。

▲ 左：「ORCID與臺大學術庫工作坊」講習情況／右：學科館員於建城所所務會議說明臺大學術庫

張炎憲教授藏書捐贈
前國史館長張炎憲教授為本校臺大歷史系、所畢業，師事史學家楊雲萍教授。1975年負笈日本東京大學
獲得文學博士，在史學與社會學相關領域春風化雨三十載，以一生的熱情傳承臺灣史料研究，也是位愛書
家，張教授辭世後家屬將其藏書贈藏給母校圖書館共計贈書6,775冊、期刊1,492冊，合計全部資料8,267
件。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是張教授贈藏書刊的主要典藏地（計6,773件），此次受贈創下社科圖單次受贈入藏
冊數最多的紀錄，嘉惠師生運用研究。圖書館在2015年10月29日下午舉辦贈藏儀式向家屬致謝。
這批贈書處理過程，是本館首次與志工團合作。張教授學生們得知贈藏書刊數量龐大，為加速作業，主
動組成30人規模的志工團，分批到館協助建檔整理、加工，學生們緬懷師恩視為家人的情誼，義不容辭
動員回饋，2015年6月29日至10月2日三個月期間完成前述書刊之整理，展現驚人的效率，成為贈藏過
程值得傳頌的佳話。

▲ 左：陳雪華館長回贈師母贈書目錄／中：社科圖主任為與會者介紹贈藏特展／右：張炎憲教授贈藏圖書手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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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Services

閱覽服務
一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改置一樓
原設置於總圖書館地下一樓之「教師指定參考

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
自習室管理要點》

書專區」自2015年9月14日起改設於一樓。圖

總圖書館自習室開放條件與利用型態異於一般

書館開館時間內，開設與修習課程的師生均能

閱覽空間，為維護自習室利用環境及讀者安

到館利用指定參考圖書資源，大幅延長利用時

全，並提供管理依據，期有效制止違規事件重

間，提供更優質之教師指定參考書利用服務。

覆發生，特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自習

四

室管理要點》，2015年12月9日經全校圖書委
二

學位論文加嵌DOI

員會通過後實施。

為使學位論文在數位環境下更廣為各國研究人
員參考引用，2015年電子學位論文提交系統在

五

社科院圖書館閱覽服務

維持服務的前提下，進行嵌入國際標準數位物

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社科院圖

件識別碼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系統測

書館）2015年1月19日結束試營運，開放校外

試，使DOI嵌入本校電子學位論文，預計於104

人士以換證登記方式入館閱覽，同時段以30位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提供服務。

為上限；1月26日討論室亦開始接受校內讀者
借用。6月22日簡報室首次開放為一般自習座

三

自習室啟用門禁管制系統

位，以容納期末考試讀者入館尖峰期的自習需

總圖書館自習室於2015年11月2日正式啟用門

求，亦為往後學校考試期間社科院圖書館的標

禁管制系統，並與現有選位系統功能結合。讀

準作業程序。7月24日啟用新款校外讀者入館臨

者使用自習室時，需先於系統選位成功後，方

時證，以鋼板烤漆材質解決舊款塑膠卡片易折

能刷入門禁。大幅減少未選位入座，或是非自

損、遺失的問題，新證圖案設計與新館建築相

習目的擅入自習室的狀況，以提供讀者更加安

呼應，單價成本亦低於學校製發卡片，校外讀

全、無干擾的優質自習環境。

者反應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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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左：醫圖圖書紫外線除菌機／右：醫圖增設自助掃描器

社科院圖書館標示改善
為便利讀者使用社科院圖書館資源，先於開架
閱覽廳教師課業指定讀物區、中文圖書分類號
550（經濟學）、570（政治學）、580（法律
學）等相關利用率高的書架區放置彩色類號分
隔板，藉以增加尋書時的辨識；亦手繪自製立
體引導指標板，置於開架閱覽廳內散布在低書
架間的10處OPAC檢索電腦，解決該處不易辨識

醫學院圖書分館提供新設備

十

◆

的問題。

醫圖接納讀者建言，新購置「圖書紫外線除菌
機」，避免病菌藉由圖書流通而傳播給讀者，

七

社科院圖書館調閱服務

置於RFID自助借書機旁，以方便讀者使用。

社科院圖書館為目前典藏於徐州路校區舊法社

◆

醫圖於計中列印區增設自助式掃描器，使讀

分館書庫之罕用、複本書刊，提供調閱及傳遞

者於醫圖開放時間皆能使用掃描服務，提升

服務，2015年度共計圖書1,130件、期刊130

資源利用的便利性。

件。由於調閱申請件數量超過預期，為加速處

統，以提供即時查詢申請件進度功能，期能提
高作業效率。
八

法律學院圖書室汰換影印設備

十一

理速度，已與系統資訊組研擬建置調閱服務系

醫學院圖書分館「挑燈夜讀」服務
醫圖「挑燈夜讀」服務於學期考試期間延長開館
至夜間12時，深獲醫學校區讀者喜愛；2015年
起採納學生意見，於考前兩週即開始此服務。

配合法律學院網路環境改善以及與影印廠商合
約之重新簽訂，法律學院圖書室自2015年11月
起，全面汰換讀者區一般PC及全館影印機、掃
描器，已於2016年1月陸續完成上述所有設備
之換新及重置。
九

調整醫學院圖書分館空間氛圍－
新‧空間╳新‧服務
醫圖於2樓廊道間新設置一處多功能交談空間
「醫聊室（Collaborative Room）」，特別情商
內科部張天鈞教授出借其油畫作品，以增添分
館文藝氛圍。
▲ 新空間X新服務─醫聊室

館際合作服務
一

出席館合協會會員大會
2015年5月29日閱覽組派員出席於高雄市立圖書

國第一名、陳雪華館長榮獲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推

館舉行之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第

薦為「103年度傑出表現獎」，於會上各獲頒獎盃

二次會員大會。本館2014年館際合作服務量為全

乙座；本館亦獲推舉承辦2016年該協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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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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起規劃辦理「與知識交會的火花--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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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活動」，藉由親自訪談各系所教師，了解教師

本校申請2015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對本館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其認知、需求、期許

研究圖書計畫」，總計通過7項，獲得逾新臺幣

和建議。2015年訪談內容已陸續刊登於本館館訊

2,700萬元補助購書經費，本館安排專責學科館員

180～187期，透過老師使用圖書館的經驗分享，

支援教師執行圖書購置等後續工作。另為科技部

讓學生可藉由師長的求學歷程，了解本館資源與

公告2016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服務扮演的角色與影響，拉近校內師生與圖書館

畫」議題，主動積極與副校長共同召開計畫申請

的距離，亦使本館獲得許多寶貴的改善建議。

說明會，並由學科館員協助系所教師查找相關主

◆

二

題書目、指導TA查核複本與圖書價格等事宜，以

歷史系羅士傑老師：
期許數位人文與地方文獻的結合

協助教師於期限內順利提出計畫，總計本校研提

◆

外文系高維泓老師：圖書館是人類文明的重鎮

10項議題。

◆

分子所徐善慧老師：圖書館是一個生活的空間

◆

生機系黃振康老師：

學科館員出席院系圖書委員會議，
聆聽系所需求

研究生必學EndNote與資料庫

2015年學科館員出席文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

園藝系吳俊達老師：

院、電機資訊學院之圖書委員會議，除報告本館

◆

三

圖書館有Google無法取得的資訊
◆

近期新服務與措施，以及各該學院圖書與期刊經

海洋所陳勁吾老師：

費使用情形外，亦聆聽院系圖書委員對本館的建

圖書館是充滿歷史感又療癒身心的好地方
◆

議和意見，強化圖書館與院系間的溝通與聯繫。

生化所冀宏源老師：
校外連線、利用指導，研究生一定要知道

四

進行「我愛物圖」服務設計活動，
瞭解讀者需求
為深入了解物理系所師生對物理系圖書室之使用
意見與需求建議，學科服務組於2015年10至12
月期間，進行2場「我愛物圖」服務設計活動，採
世界咖啡館集思模式進行，使物理系所師生在自

羅士傑老師

高維泓老師

由表達與相互激盪的情境中，充分表達實際需求
與期待，以作為未來物理系圖書室服務創新之參
考。同時深入訪談該系石明豐老師、黃宇廷老師、
陳永芳老師、高涌泉老師、朱士維老師、張寶棣
老師等6位師長，了解教師對系圖書室的需求與期

徐善慧老師

黃振康老師

吳俊達老師

望，透過館員與讀者面對面互動溝通，間接進行
服務行銷與推廣，促進讀者對本館服務的了解。
「我愛物圖」服務設計活動

冀宏源老師

陳勁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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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出教師指定課程參考資料服務E化系統
為便利校內教師使用指定課程參考資料服

推出電子資料庫APP服務系統，行動裝置
使用更便捷

務，於104學年度上學期規劃完成E化系統

隨著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的普及，許多資料庫

（http://140.112.115.14/CR/），教師可直接於線上

推出行動版網頁或APP，本館收集並彙整相關資

填寫課程相關資料，並上傳指定參考資料清單，系統

訊，推出「電子資料庫APP」系統（http://web.lib.

將自動進行館藏查核並通知專屬學科館員作後續處

ntu.edu.tw/resource/dbapp），方便行動裝置的愛

理，期透過此E化系統，提供教師更簡便的指參設定

用者加以利用，使資源的取用更為便捷。

八

流程，既有之作業流程更加順暢。
六

持續積極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
建立優質知識支援服務
自2010年中旬推出「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tul.
blog.ntu.edu.tw/），5年來已有豐碩的成果。2015年
新增65則文章，累計達601則文章。2015年造訪人
次逾33萬（較去年同期成長8.2%）、點擊次數逾55

七

九

醫學院圖書分館「有溫度的服務」

萬（較去年同期成長1.0%）、逾4成文章被點擊300

醫圖自2013年成立學科小組後，以「走出圖書

次以上、逾1成文章被點擊超過2,000次。熱門點閱

館、走入研究室」的方式，藉由面對面的解說，

主題包括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學術評比資料庫

協助醫學校區研究者建置Research Portal系統與

（Web of Science、JCR、Scopus）、查詢期刊文獻

獲取服務訊息。在校長的支持下，原醫學校區

與碩博士論文資料、電子書使用說明、校外連線與網

Research Portal系統，已於2015年6月升級為校層

路設定等。此外，亦將部落格的文章作為利用指導課

級「臺大學術庫（NTU Academic Hub, AH）」，

程、數位學習課程的延伸學習教材，同時積極搭配時

期望藉由此系統展現本校同仁之學術發表和團隊

事於本館Facebook粉絲專頁宣傳部落格文章，廣受讀

研究成果，進而提升研究者的學術能見度，強化

者好評。

本校國際競爭力。

新版常問問題網站上線，方便讀者快捷查詢
為便利校內外讀者了解本館的各種服務、設備與資
源，本館將多年於櫃台、電話、e-mail受理的各種問
題，彙整為常問問題網站，幫助讀者自行快速找到解

十

醫學校區研究競爭力分析服務

答。2015年4月重新設計此常問問題網站（http://web.lib.

研究競爭力分析業務為醫學院圖書分館特色業務

ntu.edu.tw/question/），將問題依照主題分類、當月熱門

之一，此服務協助各單位主管瞭解醫學校區學術

點閱次數排序，並增加關鍵字、相關問題，以增強讀

研究成果（包括與國內外其他機構進行評比）、

者瀏覽網站、搜尋內容之效益。

訂定卓越研究的目標管理衡量指標、作為評鑑
重要參考資料等。2015年醫學院圖書分館共編
製了725份報表，分別提供給醫院158份（佔
22%）、醫學院492份（佔68%）及公衛學院75
份（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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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多媒體服務
▲

一

更新設備，提升觀影品質

更新多媒體服務中心硬體設備
1. 9台32吋4K顯示器：供讀者觀看館內館藏。
2. 1台42吋大螢幕：於中心入口處展示中心平
面圖、指定教材資料、中心規則、以及館員
推薦館藏。
3. 5台8吋平板電腦：提供線上電子書借閱以及

三

中心內音樂館藏介紹。

「影音@Online」系統輔助教師教學
為支援教師教學需要，2015年於本館「影音

4. 2台27吋觸碰式All-in-One電腦：於中心門口以

@Online」系統設置54門課程共581種教師指
定視聽教材，並於本館館藏目錄新增「影音

及開架區提供新進館藏訊息。
5. 28台24吋螢幕。

@Online」連結，便利修課同學直接點選連結觀看

6. 17台All in One 23吋電腦：提供讀者區播放

公播版視聽資料。

視聽館藏、使用互動式光碟、聆聽音樂CD、
使用影音Online及影音Focus網站、瀏覽網路
資源等用途，以提供讀者更多元更豐富的服
務內容。

四

活動支援及影片製作
1. 製作本館2015年形象影片，已完成並上傳至
臺大圖書館YouTube。
2. 支 援 2 0 1 5 年 新 生 入 門 書 院 活 動 ， 完 成

二

「觸控視聽服務區」

「Wonderland」影片拍攝及製作，深獲好

為更貼近讀者使用習慣，多媒體服務中心於

評，已上傳至臺大圖書館YouTube。

2015年規劃全新觸控視聽服務區，除原有服務
外，新增內容如下：
1. 本館主題音樂館藏介紹及線上電子書借閱服務
讀者可瀏覽或線上借閱本校購置之HyRead電子書
外，並可觀看專題介紹本館音樂主題館藏，2015
年共推出3個主題音樂、 357筆館藏深度介紹。

3. 支援2015年本館活動拍攝共10場14小時，
並協助完成26筆館內活動影片剪輯及後製，
其中16筆資料入館藏。
4. 完成2014年3月及11月所舉辦「寶島歌王洪
一峰特展」、校史館「年輪」展覽及「桂文
亞女士手稿資料展」3個展場的環景導覽。為
活動留下了記錄，並方便向隅參觀者欣賞。

2. 館藏影片目錄服務
多媒體服務中心自2015年增加電腦版、平板電
腦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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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筆目錄，提供讀者更完
整館藏影片目錄服務。
3. 館藏影評導讀
為提高視聽館藏使用率、便利讀者選片，並提供
不同觀點的欣賞角度，2015年由專業知名影評作
家，針對本館館藏撰寫深度評論與導讀共4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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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特藏組環景導覽，涵蓋珍藏室等6個場景
以及60件特藏資料介紹，透過深度的環境與
館藏實景導覽，一窺本館珍貴資料的樣貌。

資訊服務
一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三

社科院圖書館增設無線上網AP

2015年更新本館自動化系統Sierra伺服器作業

社科院圖書館增設2處無線上網AP，以改善自習

系統，輔以資源探索服務系統，加強整合館藏

室及2樓裝訂期刊區閱覽席的訊號品質。另為補

資源的查詢與篩選。本系統並由Redhat V4.X

強閱覽廳東南側沿窗閱覽席的無線上網訊號強

32bit升級至V5.11 64bit提供開放式架構，便於

度，亦簽請本校計算機暨網路中心增設1處室外

資料存取與應用。改版特色為：

AP，已於2016年1月15日安裝完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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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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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煥然一新的醫學院圖書分館網頁
為協助醫圖讀者以直接、便利的方式使用網
站，重新規劃設計的新版網頁已於2015年1月5
日正式上線。新版網頁特色如下：

二

圖書館網站更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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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顯著的活動橫幅，使活動訊息及服務公告有
效地傳達給讀者。

供多元化、專業化與效率化之服務。2015年本館

2. 首頁提供直接查詢功能，包含「查館藏」、

網站瀏覽量共4,852,352次，平均造訪停留時間2

「PubMed」、「資源探索」與「站內搜

分43秒；期間也持續開發及維護子網站，例如：

尋」等4種查詢介面。

1. 考古題網站：點閱率極高，2015年瀏覽量共
1,925,646次，平均造訪停留時間2分45秒。
2. 特色館藏網站：以圖像式呈現，提供特藏資原
查詢之平台，2015年瀏覽量共60,035次。

3. 「常用服務」與「常用資源」置於首頁，便
利讀者利用。
4. 服務內容分成6大類，讀者於首頁就能清楚
瞭解服務項目，節省網頁查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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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並
有查詢功能。2015年瀏覽量共146,246次，平
均停留時間2分04秒，新造訪比例74.35%。
4. 失物招領系統：方便讀者尋找遺失物。2015
年瀏覽量共4,354次，平均停留時間1分03秒，
新造訪比例46.09%。
其他子網站服務含期刊募款網站，提供校友捐款
及芳名錄之用途；臺大人文庫網站，羅列校友捐
贈個人著作說明；《大學圖書館》網站，本館發
行之期刊之專屬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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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版醫圖網頁

課表數位化網站，均持續更新與新增資料；本館
網頁包括英文版網頁、服務項目網頁、出版品網
站開發等持續維護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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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館藏資源

5%

Collections

電子書(冊)

40%

多媒體/
微縮資料(件)

1% 期刊(含電子期刊)/
報紙/資料庫(種)

圖書資料(冊)

54%

本館館藏量至2015年底已逾770萬冊（種），
各館藏類型分布如右：

科技部人文司補助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藏書

特藏與特殊徵集
一 獲得林煥彰先生、田朝明家屬、楊國明先生、

科技部人文司自2006年至2010年（第一期），
2013年至今（第二期）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林世仁先生、桂文亞女士與顧獻樑先生等人捐
贈手稿資料共2,640張。

圖書計畫」，八年共補助288項計畫；本校於圖書館
及各學院合作下，通過102項計畫，共獲補助款新臺
幣6.57億元，購置圖書逾32萬冊。

二 獲本校昆蟲系朱耀沂教授遺贈手稿、信件計

574件，及臺灣相關圖書40冊。
三 獲本校教務處退休同仁陳志恒女士（錢大鈞將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軍之外孫女）捐贈《千鈞重負 : 錢大鈞將軍民
國日記摘要》精裝本一套4冊。

本館自2008年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擔

四 獲臺灣歌謠創作者葉俊麟先生家屬葉吳秀鑾夫

任推動小組成員，負責電子書徵集議價作業，該聯盟

人、葉賽鶯女士、葉煥琪先生捐贈其創作手稿

迄今已購入逾12萬8,000冊電子書，供90餘所會員館

資料1,519 件，並完成數位化。

使用。

編目專案
一

進行本校教師權威檔專案建置作業
進行本校教師權威檔專案建置作業，已於6月底

資料外，也為本館之臺灣大學機構典藏系統

完成本校教師人名權威紀錄3,157筆，除後續提

（NTUR）及正在發展中的臺大學術庫（NTU

供予國家圖書館，以擴增VIAF的中文人名權威

Academic Hub）奠定人名權威控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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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成二樓密庫舊籍及特藏
中日文舊籍回溯編目

持續上傳本館書目至「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

2015年6月上旬完成密庫所有圖書之回溯編目

25,996筆，西文書目紀錄14,829筆。透過上傳

作業，總計約2萬餘冊; 並完成特藏UDC中日文

書目，將本館書目成果分享予合作圖書館。

（NBINet）」，2015年共計轉入中文書目紀錄

舊籍約2萬冊、田中文庫期刊與抽印本14種（約
150冊）、哲學珍籍480冊、臺灣資料約200冊

八

等回溯編目工作。
三

續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建立中文名稱權威

配合本館自動化高密度書庫工程，
持續進行本館舊籍回溯作業

參考資料庫計畫」，共同建立中文人名權威標

配合本館自動化高密度書庫工程進展與館藏整

3,157筆權威檔予國家圖書館。

目，提供國內圖書館參考使用，2015年共提供

理，5月份起陸續開始編目擬遷入自動化高密度
書庫之回溯書籍，包括舊研圖、水源書庫、參考

九

書籍等館藏，截至2015年底，已完成中西文舊

五

六

地區有意願之圖書館均能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

配合張炎憲教授贈書手稿展活動
優先編目贈藏圖書

灣出版成果曝光率。本館擔任「臺灣地區OCLC

配合10月「紀念張炎憲教授贈藏儀式與贈藏圖

管理成員館聯盟」召集館，負責執行計畫相關事

書手稿展」活動，優先編目完成張炎憲教授贈與

宜，已順利完成第四年計畫中各項工作。其中透

本館中、西文圖書約3,500冊。

過聯合採購OCLC Connexion編目工具，撙節本館

完成日本國會圖書館舊籍等
大批電子書轉檔編目

以提升編目效率，推動中文書目國際化，增進臺

與臺灣地區會員館整體經費每年至少500萬元。

除持續進行中西文電子書編目轉檔作業，亦在7

持續將本館編目成果上傳至OCLC，
增加書目曝光度

月完成「日本國會圖書館舊籍」日文電子書之編

擔任「臺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召集

目轉檔作業約11萬筆，9月完成「楊雲萍贈藏歌

館，持續將本館原始編目之中西文書目成果（含

仔冊」838冊，11月完成「國分直一文庫」227

本校論文及出版品）上傳至全球性書目資料庫

冊等電子書書目資料轉檔，以期提供館內讀者更

OCLC WorldCat中，藉以推動臺灣地區圖書館與

便利之電子資源檢索管道。

國際間書目交換，與國內外各圖書館書目資訊

十

共建共享，除了提升編目效率外，期望增加本

配合MARC21 020欄位定義調整，持續
進行書目維護工作

校在國際間之能見度。2015年共計上傳本館原
始編目紀錄20,871筆，更新館藏資訊（Update

因應MARC21 020欄位著錄，精、平裝與冊次

Holding）30,635筆。

等修飾語原著錄於020分欄a及分欄z，自2015
十一

q。西文舊書目已批次回溯更改523,135筆，中

持續參與國內編目專業社群或工作小組，
促進編目專業之交流

文舊書目先更新有檢索問題之書目約3,000筆，

持續參與國內編目專業社群或工作小組之編目規

後續持續整理中。

範討論，包括國家圖書館所召集的RDA工作小

年7月1日起，新書目統一改著錄於020新分欄

七

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OCLC
管理成員館」第四年計畫
本計畫由本館向教育部提報，目標為協助臺灣

籍約4,500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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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
「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NBINet）」

組、書目中心所召集的權威合作工作小組與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所設置的分編委員會等，以促進
館際間編目專業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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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Digitization

數位典藏

自有館藏數位化
一

特藏資料數位化

業試驗所所長、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等職。

1. 持續進行珍貴舊藏檔案數位化工作，2015年共

磯永吉在擔任臺中州農事試驗場技師期

計完成中文善本書12,443影幅、舊籍手稿檔案

間，指導末永仁（1886-1939）進行臺灣

45,052影幅、臺灣研究舊籍資料53,199影幅、

在來稻與日本稻改良的研究，促成後來的

地圖資料1,050影幅，以及素木得一教授手稿

蓬萊米育種成功，建立了臺灣稻作的農業

5,000多個影幅。

基礎，而有「臺灣蓬萊米之父」的尊稱。

2. 完成日治時期期刊詮釋資料建檔，共計6,724筆。

1945年戰爭結束，磯永吉仍繼續留在臺
灣，擔任本校農藝學系教授，直至1957

二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持續進行珍貴舊籍數位化，並積極推廣利用，陸續
新增3個資料庫。

年告老返日。此資料庫包括上課講義、筆
記、業務調查報告和試驗成果，共計236
件，影幅數8,474個，詮釋資料236筆。
3. 陳其茂、丁貞婉贈藏資料庫

1. 國分直一文庫資料庫
國分直一（1908─2005），有「全方位的民
族考古學者」之稱。1947至1949年間曾任本
校歷史學系副教授。受鹿野忠雄、金關丈夫、
宮本延人等人影響甚深。此資料庫主要收錄國
分直一教授所藏手稿、書信、照片與地圖等資
料。影幅數10,032個，詮釋資料1,499筆。
2. 磯永吉文庫資料庫
磯永吉（1886─1972）曾任臺灣總督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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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茂（1926─2005），有「執著的木刻
版畫家」、「臺灣現代版畫的拓荒者」之
美譽。丁貞婉（1936─），為本校外文系
校友，曾任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系主任與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西洋藝術及文學之教
授。本資料庫主要收錄丁貞婉教授於2010
年捐贈本館之陳其茂先生油畫、版畫與版
畫印版等遺作，影幅數307個，詮釋資料
188筆。

合作數位化資源
一

「1911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館藏
文獻數位化合作

七

「徐登芳醫師藏品暨本館館藏
33轉唱片數位化」專案

與國家圖書館合作「1911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

2015年11月起執行「徐登芳醫師藏品暨本館

文圖書」館藏文獻數位化，為數位保存館藏，

館藏33轉唱片數位化」，預計完成600張黑膠

以推廣提升學術研究及民眾利用，並提高正體

唱片之數位化及詮釋資料建檔，2016年6月結

華文國際能見度及展現臺灣文化傳承，第一期

案。

計完成873冊。
八
二

「78轉蟲膠唱片詮釋資料審訂專案」

《高雄新報》數位化及復刻出版

2015年5月起與本校音樂所合作進行本館約

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合作館藏《高雄新報》

12,000筆78轉蟲膠唱片詮釋資料的審訂及校對

之數位化及復刻出版計畫，由合作單位委託廠

工作，預計2017年結案。

商駐館進行，2015完成復刻出版。

三

「國分直一文庫數位化計畫」
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國分直一文庫數位化計
畫」已於2015年12月結案，數位化成果共計完
成國分直一教授書信、田野調查筆記與照片／
底片 ／幻燈片等資料約64,000影幅，並編寫詮
釋資料約3,400筆。

四

「館藏78轉蟲膠唱片資料」數位化專案
2015年1月7日執行「館藏78轉蟲膠唱片資料」
專案，總計完成792張唱片之數位化工作。

五

「江之翠劇場影音資料數位化專案一期」
成果送編
2015年5月完成江之翠劇場影音資料數位化專
案一期之光碟影音(MPEG)及聲音(MP3)共計
519片光碟之送編，該批影音資料將以調閱方式
提供閱覽服務。

六

「江之翠劇場影音資料數位化專案二期」
2015年10月起執行「江之翠劇場影音資料數
位化專案二期」，預計完成3,200段影音資料，
2016年12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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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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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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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NTU Web Archiving
System, NTUWAS）於2006年12月推出，以完

截至2015年12月底，本校機構典藏系統（National

整典藏臺大相關網站為為主要任務，逐漸擴大收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y, NTUR），共計收

集範圍至中央及地方政府及重要臺灣研究相關網

錄209,002筆資料，其中77,821筆為全文。基

站。NTUWAS以時間為軸，收集各個網站於不

於「分散建置、整合使用」的精神，將NTUR系

同時間點的版本，使用者可以透過檢索、瀏覽、

統推展至全國各大專院校，並建置整合性的臺

以及主題導覽，了解各網站在不同時間點的風

灣學術機構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貌，NTUWAS透過上述方式，可說是典藏了有

Repository, TAIR）入口網站，可共同分享臺灣各

關臺灣的各種回憶以及重要原生數位資源（born

大學院校的學術研究成果，作為國家整體學術研

digital）。截至2015年12月底，NTUWAS蒐集網

究成果的累積、展示與利用窗口。截至2015年

站數量達6,700個，網站版本超過25,000筆。

12月底，參與TAIR計畫的學校或學術機構共有
137所，收錄資料總筆數逾189萬筆，其中全文
數量超過119萬筆。

2015年度NTUWAS以機構典藏為主要方向，收
集臺大相關，政府機構及世界大學排名的大學網
站；事件議題方面，具全球性重大影響如國際傳

由於本館推展此計畫已有數年，經過各參與單位

染病及巴黎恐攻等事件，亦列入典藏時代作為歷

不斷的推展與充實，已奠定了TAIR平台彙整臺

史第一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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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成功大學圖書館共同辦理「2015臺灣學術機
構典藏研討會」，2015年11月30日假成功大學
圖書館舉辦，會中邀請政治大學圖書館陳志銘
副館長、農試所方尚仁研究員、EBSCO公丕儉
先生、Thomson Reuters官欣瑩小姐進行機構典
藏相關分享，本館邱莉媛小姐則以「NTUR vs.
Academic Hub」為題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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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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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盛夏記事」
參與本校2015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兩梯次
「新生入門書院」活動，以「圖書館的盛夏記
事」為課程主題。首次使用動畫式簡報軟體prezi
製作課程簡報，以輕鬆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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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共有3,342人次參與。

二

新生利用指導：特務L接班人
The Apprentice of Agent L
2015年9月2日至9月30日推出「特務L接班人
The Apprentice of Agent L」新生圖書館利用活
動，以特務冒險主題包裝圖書館空間與服務，藉
由寓教於樂之關卡設計，行銷本館專業創新之形
象。子活動新生臉書打卡送書籤活動，一推出極
受歡迎，共計300名新生主動拍照並於個人臉書
動態分享活動訊息。由於不少國際生參與，也特
別增設英文版闖關活動說明與英文版問卷供國際
生使用。本活動總計吸引962人參加，整體滿意
度達9成2左右，學生普遍表達活動有趣且具吸
引力，並增進其對圖書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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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向新進教職員介紹本館資源與服務

▲

圖書館利用指導
一

資料庫講習課程春季班／秋季班
2015年分別於上、下學期辦理「資料庫講習
2015春季班：啟動你的學習開關」與「資料庫
講習2015秋季班：達人帶路」，計23場，共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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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進教職員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新進教師認識圖書館的環境、掌握圖書館

二

依據師生需求製作教材，設計客製化的圖書館資

豐富的館藏、電子資源以及多元的各項服務，於

源與服務利用課程，如主題資料庫講習、認識不

2015年暑假之8月25日與甫開學之9月10日、

同學科資源等等。2015年全館共計269場，總

22日辦理三場教職員圖書館導覽，帶領教職員

時數約為398小時，共7,141人參加。

實地參觀導覽圖書館各樓層，並介紹圖書館各項
服務與資源。3個場次共計27位教師參加。
三
四

支援系所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推出「翻轉教室HELP講堂」，
從遊戲競賽中快樂學習
自2013年7月起推出「HELP講堂」，每月主動

為協助研究生順利步入研究軌道，提昇學術競

安排綜合與專門主題文獻查詢、書目管理軟體、

爭力，分別於2015年9月18日及9月22日為新

學術評比等課程，並安排一人一機的實機操作練

進碩博士學生辦理導覽與利用指導活動，介紹

習，加強學習效益。2015年共計舉辦20場次，

館舍環境，並進行相關的服務與資源講習，計

逾260人次參與。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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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15日至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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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國際生的語言需要，特推出2場次英文導覽與1
場次中文導覽，共計52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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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HELP講堂」參與者合影

隨著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教學理念的

數位學習

興起，2015年嘗試將「翻轉教室」教學理念導
入於圖書館資源利用指導課程中，4月與5月推
出2場「翻轉教室HELP講堂—EndNote基礎班之

行動講堂新增《生活英語補給站II》
5場課程

經典大富翁」課程，參與者需於課堂前自行觀看

2015年圖書館與人事室續辦午間線上英語課程

線上教學影片並完成自我評量，再參加實體課

《生活英語補給站II》，由本校外文系退休老師

程，於課堂上透過小組競賽之實際操作演練以進

周樹華老師主講，內容涵蓋英檢、英聽、英國

行學習。此活動獲熱烈回響，遂於10與11月份

住宅與公共場所標示介紹，共4場次課程。上述

再舉辦4場翻轉教室之HELP講堂活動，結合大富

課程均已新增至數位學習網，並新增英國MOOC

翁、賓果、Tumbling Monkeys等不同的遊戲以提

平台—FutureLearn簡介，共計5場次。

一

升學習動機。
「翻轉教室」課程經由同儕之間的討論與互助，
強化學習成效，促進多元思考，打破傳統「我講
你聽」的填鴨式教育，將學習的主導權還給讀
者，讓讀者成為解決問題與上台解說的主角，而
館員僅從旁支援與補充。根據課後問卷，98%的
參與者喜歡課程所安排的分組競賽活動，94%認
為較傳統的圖書館利用講習更有助於學習，整體
滿意度高達96%。

四

二

醫學院圖書分館提供講習課程及
研討會線上直播服務
為提升醫圖的講習活動效益，增加臺大醫院分
院同仁學習使用電子資源之機會，每年遴選重
要講習課程及研討會提供「線上直播」服務，
於徵詢講師同意後，透過「臺大醫學院演講活
動網」提供即時視訊服務，亦可於會後觀看
「醫圖數位學習網」之錄影視訊。

舉辦研究方法工作坊
2015年10月6日舉辦「研究生了沒？研究方法
工作坊」，邀請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陳玉華
副教授演講，陳老師由多年從事社會調查研究的
實例，搭配相關資料庫，與在場學生分享從事學
術研究與選擇研究方法的經驗，總計有50餘位
讀者參加。

五

醫學院圖書分館提供客製化的
實證醫學講習課程
自2010年起，醫圖參與醫院教學部主辦之「新
進實習醫師課前訓練課程」，講授「實證醫學文
獻檢索」，2015年共有222位實習醫師參加。
亦參與「實證護理種子教師培訓計畫」，以分組
模式帶領學員熟悉實證醫學資料庫及文獻檢索上
機練習。2015年共完成11組178人次之訓練。

▲ 上：研究方法工作坊／下：實證醫學講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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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導覽與參訪
因應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作為大學學術能量核心的

見習與交流
一

香港大學實習生

圖書館，除了致力服務本校師生，亦歡迎國內外各

本館於2014年首度接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學術機構與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參訪交流，以期藉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由導覽及座談分享，點燃學術或館務工作經驗交流

Kong）之學生前來進行暑期實習。2015年雙方

的火花。2015年全館受理校內外導覽申請，國內外

再度合作，來自於教育學院之資訊及科技教育

訪賓計3,702人次，共進行263場導覽/交流。

學部（Di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tudies）共計6名學生陸續於5月至7月至本館實

回顧2015年來訪外賓，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習。依實習學生個人興趣分派至本館書目服務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澳洲紐西蘭大學；新加坡耶魯

組、閱覽組、特藏組、推廣服務組及學科服務

大學；泰國皇家師範大學；日本鶴見大學、東京大

組等單位，參與有關編目、閱覽流通、特藏整

學、九州大學、東京創新大學管理協會；中國廣東海

理、推廣活動規劃，以及學科與參考服務等業

洋大學圖書館、上海交通大學、人民大學圖書館、

務。實習期間亦協助安排學生每週參訪北部地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圖書館、復旦大

區多所圖書館，以增進視野。實習期滿時，於

學、濟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江西井崗山大學、南

各組室舉辦分享交流會，和館員們共同分享學

京農業大學、同濟大學、安徽大學、北京檔案局、陜

習心得。

西西北政法大學、昆明理工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南
京醫科大學、東筦理工學院、鎬京國際教育集團、香

二

與日合作整理和算線裝書

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等等，除參

2015年3月與日本大阪教育大學城地茂教授取

觀本館，其中亦有與本館各組室進行業務交流。

得共識，合作整理臺北帝大時期數學教室典藏
之和算相關日文線裝書，自6月以迄年底，城地

2014年社科院圖書館新館落成啟用後，慕名前來觀

教授來館3次，此間書目校對298筆，並挑選8

摩建築空間及館務交流團體非常熱絡，2015年國內

種具代表性之書籍送修復，掃描6種書籍中之作

外訪賓共計1,774人次，共95場預約導覽。經由導覽

者簽名、印章或藏書印等攜回日本比對，並已

建立與國內外圖書館同道，或是建築設計師之間的

著手撰寫重要書籍之解題。2016年將持續來館

交流，本館也獲得不少參訪者給予回饋，促進公誼。

協助資料整理與調查。

2015年，醫學院圖書分館接待來自美國南阿拉巴馬
州州立大學圖書館、印尼大學教授團、北京大學醫學
院圖書館、廈門大學圖書館、南京醫科大學圖書館、
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大陸醫學圖書館代表團等單
位之參訪，共計舉辦13場外賓導覽。期望藉由導覽
及座談方式進行交流，促進雙方良好合作關係。

三

與日合作出版圖書
1.《長澤伴雄自筆日記》
持續與日本鹿兒島大學龜井森教授合作，12月
完成《長澤伴雄自筆日記》第二卷初稿，預計
2016年年中出版。
2.《平家物語 節附語り本》初稿

外賓參訪醫圖

日本新潟大學鈴木孝庸教授分別於2015年3月
與9月來館調查資料，並於3月簽訂合作出版契
約，預計2016年3月完成《平家物語 節附語り
本》（書名暫訂）初稿，擬於2016年底前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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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藏手稿資料借展

展覽、影展與推廣活動

2015年提供館藏手稿資料協助各主辦單位辦理
展覽及推廣活動，包括：

一

醫學院圖書分館深夜茶坊熱情開張
2015.1.6 & 2015.6.8 & 2016.11.9

1. 提供王禎和先生手稿重製品至國際臺北書展

為了舒緩挑燈夜讀期間留館自習讀者之疲勞，醫

展覽事宜。

圖推出3場次「深夜茶坊」活動，貼心準備熱紅

2. 協助林文月教授紀錄片《讀中文系的人》拍

茶供讀者自行取用，更獲得醫學校區讀者的正向

攝事宜。

回饋。

3. 協助處理王文興教授文學網頁「王文興數位
主題館」建置事宜。

二

醫學院圖書分館「師長推薦主題圖書展」
2015.1.20起

4. 處理臺靜農教授手稿商借至「王壯為先生書

為使讀者能了解特定主題領域內容及其圖書資

篆展」展覽事宜。

源，敦請醫學院校區各學科圖書委員，自館藏中

5. 協助臺灣文學館出版葉維廉、齊邦媛教授、

挑選建議閱讀之圖書，每冊推薦圖書皆附有書影

彭歌和林良先生著作事宜。

與相關資料介紹，以鼓勵讀者借閱。2015年共

6. 協辦宜蘭縣史館「1895─田代安定的宜蘭

推出４期：

小旅行」特展，提供田代安定在宜蘭所調查

◆

紀錄的手稿、檔案、地圖等相關史料數位檔

2015.1.20-3.2 近「閱」遠來－2014年第2次
閱選書展／各科部選書委員，推薦館藏圖書

案。

32種。
◆

2015.5.19-7.9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眼科楊長
豪老師，推薦館藏圖書27種。

◆

2015.9.10-10.29 心「閱」神怡－2015年第
１次閱選書展／各科部選書委員，推薦館藏
圖書35種。

◆

201511.17-2016.1.6 初探職業醫學與工業
衛生／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陳佳堃老
師，推薦館藏圖書20種。

三

醫學院圖書分館電影欣賞活動 2015.1.21起
為增進醫學校區人文素養及發揮電影寓教娛樂的
功能，醫圖於2015年舉辦3場電影欣賞活動，共
計263人參加。播映日期與片名如下：
2015.1.21 《親愛的德國醫生》
2015.10.20《去看小洋蔥媽媽》
2015.11.23《阿蒙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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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醫圖「深度諮詢室」

▲

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嘿！那就約在
深度諮詢室吧！」2015.2.24-.3.20
2015年2月起推出「深度諮詢」服務，主要針
對需要深入討論與指導的諮詢需求所設立，為
加強宣傳此服務，於2015年2月24日至3月20
日舉辦「那就約在深度諮詢室吧！」推廣抽獎活
動，讀者只要於個人Facebook分享醫圖「深度

四

《史繹》50週年系列演講：數位時代的
編輯、出版與傳播 2015.1.21-1.22
與歷史學系《史繹》編輯委員會合辦「數位時代
的編輯、出版與傳播」系列講座，於總圖國際會
議廳舉辦6場專題演講，共413人次參與，講者
與講題如下：
◆

運動筆記創辦人張義先生
「來談談網路社群吧」

六

午後電影院 2015.3月起
為推廣本館豐富的多媒體資源，2015年3月份
起推出「午後電影院」活動。每月針對特定主
題，選出四部電影，於每週三下午1點假國際會
議廳播映電影。活動採免報名、自由入座方式
進行，除了本校師生之外，亦有許多校外人士踴
躍參與。2015年3月至12月（暑假7月與8月暫

◆

時報出版莫昭平社長「這些人與那些書」

停）共播映電影32部。

◆

Readmoo 龐文真執行長「電子書與數位閱讀」

3月「魔力奇幻」：《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

◆

風傳媒夏珍總主筆「網路世代與新媒體」

《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雨果的冒險》與《頂尖對決》

◆

貓頭鷹出版社陳穎青社長

4月「美好春日」：《放牛班的春天》、《春去春又

「如何把文字放在版面上」

來》、《春天的小孩》與《春天的杜鵑》

衛城出版社莊瑞琳總編輯

5月「牠說（配合書展）」：《十二夜》、《心動奇

「我們的知識共同體—學術出版的無用之用」

蹟：瑪莉與三隻小狗的故事》、《馬利與我》與《戰馬》

◆

五

諮詢服務」資訊，即可參加抽獎。

《開卷好書》書展暨閱讀心得分享活動
總圖 2015.2.24-3.31 & 醫圖 2015.3.10-4.30
開卷好書獎自1990年開辦至今，每屆選出質量
兼具的好作品以饗讀者，本館於新學期開學期間
於總圖書館一樓中廳及醫學院圖書分館師長推薦
圖書區設置「開卷好書」書展，展出「中文創作

6月「絕妙好滋味（配合書展）」：《外慾》、
《美味、愛情、甜蜜蜜》、《地中海廚娘》與《美味人生》

9月「強棒出擊」：《KANO》、《魔球》、《心靈投
手》與《傳奇42號》

10月「解讀名人」：《愛的萬物論》、《美麗境
界》、《社群網戰》與《賈伯斯》

類」、「翻譯類」以及「美好生活書」3大類得

11月「皇室風華」：《新冬之獅：宮廷風雲》、《王

獎書籍，同時於圖書館粉絲頁舉辦閱讀心得分享

者之聲：宣戰時刻》、《黛安娜》與《黛妃與女皇》

活動，期許大家看好書涵養好心情，為新的一年

12月「間諜不好當」：《特務風雲：中情局誕生秘

翻開美好一頁。

辛》、《諜影行動》、《亞果出任務》與《神鬼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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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圖書館─與英語教學專家有約

十二

八

真人圖書館活動

2015.3.2-3.3
藉由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將「人」視
為館藏，營造圖書館為人與人交流的場域，邀請
學校教師對學生進行對談、諮詢、或分享，彼此
教學相長的概念。本館於2015年3月邀請外文
系退休教師周樹華老師，擔任駐點志工教師，舉
深度諮詢活動，以一對一或一對多的方式，解決

十二

辦「真人圖書館─與英語教學專家有約」面對面

「你，看見台灣了嗎？」影展暨映後座談
2015.3.23

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的各種疑難雜症。

播映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看見台灣》，
九

行動時代的免費英語資源沙龍 2015.3.3

並邀請到本片導演暨空拍攝影師齊柏林先生蒞臨

因應行動學習趨勢，舉辦「行動時代的免費英語

現場進行映後座談，齊導演與近170位師生分享

學習資源沙龍」活動，介紹如何善用手機以增進

他拍片的心路歷程，以及影片帶來的影響，期許

英文口說與聽力能力，以及利用英國的MOOCs

大家以正向態度持續關注環保議題，讓臺灣走向

平台 FutureLearn.com 增進英文聽說讀寫的能

更美好的未來。

應熱烈。

十三

力，內容豐富多元，共計43人次參與，讀者反

布可去哪兒？臺大圖書館漂書活動
2015.3.23起

十

臺大粉樂町─《皮相底層》在總圖書館

2015年初春，總圖書館二樓前廳設置「布可去

2015.3.13-5.3

哪兒？臺大圖書館漂書活動」漂書站。隨後，醫

本 校 藝 文中 心 與 富 邦 藝 術 基 金 會 合 作「V e r y

學院圖書分館、數學系圖書室、化學系圖書室、

FUN Park 粉樂町」裝置藝術，第二年度於臺大

物理系圖書室以及圖資系圖書室也接續設立漂

校園中舉辦。總圖書館為其中展點之一，展出數

書站。校園裡的愛書人能隨時進行閱讀分享，

位互動藝術家黃心健作品《皮相底層》。該作品

讓整個校園就是圖書館。本館臉書粉絲頁亦舉

可以依據觀者的臉部動作與表情，牽動螢幕中的

辦了「布可去哪兒？上傳分享趣」的首漂活動

皮影戲偶，也就是觀者可以透過臉部表情，控制

（2015.3.23-4.30）。參加者可將漂書照片與

皮影戲偶的臉部動作。展出期間吸引不少讀者駐

書中文句一同上傳至臉書，並邀集朋友按讚、集

足觀賞。

結人氣。漂書活動開跑後，漂書站即有頻繁的書

十一

籍流動，有人取書閱讀亦有人帶書分享、讓書漂

醫學院圖書分館開設醫用情境
閩南語會話課 2015.3.21-6.2

流。同時也發現其他漂書組織之書籍出現在本館
漂書站，就像書籍在旅行，於每個漂書站留下了

為提升醫學校區教職員工生醫用閩南語會話能
程」，邀請臺大醫院臨床醫師擔任授課講師，以

足跡，閱讀與分享如此簡單與有趣。
十四

力，醫圖與醫學系系學會合辦「醫用閩南語課

「牠說」動物主題書展 2015.4.13-5.31

臨床實務經驗進行會話教學，涵蓋實習期用語、

展出居家寵物照護、流浪動物權利、農場動物趣

內分泌科、內科、皮膚科等常用會話，並結合活

聞、野生動物故事等相關圖書及影音資料共139

潑的情境模擬互動課程，深受歡迎。

冊，同時辦理「臉書分享我與牠」活動，請讀者
分享與寵物的合照及想對牠說的話、最喜歡的動
物主題圖書或影片書展中深受感動或印象最深的
書摘，計有19則貼文，71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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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當我們同在「醫」起》影展暨
座談系列活動 2015.4.13-4.17
為促使醫界與傳播媒體互動交流，創造跨界整合
的力量，醫學院圖書分館在麻醉部孫維仁教授的
牽線下與瀚草影視、公共電視及客家電視等單位
合辦「《當我們同在「醫」起》影展暨座談」系列
活動，播放醫學主題電影，並邀請影片編劇、導演
或製作人、演員與醫學院教授及醫師們共同擔任
與談人，分享製作心得與影片所要探討的議題。
2015.4.13《醫龍》與談人－編劇林宏司VS.臺大
內科張天鈞教授
2015.4.14《白色榮光的最終章：地獄犬肖像》
與談人－製作人遠田孝一VS.臺大醫教生倫所蔡甫
昌教授
2015.4.15《B棟8樓》與談人－製作人張俊偉

《當我們同在「醫」起》影展與座談─《B棟8樓》映後座談

VS.臺大解剖學科所李立仁副教授
2015.4.16《落日》與談人－導演邱皓洲VS.臺大
法醫學科所吳木榮醫師
2015.4.17 《麻醉風暴》與談人－導演蕭力修、
製作人曾瀚賢VS.臺大麻醉科孫維仁教授
十六

iREAD閱讀博覽會

2015.5.1-6.30 & 2015.12.1-2016.1.15

iREAD閱讀博覽會

為推廣閱讀風氣，提升館藏能見度，於2015年著
手規劃舉辦「iREAD閱讀博覽會」系列書展，針對
本館協助辦理「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圖書計畫」申請案近年獲得補助之議題舉辦主題
書展，展示以該項補助經費所購圖書，並提供立
即外借服務。2015年於總圖書館一樓新書展示區
舉辦2場書展：
◆

2015.5.1-6.30 「華語語系文學」書展。5月8
日邀請王德威教授於總圖日然廳發表「華夷風
起」專題演講。

◆

2015.12.1-2016.1.15 「回復力思維之永續環
境與資源管理」書展。12月1日計畫主持人地理
環境資源學系洪伯邑助理教授於總圖書館日然
廳進行「邊境、古茶與西南中國的少數民族」專
題演講。

透過書展活動，展出圖書均有5成以上的借出率，
確實達成提升館藏能見度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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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生命教育春季、秋季影展
2015.5.6-5.26 & 2015.9.23-10.14
與本校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共同舉辦生命教育
影展，播映《我的母親手記》、《搜索》、《生
命中的美好缺憾》、《拔一條河》、《星空》、
《分居風暴》、《我一直深愛著你》、《愛讓
悲傷終結》等共8部影片，並邀請影片導演、教
授、諮商心理師、與影片議題有關之協會、基金
會等各界人士進行映後座談，共吸引約1,708人
次前來觀賞。

十八

醫學院圖書分館以親切活潑的風格
經營社群媒體
以活潑、親切的風格持續經營Facebook粉絲專
頁、Line官方帳號與醫圖電子報。自2015年6月
份起，更不定期於醫圖臉書上推出「MK專屬漫
畫」，以幽默風趣的方式分享分館趣事，也獲得
粉絲們熱烈迴響。

十九

圖書館再拍一張！捕捉畢業的青春身影

醫圖臉書「MK專屬漫畫」

2015.6.8-6.30
依往例，畢業季時於總圖書館門口設置巨幅背景
供畢業生拍照留念，本年度再提供如假髮、大墨
鏡、草帽等趣味道具，讓畢業生盡情揮灑創意，
留下美好一刻。
二十

2015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票選活動
2015.6.1-9.30
「2015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大票選」由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承
辦，本校由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代
表參選。最終雖未入選十大，仍有超過5,900票
之得票數，亦讓更多民眾認識擁有美麗建築特色
與貼心服務的社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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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

「那些年，一起看的數學女孩」書展

「絕妙好滋味」飲食文化書展
2015.6.12-8.3
總圖書館一樓中廳兩側櫃台舉辦「絕妙好滋味」
飲食文化書展，展出中外飲食文化、古今宴飲歷
史、地方風俗佳餚及名人飲食趣談等相關著作與
影音作品。本次試辦書展後將書籍留在原展示
櫃上3天鼓勵借閱，約1/4藏書展後被借出，成
效良好。書展配合活動「沒吃過這些怎麼捨得畢
廿四

誰解其中味」臉書分享專頁共有89人參與，

舉辦「數學女孩書展」與
「跑跑新鮮人」活動 2015.9.5-10.10

301人按讚。現場進行之滿意度問卷共有122人

為迎接新鮮人的到來，數學系圖書室首度於開學

填答，從主題、展期到現場佈置，滿意度均達8

季推出以「那些年，一起看的數學女孩」為主題

成2左右，獲讀者肯定。

的書展活動，展出由日本作家結城浩以小說手法

業？臺大人的共同美食地圖」及「都云作者癡，

廿二

所撰寫之《數學女孩》系列暢銷書。除此之外，

醫學院圖書分館舉辦學術論文投稿講座

還包括《數學是什麼？》、《質數魔力》等科

2015.7.21 & 2015.10.5

普書籍，以及近百本由美國數學學會（American

為協助醫學校區師生同仁順利投稿論文至國際知

Mathematical Society, AMS）推薦的數學科普讀

名期刊，醫圖舉辦學術論文投稿講座，邀請國外

物，均為適合大學新生閱讀之圖書。

學者分享撰寫及投稿論文之建議，期望能協助研

此外，為了讓新鮮人有機會進一步認識數學系圖

究人員準確投稿。
◆

書室，安排「跑跑新鮮人Running Freshman」活

2015.7.21「A Guide to Writing a Scientific

動，只要是新鮮人就有機會經由完成任務以參

Paper for Publication」學術論文投稿專題演

加抽獎。此項活動引起廣大迴響，提升讀者到館

講／講者：Lam Ann Suk Yee, Vicky。
2015.10.5「Combating Plagiarism in
Education and Academic Publishing」學術倫
理專題演講／講者：Elizabeth Wager PhD。
醫圖學術論文投稿講座

率，並啟發閱讀數學讀物之興趣。
廿五

◆

愛書者聯盟 Let’s 購！ 2015.9.14-11.2
由館員帶領喜愛閱讀的的本校學生，分別至唐
山書局（10.5）、南天書局（10.12）、台灣e
站（10.21）、書林書局（10.26）及臺大誠品
（11.2）五家書店進行購書，每位愛書者至多選
購5本書，並享有優先借閱的權利。總計有43人
參與，為館藏買進167本圖書，每次購書皆於2
至3週內完成入藏、預約借書及上架工作。

廿三

「移動的大學教室，上課囉！」
新生主題書展 2015.9.1-10.12
總圖於新學期初始舉辦新生主題書展，展出高等
教育、讀書技巧、如何念大學等入門書籍，以及
各國文化書寫、跨文化體驗紀錄等主題書籍，共
展出約130冊書籍，整體讀者滿意度達8成6，
並給予肯定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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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

舉辦 IEEE 2015臺灣學術研討會
2015.9.24
2015年9月24日與IEEE出版社合辦學術投稿與
經驗分享研討會，探討如何善用IEEE Xplore 資
源輔助研究，以及增進科技論文寫作與投稿技
巧，並邀請本校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所長吳宗霖特
聘教授現身說法，分享自身參加研討會論文投稿
至擴展人脈等經驗，藉以鼓勵師生踴躍參與專業
學會組織、積極投入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不僅可
為個人學術生涯開創佳績，進而提升整體學科研
究領域之長遠發展。

廿七

福爾摩沙的驚嘆－齊柏林空拍
精華攝影展 2015.10.1-10.30
展出齊柏林導演二十多年來空拍作品的精華，
總計28幅。不僅有如詩的山光水色，如踩踏在
花蓮玉里青鬱田野中的大腳印、白雪靄靄的合歡
山，也有農人採收紅蔥頭時的辛勞身影，這般草
根的人文風景，讓人飽覽臺灣之美。

廿八

愛爾蘭電影節 2015.10.3-10.31
協助外文系辦理，播放4部愛爾蘭電影《吹動大
麥的風》、《瑪德琳姊妹》、《沉默的男人》與
《冥王星早餐》，並邀請教授進行映後座談。以
了解愛爾蘭獨立運動、人權發展、性別操演、移
民經驗，與曾主宰愛爾蘭社會的天主教教會等各
種議題，進而反思改變中的臺灣社會。

廿九

全能圖書館改造王 2015.10.5-11.30
為蒐集讀者對總館一樓閱覽區及四樓多媒體服務
中心空間改造的想法，特舉辦「全能圖書館改造
王」活動，請讀者以慣用的電腦軟體程式或手繪
方式，畫出理想中的圖書館空間配置平面圖，總
計收到8幅作品。平面圖皆已公布於活動網站，
可供未來空間改造之參考。

2015 臺大圖書館年報 | 29

柒
三十

社科院圖書館主題書展 2015.10.29-12.31
2015年9月社科院圖書館三座展示櫃正式啟
用，除了規畫做為常態性的到館新書展示外，也
利用時事話題，例如配合年度諾貝爾獎項發表，
陳列當年度經濟學獎、和平獎得獎者著作的小型
陳列展，另有2場主題書展：
◆

2015.10.29-12.31「情佮義--紀念張炎憲教
授贈藏圖書手稿展」
配合2015年受贈張炎憲教授藏書辦理，陳列
張教授贈藏特色書刊與代表著作、筆記及手

◆

2015.11.12-12.4社會科學院師長推薦書展

卅三

稿文物。

寶島映像－臺灣紀錄片影展
2015.11.17-12.15

卅一

「斯土˙思情」臺灣人文暨臺北臺大
主題書展 2015.11.2-11.30

播 映 《 國 家 機 器 》、《 十 二 夜 》、《 拔 一 條

展出149冊臺灣歷史、文學、社會發展的主題書

部橫跨公部門制度、動保工作、國土保持、收出

籍，有生動描述市井小民生活的紀實文學、富含

養議題等，值得廣為人知的優質好片，並邀請導

文化意涵的旅遊文學，也有與原住民神話、祭儀

演、專家學者進行映後座談，重啟臺灣民眾對這

有關的圖文書；此外，配合「記憶臺北‧印象臺

片土地的關懷及愛戀。

區，展出舊時代日常光景的攝影集以及各種講述
街頭巷尾歷史軼聞的雋永散文，讓讀者透過書籍
觀望歷史彼端。

卅四

大」攝影特展，特別規畫「臺北、臺大」圖書展

河》、《嗨！寶貝》、《刪海經》與《黑》共6

「美好靜謐 書店風景」主題書展
2015.12.9-2016.1.15
展出書店文化主題相關著作，並提供相關影音作
品QR Code連結館藏目錄，便利讀者直接借閱或

卅二

「記憶臺北‧印象臺大」攝影特展

線上預約。書展現場輪播《書店裡的影像詩》、

2015. 11.5-11.30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蘆洲阿福書店》等

本校87周年校慶期間，本館與台灣攝影博物館

書店主題公播版影片，並配合隆冬時節，以聖誕

文化學會合辦「記憶臺北‧印象臺大」攝影特

溫馨裝飾佈置以饗讀者。現場進行之滿意度問卷

展。本次攝影特展經知名攝影家，也是台灣攝影

共有71人填答，從主題、展期到現場佈置，滿

博物館文化學會名譽理事長莊靈先生的推薦與

意度均達8成6左右，獲讀者肯定。

選品，網羅了不同世代知名攝影家的創作，包含
莊靈與齋藤南總、桑子政彥、鄧南光、李釣綸、
李火增、張才、李鳴鵰、黃伯驥、劉亦泉、張
傳枝、楊永智、黃子明、徐欽敏、吳毅平、張仲
良、陳敬寶、阮璽、顏才琦、張譯云等，也有郭
双富、賴永鑫以及陳佑明等人慷慨提供展出的攝
影藏品。攝影作品呈現臺北城發展與臺北人生活
日常，以及臺大校園風貌與臺大人學術風範，共
展出77幅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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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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的盛夏記事》是配合本校新生入門

每月15日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訊》，

書院圖書館課程的同名手冊，與課程簡報風

藉由定期的圖書館館訊，傳佈圖書館服務與資

格一致，上課同時發送給所有新生，以加強

源。內容分作「服務訊息」、「參考報報」、

課程印象，深受新鮮人稱許。

「講習活動」、「活動報導」、「校史故事」
等主題。2015年共計148篇文章。

二 《這是你的圖書館─教師版圖書館利用手

冊》與英文版圖書館利用手冊《NTU Library
User’s Guide》電子書，於104學年度開學之

二

年報

前全面更新內容。

2015年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圖書室年報：2014》，5月出版《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年報：2014》，是本館工作成果
之展現。

三 《臺大學術庫操作手冊》配合「臺大學術

庫」(Academic Hub)上線所製作使用指引與
服務說明，同時提供紙本與電子版兩種版
本，方便教師對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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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圖書資訊專業期刊

專書出版

《大學圖書館》於2015年3月與9月出版19卷1期與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琉球關係史料集成 第二卷》

期，總計收錄12篇文章，退稿率為45%。

臺大圖書館典藏一批臺北帝

紀念品製作
◆

圖書館特藏L夾：以本館特藏資料《田代安定文
庫》、《樣式雷》及《淡新檔案》為素材，新製三款
L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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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透過合作計畫，由琉球

圖書館特藏L夾資料袋：以本館特藏資料《田代安

大學的高良倉吉、赤嶺守、

定文庫》的花卉圖譜為素材，新製手提L夾資料

豐見山和行等教授率學者群，將該批史料進行全文

袋。

翻刻、現代日文語譯、以及名詞解釋與校勘等，並撰

特 藏 筆 袋 C 款：以 本 館 特 藏 資 料《P o m o l o g i e
française》中的馬爾他橙植物圖譜為素材，新製特
藏筆袋C款。並為便於存放各式筆類，C款馬爾他
橙與再製之B款英國櫻桃調整尺寸

◆

大時期透過抄寫所蒐集之

2016年圖書館特藏桌曆：取材自特藏資料《The

寫解題，此外，臺大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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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史料集成將陸
續出版為五卷（冊）套書，2013年已出版第一卷，
2015年出版第二卷。

Birds of Asia》、《Pomologie française》、《本
草圖譜》及《田代安定文庫》，一幅幅精緻生動的
▲

花鳥植物圖譜，經由設計者用心地構圖、配色、選

左上、左下、中下：特藏L夾

紙，成就了一頁頁獨特動人的月曆，將陪伴讀者一

中上：特藏L夾提袋

起迎向精彩的2016年。

右上：2016特藏桌曆
右下：特藏筆袋C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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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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2015.1.27

圖書館搬遷之經驗分享

2015.2.10

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問題觀察與發想

2015.4.21

Mutable Libraries: Ideas, Projects, Challenges ;
Preserv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5.20

圖書館創新思維與服務

講者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技術服務組

吳錦範組長
本館系統資訊組

黃乾綱組長
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李欣副館長
香港理工大學包玉剛圖書館

黃朝榮館長
本館行政組林秋薰組長、

2015.9.22

日本參訪觀摩高密度書庫之經驗與心得分享

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鄭銘彰組長、
閱覽組陳建翰組長

2015.12.9

電子資源之管理

2015.12.16

WorldCat使用面面觀

臺大圖書資訊學所博士生

陳嘉勇先生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黃鴻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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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二

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醫分館）
日期

課程

講者
飛資得企業集團創發長暨

2015.4.22

我們的價值－圖書館員的思考和探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講師

駱英豐老師
2015.6.03

讚點子數位行銷公司總監

運用免費雲端工具提升圖書館服務

權自強老師
本校圖書資訊學系專任教授暨

2015.9.22

Altmetrics的內涵與應用

圖書館副館長

陳光華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教授暨

2015.11.18

由活動策展談圖書館公關

圖書館館長

葉乃靜教授

館員受邀擔任講座
日期

講座資訊

2015.1.15

醫分館梁君卿主任受邀至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以「促進國際合作平台：Research Portal建
置經驗分享」為題發表演講。

2015.3.25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中國醫藥大學，參加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中部分區
委員會與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辦理之「影片製作實務工作坊」，講授影片的剪輯與製作。

2015.4.9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黃鴻珠教授「大專圖書館」課
程，以「行動時代裏的大學圖書館服務」為題，分享教育科技發展趨勢、MOOCs的挑戰，
以及大學圖書館服務再思考等議題。

2015.4.10

學科服務組張育銘編審與推廣服務組鄭惟中組員受邀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卜小蝶教授「參考資源與服務」課堂，分享電子資源之概況與評估，以及臺大圖書館之
各類推廣行銷現況與成果。

2015.4.14

學科服務組張育銘編審受邀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分享「部落格、數位教
學影片之建置&編撰撇步」，介紹「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之建置，以及數位學習網
之數位學習課程影片錄製與剪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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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資訊

2015.4.24

醫分館梁君卿主任受邀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圖書館，以「促進國際合作平台：Research
Portal建置經驗分享」為題發表演講。

2015.5.18

洪玉珠組長受邀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人才培訓課程「圖書館衝突管理實例討論及演練」
擔任講師。

2015.5.21

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至館長聯席會中簡報本館執行OCLC計畫概況，講題為「臺灣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運作現況」。

2015.5.28

李明錦組長受邀至國家圖書館擔任講者，講題為「臺大圖書館RDA西文書目記錄編製經驗
分享」

20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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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為「臺大圖書
館特藏組數位典藏介紹及使用CONTENTdm建置數位典藏館的經驗」。

2015.7.4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苗栗大千綜合醫院「教學能力提升」課程，講授「我也是導
演─快速學會做影片」，教導如何利用Movie Maker剪輯製作影片。

2015.7.24

學科服務組陳巧倫組員受邀至國家圖書館舉辦之「讀你千遍也不厭倦User centered library
services」活動，分享臺大圖書館發掘與了解讀者需求之經驗。

2015.9.4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中國醫藥大學擔任「第37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5
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講座，以「教育學習科技趨勢與圖書館」為題，分享對教育
科技趨勢的觀察及翻轉教室理念在臺大圖書館的應用與實踐。

2015.9.30

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鄭銘彰組長受邀擔任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主辦「劃破寂靜：讀者異常
行為處理」圖書館同道實務分享會與談人。

2015.10.8
10.15&10.22
&10.29

書目服務組葉欣怡編審、館藏徵集組黃淨如編審、李佩寧小姐、閱覽組黃瑞期先生受本校
圖資系《圖書館資訊系統》課程之邀，介紹本館Sierra系統之編目、期刊、採訪、流通等模
組。

2015.10.13

閱覽組陳建翰組長受邀於「2015次世代文獻傳遞服務研討會」，以「臺灣大學圖書館Rapid
ILL文獻傳遞服務經驗談」為題發表演講。

2015.11.11

特藏組宋志華編審受本校國際華語研習所邀請，向該所教職員簡報「圖書館特藏檔案資料
整理與數位典藏」，分享本館資料典藏及數位化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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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日期

講座資訊

2015.11.13

閱覽組郭美玲編審受邀於「2015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年會」，以「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學位
論文服務」為題發表演講。

2015.11.30

系統資訊組邱莉媛小姐受邀於「2015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以「NTUR vs.
AcademicHub」為題發表報告。

2015.12.5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數位匯流下的圖書資訊研究與圖
書館服務研討會，於「潮圕服務新設計」單元分享本館近來的服務設計與翻轉教室教學之
新嘗試。

2015.12.9

特藏組宋志華編審應校史館邀請，於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校史文物典藏暨數位校史館建
置」研習班講授「特藏檔案資料整理與數位典藏分享」。

2015.12.11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與蘇筱喻組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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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18

醫圖黃雅玲小姐、李欣怡小姐受邀於國家圖書館出席「Library Watch Commons 遙觸遙遠的
星光 - 把圖書館帶到讀者身邊」，以「促進國際合作平台：Research Portal建置經驗分享」
為題，分享醫圖推廣學科服務的經驗。

2015.12.28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及特藏組蔡碧芳副理受邀於本校歷史系學會舉辦之「臺大圖書館館
藏的前世今生」演講，介紹圖書館歷史沿革、建築及空間配置，以及館藏古籍善本收集來
源、過程及史料數位化。

館員參訪
日期

講座資訊

2015.1.21

陳光華副館長帶領本館各組室主管參訪高雄市立圖書館新館。

2015.5.3-6

陳雪華館長率領特藏組洪玉珠組長、醫分館梁君卿主任、社科組鄭銘彰組長、學科服
務組童敏惠組長一行5人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參訪。除與北大圖書館研討交流，亦訪問
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以及中國人民大
學圖書館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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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資訊

2015.7.14

陳雪華館長率領本館各組室主管參訪新北市立圖書館新館。

2015.7.22

為籌備法律圖書室空間改造參考，社科組鄭銘彰組長、林鳳儀編審、邱芳盈股長赴新
北市立圖書館參觀閱覽服務及家具設計。

2015.8.28

社科組鄭銘彰組長參訪甫開館一個月的日本岐阜市立中央圖書館新館Gifu Media
Cosmos，該館與社科院圖書館同為伊東豐雄建築師的作品，特別由事務所專案建築
師現場導覽及介紹空間設計理念。

2015.12.10

社科組林鳳儀編審與法律學院吳玉芳秘書前往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圖書室參訪，並就法
律專門圖書室之各項工作進行業務交流。

2015.9.11-10.24

特藏組林慎孜組員於2015年秋季至康乃爾大學圖書館（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文
獻保護部參訪研習，此係康大圖書館獲亨利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贊
助，為華文地區圖書館提供館員實習機會，以提升對可流通館藏修復之認識。

2015.12.1-12.8

陳雪華館長與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前往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參加2015 OCLC
亞太理事年會。

館員發表
1. 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5年海報展，學科服務組以「圖書館 x 翻轉教室 = 顛覆對圖書館利用教育的
想像！」為主題進行海報展示與解說，並展示翻轉教室所使用之道具，重現教學場域情境。經學會成員現
場票選獲得第三名。
2. 鄭惟中、邱銘心（2015）。我國政府衛生福利機關（構）網站提供消費者健康資訊服務之初探。大學圖書
館，19(2)，69-107。
3. 張育銘、陳巧倫、陳芷洛（2015）。臺灣大學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使用效益分析研究。大學圖書館，
19 (2)，12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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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館舍空間
Accommodation

空間維護
一

儲冰空調系統善用離峰時段電力

三

閱覽空間燈光照明改善

因應學校多處館舍新建用電大量增加，且台電

總圖書館三樓南、北兩側挑高12米閱覽空間之

已無法增加學校用電契約容量，配合總務處重

建築設計，因挑高空間致使燈具損壞後無法維

新建置本館儲冰空調系統，將部分尖鋒時段用

修，長期以來造成照明光線不足。為解決該區

電轉移至離峰時段進行空調儲冰，在尖峰用電

照明不足的問題，將館內現行大型閱覽桌進行

時融冰以供應全館空調，如此可減少尖鋒用電

家俱改造，加設隔板以增設電源插座，並搭配

約400KW，避免因尖峰時段用電超過契約容量

本館古典風格之燈具款式，以提供讀者足夠閱

而導致罰款。本項工程於104年7月29日完成驗

覽照明以及美化圖書館室內空間之雙重效益。

收，加以裝設儲冰專用電錶，因台電3段式電價
計費之電費優惠措施，達成校方減少尖峰時段

四

圖書館線上環景攝影
總圖書館正式導入「圖書館線上環景導覽(360o

用電度數及節省電費之目標。

Panoramic Images of NTU Library)」，自地下
二

空氣品質檢驗

一樓自習室，到五樓典藏珍貴文化資產的特藏

圖書館列屬「空氣品質管理法」第一批公告場

區，都能以真人步行方式帶領前進，任何角度

所，本館為維護入館讀者健康，自104年起依

皆可轉圈環視。不受限於時間及地點，在Google

空氣品質管理法各項管理、監測等法規規定，

Map亦可遠端瀏覽內部實景。

定期每半年委託學校環安衛中心巡查檢驗，每
兩年一次專業單位的定期檢驗，以提供讀者優

五

社科院圖書館用電安全維護

良的空氣品質及閱覽環境。104年度定期檢驗

為保障讀者使用閱覽桌電源插座時的用電安

報告，包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pm10懸浮微

全，社科院圖書館於2015年8月進行全館閱覽

粒、甲醛、細菌等皆符合檢測標準值，並已依

桌電源迴路控制盤增設漏電斷路器工程。

法公告之。

▲ 閱覽空間燈光照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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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捐贈與贊助
Donations

期刊捐款
2015年期刊募款總計85筆，約新臺幣722,455元（美金：臺幣=1:30）。

實物捐贈
一

華碩公司捐助資訊設備

二

法律學院圖書室實物捐贈

由李書行副校長牽線華碩電腦公司，2015年4

2015年10月2日法律學院詹森林院長率領曾

月14日華碩謝明傑副總裁率同仁參訪本館；藉

宛如副院長、姜皇池副院長及本館鄭銘彰組長

此機會華碩公司瞭解本館營運服務概況以及未來

一行４人，拜會富邦金控蔡明忠董事長，由鄭

展望，本館也提出產學合作的建議，希望企業力

組長簡報萬才館法律圖書室藏書空間改造及典

量能挹注學術發展。此計畫獲得本校楊泮池校長

範學習書屋計劃，解決目前實體書刊滿載的情

與華碩公司施崇棠董事長的大力支持。7月本校

況，董事長同意該計劃並決定以實物捐贈方式

第2866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與華碩電腦公司合

以滿足法律圖室未來營運所需，與圖書館有關

作計畫，8月簽訂合作備忘錄，華碩公司贊助圖

的設備及裝修工程價值約新臺幣600餘萬元。

書館個人電腦、伺服器、數位看板等共計340台

2016年1月13 日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副董

資訊設備，以及未來3年的維修服務，總價值新

事長蔡明興代表家族，與本校楊泮池校長，與

臺幣600萬元。開學前機器設備一一整備上架，

臺大法律學院教師與學生代表的見證下，共同

提供師生使用，可謂新學期新氣象！

完成萬才館實物捐贈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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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贈書記事
時間
2015.1.9

贈送者
已故郭松棻、李渝教授
[其子郭先生轉贈]

2015.1.29

獸醫學院闕玲玲教授

2015.2.2

昆蟲系

2015.3.18

已故前國史館館長
張炎憲教授
[夫人林琇梨女士轉贈]

2015.4.19

南京大學

2015.6.25

外文系

2015.7.17

已故昆蟲系朱耀沂老師
[家屬轉贈]

內

容

文史哲藝術類暨保釣資料圖書約計8,000冊。
動物病毒學、獸醫學相關專業教科書、約計250冊。
昆蟲系圖書室所藏，素木得一教授昆蟲學期刊抽印本，計
18,474件。
臺灣研究相關資料、臺灣原住民研究、臺日韓三國歷史、
政治、經濟、文化圖書，臺灣早期社會運動的政黨雜誌期
刊，臺灣總督府時期台灣社會研究報告及張教授指導學生
臺灣相關研究論文 , 共計8,267冊。
中國哲學家評傳叢書 1套201冊。
外文系系圖所藏期刊約計2,000 冊。
昆蟲學相關研究專書，約計600冊。

2015.8.18

城鄉所畢恒達教授

城鄉建築學暨個人藏書約計600冊。

2015.8.21

農藝系郭華仁教授

農藝相關西文專書、期刊、研討會論文集、VHS影帶資
料，計301件。

2015.9.1

前司法院長翁岳生教授

法律教學研究與司法實務珍藏圖書，共128冊。

2015.9.16

桂文亞女士

兒童文學類圖書計500冊， 作家有簽名書84冊。

2015.9.22

已故歷史系張奕善教授[夫
人葉玉琦女士轉贈]

2015.10.19

已故Stuart Edwin Jackson
博士
[校友徐鈴卿女士代家屬轉贈]

2015.10.28

已故電機系校友謝明榮先生
[家屬黃婉惠女士轉贈]

2015.11.3

臺灣工業史研究者
林炳炎先生

2015.12.4

陳泰然副校長

2015.12.22

分醫所校友黃愉茵女士

2015.12.30

國際華語研習所

2015.7-12月

歷史系周伯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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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圖書約計600冊。

西文藝術及歷史類圖錄類型的大本精裝書， 英美文學、新
聞傳播類圖書，約計1,500冊。

電機專業暨財經類圖書，約計500冊。
三田裕次先生文庫（臺灣社會與政經研究中日文圖書）書
刊贈書，約計200冊。
大氣學相關學術期刊，約計600冊。
西洋電影暨古典音樂等視聽資料約計1,000餘件。
臺灣戒嚴時代，大陸地區黨政及地區雜誌，華語學習、中
國文化、臺灣社會、政治相關雜誌約計1,200冊。
佛學研究相關中西日文專書、學報約計1,000冊。

拾貳

延伸營運
NTU Museums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2015年度因應校史館門廊古蹟緊急修復工程，而封閉大
門改由側門進出參觀，時間長達近六個月；此外校史館常
設展區局部改善作業，於10月至11月中旬閉館施工，全
年僅開放參觀10.5個月。雖然長時期參觀動線不便，但
2015年仍有23,826人次參觀校史館，其中導覽服務總計
達314場次（含中、英及日語）。年度重要訪賓包含京都
大學博物館館長、臺北帝大氣象講座白鳥勝義教授之子白
鳥令教授、科威特大學工學院院長、哈佛大學 F. Spaepen
教授、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資深副總裁Roy Kamphausen、
波蘭University of Opole副校長Janusz Stodczyk、UC Davis
副校長Joanna Regulska、2004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aron
Ciechanover等。

▲

上：波蘭University of Opole副校長等訪賓
下：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Aaron Ciecha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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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口述歷史
一

訪問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為臺大校史留下重要資產
由陳雪華館長親自帶領校史館營運組與多媒體服務
組共四名同仁，於4月9日下午出發至淡水區的李
登輝基金會，錄影訪問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訪談一
個多小時，總統也親筆簽名12冊本館館藏個人著
作；已轉交閱覽組典藏於臺大人文庫。

二

▲ 圖書館團隊訪問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為探究臺大射箭協會早期發展歷史，以及臺灣射箭
運動之演進，校史館分別於3月22日訪問臺大醫院
江千代醫師、3月25日至臺南奇美醫院訪問邱浩遠
副院長、5月15日訪問生科系李心予教授、周宇廷
學長以及張旭東學長。為臺大射箭協會的老中青三
代社員留下珍貴的口述紀錄以及文物照片等。

三

配合《臺大四六事件考察》修訂，訪問當初事件相
關人電機系校友李孝鑽。

四

經游雲霞老師轉介，12月28日於青田街11巷1號

▲ 射箭協會口述歷史
▼ 訪問今村完道之女大坂英子

的日式住宅，訪談過往的居住戶──臺北帝大今村
完道教授家人。今村家人亦提供一些老照片予校史
館典藏。
五

104年12月31日昆蟲系校友張光樸教授 （知名人
類學以及考古學家張光直之弟，現任值美國芝加哥
醫學院）接受校史館口述歷史專訪，暢談他的臺大
校園生活記憶以及對母校國際化發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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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入藏「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之舊招牌

舊招牌，亦隨之走入歷史。人社中心將此舊招

科技部人社中心於民國2012-2014年期間，設址

（此外，校史館亦典藏曾於校史館2樓設址之

於臺大社會科學院（徐州路校區），因應國科會改

早期「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之舊招牌）

制為科技部，「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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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贈予校史館典藏，並於1月7日正式入藏。

二

2月，入藏本校山地農場鑄鐵暖爐與
大塊原木舊門牌

YAMAHA鋼琴）、小提琴（約64年歷史）、兩

本校山地農場梅峰場本部位於臺灣中部山區，

等文物供校史館典藏（琴類已經於7月30日運抵

海拔高度約2100公尺，氣候涼爽宜人，深冬寒

校史館；文件則由林女士陸續整理中，未來校

氣則令人冷顫難耐。以往農場辦公室與宿舍未

史館將轉圖書館特藏組典藏）。

款攜帶式電子琴、樂譜、手稿、簡報以及唱片

裝設電暖器，而是打造純金屬的柴火爐，既可
取暖，又可以簡單煮食；後來考量使用便利性
與用火安全性，自20世紀末山地農場已不再使

六

11月，入藏校友陳逸南先生捐贈收藏在家中已
三十餘年的「臺大男生第十一宿舍」大理石門牌。

用這類火爐。校史館典藏這具生活用品──重
達200公斤的古典電暖爐，可以藉此見證位處亞
熱帶的臺灣，在地勢海拔上的多樣性，而本校
校地以及學術研究亦反映此一特色。此外，屹
立於省道臺十四甲線本校山地農場入口處數十
載的原木舊門牌，粗獷典雅兼具，歲月累積下
已經成了一件藝術品，然因農學院更名為生物
資源暨農學院，只得取下。今轉入校史館永久
典藏。
三

2月，紀錄徐州路社科學院校區
地下室書店最後身影

▲ 林二先生所使用過的鋼琴

因社科院辜振甫紀念圖書館同仁的通知，2月13
日傍晚，校史館同仁至徐州路之社會科學院舊
院區，採訪錄影位於綜合大樓地下室的書店劉
嘉能老闆，這間書店已有三十七年的歷史，是
許多原法學院暨其後繼的社科學院之師生的共
同回憶，而聽說2月13日是該書店最後一天營
業，因此校史館特地去記錄，以補上了社科學
院院史的一塊缺漏。
3月15日本校與臺灣師範大學以及臺灣科技大學

▲ 徐州路社科學院校區地下室書店最後身影
▲

四

捐贈者陳逸南先生與男十一宿門牌

組成「國立臺灣大學聯盟」；各界贈送我校之
相關紀念物等，由校長室指定納入校史館庫房
典藏。
五

7月，入藏校友林二家屬捐贈直立式鋼琴
一台與相關文物
林二先生（1934-2011，臺大電機系1958
畢，音樂界知名人士）之養女林懿女士，捐贈
林二先生所使用之鋼琴（近70年歷史之直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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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總圖夾層書庫《交換故事》攝影展之川流學堂

拾貳
活動、演講與展覽
一

與森林系合作服務學習課程，培訓年輪
特展定時導覽解說員

四

配合杜鵑花節，設攤位辦理推廣活動
校史館吉祥物「文昌寶寶」，於2014年12月遺

校史館首度專為特展，另外開發特展的定時導

失之後，2015年2月製作「文昌寶寶二世」，

覽員，以有效紓解訪賓對特展導覽的需求。

在杜鵑花節亮相，並駐點「校史館文昌位」，

「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事」特展自2014年11

供訪賓留影紀念。同時，校史館於杜鵑花節期

月5日開幕，同年12月1日起，對外提供團體預

間邀請高中生在博物館群攤位填寫「文昌寶寶

約導覽的服務。2015年2月26日，校史館與本

繪馬祈願明信片」，之後將明信片懸掛在「校

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合作，共

史館文昌位」祈福，再依個人指定日期寄出，

同辦理特展導覽員的培訓課程，讓本校森林系

以期在填寫人考期前發揮激勵之作用。校史館

學生，透過導覽解說的學習過程，更進一步深

同學並帶著吉祥物在3月27日參加校園馬拉松，

入認識本校實驗林。自3月16日起，受過培訓考

為臺大學生在期中考前「繞境祈福」。

核的森林系同學於特展廳輪值排班，提供訪賓
基本諮詢與定時導覽的服務。累計至6月學期結
束為止，一共提供定時導覽共計48場次，服務
人數100人。
二

配合杜鵑花節，辦理年輪特展兩場延伸
講座與加開四場假日定時導覽
配合杜鵑花節，年輪特展舉辦兩場延伸講座，
國家考試委員、前臺大實驗林處長的王亞男演
講；3月20日「迎向未來開新局」，由現任實驗
林處長蔡明哲演講。前後任兩位實驗林處長分
別詳述了實驗林的過去與未來。並且兩場演講
請本校教育發展中心全程錄影，演講影片已放
置「臺大演講網」。3月14、15日兩天，則加
開四場假日定時導覽服務，由森林系的種子導
覽員擔任解說員。

三

「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事」特展專題
網頁製作完成
5月校史館製作完成「年輪：臺大實驗林的故
事」特展專題網頁，放置校史館網站，以完整
保留該特展的文字與圖片資料，提供有興趣者
自由上網瀏覽。並且該網站新增開幕花絮影
片、訪賓留言掃描、展場環景拍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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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於博物館群攤位前與同學合影
▲

分別為3月18日「細數年輪話前世」，由現任

上

：京大博物館館長來訪，森林系同學解說

下左：臺大實驗林前處長王亞男教授演講
下右：年輪特展於杜鵑花節加開的定時導覽

五

辦理臺大文化資產巡禮散步
導覽活動共兩場
校史館首度將導覽活動延伸至校園圍牆之外的
臺大文化資產──臺大日式宿舍群。邀請臺大
城鄉所博士、任職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理事、綠色和平東亞分布董事張維修先生擔任
主講人，分別於3月26日和4月24日辦理共兩
場散步導覽活動，主題為溫州街散步與青田街
散步。兩場活動對外消息公告後即迅速報名額
滿，並且因為全程配戴導覽子母機，導覽內容
圓滿傳達，民眾也反應此活動相當具有意義，

受保護處分之青少年安排農場DIY手染課程

未來校史館將持續辦理類似的活動。
六

規劃臺北地方法院受保護處分
青少年參訪活動
校史館主動向臺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提案，為
人員規劃受保護處分之青少年參訪臺大博物館
行程，經近一年的籌畫，於4月22日星期二下
午成行。本次行程，臺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主

張文亮教授演說風采、演講實況

任全程參與，法院並派遣一位觀護人負責一位
少年；部分少年亦有家長陪同。除參觀校園景
點外，少年亦品嘗臺大鮮奶和冰淇淋，還有參
觀農場香草植物園區以及進行農場DIY手染課程
（手染課程費用由法院負擔）。平時參與法院
活動都愁眉苦臉的青少年，難得在此次參訪中
綻放笑容，且與講師互動熱烈，開心完成課程

鍾肇政先生蒞臨校史館

手染作品。
七

舉辦「日本札幌農校學生歸主運動對臺大
立校之影響」－張文亮教授演講活動
4月23日舉辦「傾聽迥盪在臺大創校初期的故
事－日本札幌農校學生歸主運動對臺大立校之
影響」演講，由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文亮
教授講授；帶領我們由多元角度觀看影響臺大

鍾肇政先生留下墨寶予校史館典藏

立校的起步。
張文亮教授對臺北帝大早期部分理農學部教授
來源與貢獻做了概括性的介紹，不僅內容精采
有趣，加上老師幽默風趣的演說風格，使現場
座無虛席，歡笑、感動不斷，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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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畢業季舉辦第九屆「留言一句‧傳情百
年」活動

卡，透過校史解說與遊戲的方式讓兒童了解臺灣

2015年校史館畢業季留言活動「留言一句‧

度由校史館暑期服務課同學擔任主持人與各關關

傳情百年」，除了依循往例在校史館「臺大精

主，並協助活動辦理。

次至畢業典禮現場擺設留言攤位。本次活動海

十二

神」展場布置書房邀請畢業生留言之外，並首

大學的校史，繼而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今年首

配合圖書館辦理「特務L接班人」活動

報獲得莊靈老師授權使用莊嚴教授與臺靜農教

配合9月2日至9月30日圖書館「特務L接班人」

授合影的照片作為海報設計元素。臺大中輟的

活動，校史館特請實驗林木工廠製作校史館建築

知名作家：鍾肇政先生，因為外孫女於2015年

雷雕杯墊100個（利用年輪特展的剩餘杉木杯墊

畢業，高齡90歲的他特地與他的外孫女共同參

改作）以作為闖關答題的風雲小禮。由於此杯墊

加本活動，在校史館畢業生留言冊寫下：「我

數量有限，因此校史館服務檯設置數字輪盤，讓

愛台大 永遠永遠 鍾肇政 2015 .6 .13」

新生答對題目後，憑藉著運氣轉輪盤至跟本人學
生證尾碼數字相同才可獲得，其餘者則獲得校史

九

辦理「跨世代座標記憶：畢業生篇2015
票選活動」

館金銀花鉛筆一對。而活動期間，隨時視新生參
與的實際情況，調整風雲小禮的贈送。

6月10日至7月31日，配合校史館舉辦「留言
一句‧傳情百年」活動，辦理「跨世代座標記
憶畢業生篇票選」活動。希望了解真真切切活
動四年校園生活的臺大畢業生，最受他們青睞
的大學三學分：「K書討論」、「社團活動」、
「戀愛約會」活動座標是哪些地方，以比對四
年前的大一新生填答率最高的在校生票選結
果。另外，設計「填問卷、完轉盤、拿小禮」

跨世代座標記憶畢業生篇票選活動

的活動以吸引畢業生參與。
「兩個人 老地方 一直幸福的時光」拍攝實況

十

製作「兩個人 老地方 一直幸福的時光」
臺大人婚紗攝影@校史館影片
2015年農曆七夕前，臺大校史館的服務課同學
以一則發生在臺大新總圖的真實故事，改編成
約四分鐘的短片小品「兩個人 老地方 一直幸
福的時光」，推廣校史館校友婚紗攝影之外，
也祝福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本次影片感謝臺
大合唱團獻唱莎士比亞的詩作 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作為影片配樂，以及臺大鐵道暨火車
研習社社員協同演出。

十一

配合博物館群學習體驗營，辦理「整個
校史館就是我的遊樂場」活動
配合今年博物館群暑假兒童學習體驗營，校史
館8月19日下午推出「整個校史館就是我的遊樂
場」主題，規劃六個與校史館展示主題相關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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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館學習體驗營中央橋大合影

十五

十三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大：巡梭時空中
校景、建物與人的相遇點特展

舉辦「回眸．定格．遠矚：國立大學校史
館營運交流與分享」

校史館於87年臺大校慶，同時也是校史館開幕十

校史館於12月29日舉辦一整天的「回眸．

週年的館慶，於川流廳推出「看不見與看得見的

定格．遠矚：國立大學校史館營運交流與分

臺大：巡梭時空中校景、建物與人的相遇點」特

享」；共計全臺有10所大學校史館或博物館派

展。特展主要分為緣起、地圖臺大、大力士拼圖、

人與會，是國內首度進行相關之交流會議。除

探索臺大、微型臺大、看見臺大、新舊臺大、失落

了在校史館進行簡報交流，也安排大家感受臺

臺大、記憶徵集&創意發想區等九大區域。

大博物館群的能量，參觀植物標本館、物理文
物廳、人類學博物館等，以及邀請大家至舊總

位於展區中央的「探索臺大」是這次展覽的重頭

圖書庫參觀攝影展「泰勒化」、至出版中心書

戲，也是一個實驗性質的展示手法。由雪花造型

店兌換咖啡、參觀校史館特展「看不見&看得見

木片搭建起的展示台，上方陳列著一個個手繪插

的臺大」，節目非常精彩。國立大學校史館間

畫風格的主題物件，類別包含六個子單元：建築

已經有每年或是每兩年定期舉辦校史館交流會

語彙相似的帝大建築群、光聽名字無法猜出其功

或是研討會的迴響，也可以擴展至私立大學。

能的建築物、散布校園各地的公共藝術、見證
群、現今大多已經消失的學生宿舍。每個子單元
除了探索地圖與引言之外，每個主題物件並不會

十六

歷史的掛牌老樹、溫州街青田街一帶的日式宿舍

校史館紀念品開發
◆

書框（亦可轉做畫框）15幅，將作為畢業留

直接在一旁標示內容介紹，而是希望透過一個個

言摸彩禮物，以及贈送捐款人的謝禮。

細緻的手繪插畫，引發參觀者的興趣，進而閱讀
桌面上冊頁裡對於每個物件的介紹文字。讓參觀

以校史館回收的廢棄舊家具，再製為畢業證

◆

配合9月圖書館「特務L接班人」新生活動，

者巡梭其中，思索每一個主題背後的歷史成因、

校史館特請實驗林木工廠製作校史館建築雷

透露的訊息，而每個主題都可以繼續延伸放大。

雕杯墊100個（利用年輪特展的剩餘杉木杯
墊改作）以作為闖關答題的風雲小禮。

在這個「看見太多以致太多看不見」的年代，希
望透過各式以臺大為核心的主題地圖串聯，描繪

◆

歡慶校史館十週年，設計製作「校史館椰柱

出臺大的歷史軌跡與空間發展，並從不同的視角

飾布杯墊」。11月校史館中央展區蛻變新風

切入，引領訪賓看見所看不見的臺大。此展覽展

貌，同時，卸除展區中的12株大王椰樹幹，

期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6月30日。

以釋放空間，再現舊總圖閱覽廳開闊氛圍；

十四

我們運用展區褪下的大王椰柱布飾手工縫製

推薦鍾肇政為104年度臺大傑出校友並參
與校慶典禮會場禮品展

成限量的「臺大校史館椰柱飾布杯墊」（布

臺大校史館建請臺大圖書館陳雪華館長推薦知名

2005」字樣，製作說明小卡，並量身製作杯

作家鍾肇政學長為104學年臺大人文藝術類傑出

墊專屬紙盒），致贈參與11月12日校史館十

校友候選人，推薦案獲得評選委員會通過，並在

週年中央展區改善暨川流廳「看不見與看得

104年校慶大會上獲得表揚。校史館並以鍾肇政

見的臺大—巡梭時空中校景、建物與人的相

學長的墨寶：「我愛台大

遇點」特展聯袂開幕之賓客。

永遠永遠

面繡上中／英文「臺大校史館」、「Since

鍾肇政」

製作成校史館工作制服，並於校史館中央展區重
新開幕典禮上展示，深獲喜愛。楊泮池校長並指
示該服做為校慶典禮上合唱團團員之演出制服。

◆

運用鍾肇政墨寶「我愛台大永遠永遠」開發
設計T恤

另外，亦挑選校史館與博物館群之部分紀念品，
參與於11月15日校慶典禮會場後方的各單位紀念
品陳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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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提供校內單位商借校史館常設展廳空間，辦
理各項活動
(1) 5月15日，臺大藝術季：晚間舉辦Aura Party
臺大藝術季學生團隊於18:00-21:00借用校史館場
地舉辦 Aura Party，從廣場開始即設置攤位，有小
型演唱會、打電動、看卡通、套圈圈…等重現同學
們兒童時期的遊戲與節目；校史館門前出現難得的
排隊人龍，臺大精神展區、梯間也擠得水洩不通、
歡呼連連，是校史館場地使用新的嘗試。
(2) 6月13日，人類學系：應屆畢業生撥穗典禮與午宴
(3) 6月19日外文系：王寶祥老師凌晨授課「戲劇學」
為配合外文系王寶祥老師以英國當代驚世駭俗的
Sarah Kane (1971-99)遺作『4:48 Psychosis』為
主題開辦午夜課程，校史館於6/19(五)凌晨00:00-

校慶大會傑出校友鍾肇政致詞

:05:00開放作為王老師上課教室；是校史館自開館
以來之創舉。

國立大學校史館營運交流會合影

(4) 11月19日，全球氣候變遷中心：簽約儀式與晚宴
校史館協助理學院全球變遷研究中心於11/19
（四）晚間於校史館舉辦「臺灣大學理學院全球變
遷中心與未來地球海岸計畫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以及「東南亞環境永續研討會」 晚宴。此為校史館
於11月12日重新開幕後首次作為簽約以及晚宴場地
之使用。
(5) 12月15日，國際事務處：國際訪問學人茶會
校史館協助國際事務處於12/15（二）傍晚於校史
館舉辦「International Scholar Reception」茶會，校
長親自來與臺大的世界各國訪問學人提前歡度聖誕
節，並進行聯誼交流。
雷雕杉木杯墊

鍾肇政墨寶T恤

椰柱飾布杯墊

十八

提供校內單位商借展場空間，辦理各項展覽
(1) 3/14–4/6火車社於夾層書庫：
舉辦火車社創社二十五周年特展
臺大鐵道暨火車研習社為慶祝創社25周年，特地向

臺大藝術季Aura Party盛況

王寶祥老師凌晨授課

校史館借用夾層書庫，同時也是臺大火車社的發源
地，夾層書庫，舉辦「一又二分之一月臺：臺大鐵
道暨火車研習社25周年回顧特展」；該展吸引全國
眾多鐵道迷參觀，以及公視記者採訪，參觀人數總
計約1,500人。

全球氣候變遷中心簽約儀式

國際事務處訪問學人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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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4-5/22現代詩社於夾層書庫：
密室書庫：現代新詩創作展「疾病」
103學年現代詩社之新詩創作成果特展：「疾
病」，總計參觀人數約200人。
(3) 5/4-5/18生物醫學影像研究中心：

火車社創社二十五周年特展

現代詩社創作展

時空膠囊Before、After

2015第四屆分子生醫影像攝影競賽暨展覽
生物醫學影像研究中心5月4日於校史館舉辦「第
四屆分子生醫影像攝影展頒獎典禮」，並將得獎作
品展示於校史館。
(4) 7/24-8/2昆蟲學系於夾層書庫：
「昆蟲藝術互動展─秘密行動」特展
博物館群申請之文化部補助計畫，其中由昆蟲系執
行的「昆蟲藝術互動展─秘密行動」特展，於舊總
圖夾層書庫舉辦，並於7/25(六)上午10:30進行開
幕茶會儀式，開展期間總計參觀人數約800人。

十九

提供入館拍攝申請
(1) 3月19日，目宿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拍攝林文月
紀錄片所需的文物史料畫面。
校史館中央展區改善工程

(2) 8月4日，本校中文系蔡璧名副教授與攝影團
隊，拍攝MOOCs線上課程〈莊子——姿勢、意識
與感情〉宣傳影片。

二十

首次開放實習制度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學生王悅婷同學於暑假
至校史館實習，8月12日完成校史館200個小時服
務時數，實習作業計有：校園遞送公文與影印等庶
務工作、輪值服務檯，文物庫房資料整理與建檔、
導覽解說、策劃「溪頭老照片徵集」活動草案、剪
輯校史館七夕推廣短片「兩個人 老地方 一直幸福
的時光」，以及協助清理颱風過境校史館的災損。

校史館實習生服務

校史館中央展區完工開幕儀式

校史館展區新樣貌

2015 臺大圖書館年報 | 49

拾貳
展場更新
一

封存的「時空膠囊」成為展品

屋舍設備修繕
◆

5月中旬-11月初進行「校史館入口門廊緊急
修復工程」。

2014年9月校史館針對新生舉辦的「時空膠囊」
活動，收集到236封大一新生寫給四年後自己的
信件投遞於時空膠囊。由於封存的時空膠囊預計
於2018年3月開封，因此特地為時空膠囊改裝成
展品的模樣，放置於校史館常設展廳。
二

三

校史館夾層書庫入口處，新加裝人流計數
器，有效統計展覽的參觀人數
校史館中央展場展示改善，打造一個富含
「歡迎．擁抱」寓意、有溫度的校史館

◆

8/8(六)清早蘇迪勒颱風過境，校史館梯間與

校史館2005年6月於舊總圖書館揭幕，對外開放

展廳玻璃破15片、大拱窗窗稜變形4座、三四

參觀，建築本身是起造於1929年的臺北帝國大學

處積水，於8/10(一)緊急閉館一天清理；修繕

總圖書館，已經是臺北市定古蹟。挑高的天花、

工作於11月10日前陸續完成。

連續的拱窗，是這幢建築物最美麗的景緻；窗外
高大麵包樹相伴的勤學苦讀、挑燈夜戰，曾經是

◆

執行104年度校史館財產盤點作業。

◆

裝設更新保全警報系統；總機裝設位置移至新

世代臺大人共同的窩心回憶。開幕十年了，校史

處。

館常設展廳仍維持2005年的樣貌，然而近幾年
◆

檢測展場監視系統並更新警報感測器。

設計遮蔽舊總圖開闊的空間氣勢，並阻斷欣賞舊

◆

檢測T5燈管光源亮度及損壞品更換。

總圖連續拱窗建築之美，中央池與橋的造景則佔

◆

滅鼠防範措施施作。

◆

空調設備維護例行保養及檢測工程。

展示手法日新月異，多媒體運用更是普及，且原

用過多空間、使用不易；楊泮池校長期待校史館
能一一改善、去蕪存菁。於是，校史館尋找合作
團隊，共同打造校史館常設展廳中央區域的新意
象，成為一處具備演講、音樂會、展覽、宴會等
多功能使用之展演空間，更重要是能重現舊總圖
閱覽室空間氛圍。走過2015年的籌畫、招商、施
工，於11月12日揭開施工面紗，至年底的短短
一個半月，除了參觀導覽的人潮之外，校史館場
地已經舉辦過1場50名聽眾的演講、1場由校長主
簽的國際學術合作簽約儀式、1場20人次的諮詢
論壇與對談、1場兩岸大學博物館同道的交流簡
報、1場近百人的國際學者交誼晚宴、1場同學歌
劇演出彩排、1場同學社團成果發表會，所有當
初設定的校史館新角色，皆一一搬演上場。「歡
迎」大家常常踏入校史館，讓臺大「擁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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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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博物館展示設計交流講座
（與校園規劃小組合辦）
1月30日，與校園規劃小組合辦「博物館展示
設計交流講座」，邀請當代著名的荷蘭建築設
計團隊Kossmann.Dejong公司之負責人Herman
Kossmann先生，以及專案經理Martin Saemmer
先生蒞臨舊總圖文學院二樓會議室，分享博物
館展示設計的經驗，當天共有40人出席參加，
包含校規小組、圖書館、博物館群、臺博館等
成員。

二

辦理「2015臺大博物館群&圖書館志工招
募暨培訓講座」，成功募集100餘名新進
志工，講座圓滿成功
（臺大博物館群、圖書館合辦）
104年1月，首度結合博物館群及圖書館共同辦
理志工招募；宣傳海報除校內各處外，亦於臺
北市十處捷運站廣貼宣傳，廣獲校內外民眾熱
烈響應。志工總需求計九單位，共65人；成功
募集一百多名新進夥伴，加入館藏多元豐厚的
博物館群與圖書館服務行列。報名者，除本校
校友、退休/在職人員、國際/本籍學生、學生
家長外，還有國外大學學生、博物館資深導覽
志工、公職人員、大學與中小學老師等投入奉
獻。
2月7日博物館群辦公室與圖書館共同於臺大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5臺大博物館群暨
圖書館志工培訓講座」，使新進志工朋友們能
更進一步認識臺大博物館群、圖書館與校園空
間，並培養志願服務工作的知識與技能。

▲ 博物館展示設計交流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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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活動圓滿成功。由新進志工回饋問卷整體

編輯出版《標本．文物．我們的歷史：臺
大博物館群與藏品精選增訂版》

分析結果得知，高達94%的志工對於整體志工

歷史悠久的臺大，自1928年創校的臺北帝大時

招募暨培訓講座活動，表達滿意以上之程度，

期以來，累積了豐厚的學術標本與歷史文物，

並於問卷中表示，感謝主辦單位之用心籌辦、

但由於隱身在不同的館舍建築內，因此鮮為人

面面俱到，並深感收穫頗豐、獲益良多。

知。96年校慶日，臺大博物館群正式啟動，讓

期能使志工夥伴們充實臺大博物館群與圖書館

原本靜躺在校園各角落的寶貝，有了對外展示

的服務、多元館藏與各館專業技能後，在這個

與教育的機會。臺大博物館群目前共計有十個

大家庭中累積經驗，共同將珍貴的校園資產與

成員館。希望藉由書籍的出版，讓外界能夠一

豐厚的知識底蘊，經由工作協助、導覽與推廣

窺臺大博物館群的成立過程、瞭解各成員館館

活動，分享給更多的社會大眾。

舍建築的歷史變遷，進而認識藏身其中的珍貴

多元精采的課程，讓許多志工紛紛表示內容豐

三

藏品，讓這些珍寶再次從沉睡中甦醒，述說各
自迷人的身世背景。
103年5月已編著出版了《標本．文物．我們的
歷史：臺大博物館群與藏品精選》，由於內容
短期內又有新增和修訂，因此增訂版於3月9日
出版。增訂版與舊版最大的不同，在於人類學
博物館的民族學與考古學標本內容有大幅的修
改跟調整，並且新增了〈醫師之像〉，而總頁
數則從原232頁新增至248頁。
四

首度編輯推出臺大博物館群工作成果概
覽電子書
博物館群合作館每年度都會進行各式各樣精采
演講、展覽及推廣活動，為了具體宣傳展現博
物館群活動成果，因此首度編輯推出《2014
年國立臺灣大學博物館群工作成果概覽》電子

▲ 左：圖書館館長暨博物館群召集人-陳雪華教授開幕致詞

書，7月14日正式放置網站上提供外界自由點

中：臺大校園導覽-劉子銘副教授

閱。此電子書是2014年臺大博物館群精彩活動

右：導覽解說技巧-曾淑芸老師

的全紀錄，內容詳盡地介紹10個成員館2014
年一整年度的工作成果，包含了館藏增加與維
護、研究成果、交流參訪、參觀導覽解說服
務、以及由各館工作人員精心策劃的特展、講
座、推廣活動、工作坊等等，可謂琳瑯滿目，
應有盡有。除了個別館舍的成果介紹之外，10

▲

個成員館共同努力的整體性成果也詳加說明。
左：《標本．文物．我們的歷史》
右：《2014年國立臺灣大學博物館群工作成果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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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臺灣博物館簽訂館際合作備忘錄
6月8日下午，本校博物館群與國立臺灣博物館
簽訂館際合作協議書，簽約代表分別是陳雪華館
長、陳濟民館長；雙方邀請長官致詞與見證，分
別是本校副校長張慶瑞教授、文化部主任祕書蕭
宗煌先生，博物館群多位教授與同仁皆前往觀
禮，吸引眾多媒體採訪。

▲ 臺大與颱博館簽定館際合作備忘錄

六

落實社會教育理念，舉辦「悠遊一夏‧
探索臺大─2015臺大博物館群兒童學習
體驗營」
臺大博物館群擁有最豐富的校園文化性資產及
藏品教育素材，為落實社會教育向下扎根理念，
博物館群於今年暑假8月14日、8月17日及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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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以「博物館探

▲

索」為主題進行課程教案設計，塑造整體性主題

上左：黃金章傳說挑戰遊戲

課程，提供即將升小學四年級至國中七年級的小

上右：固定魚標本
下

朋友體驗臺大博物館群豐厚多樣的典藏與風貌。

：考古學家掘啊掘

活動囊括各博物館專為兒童設計之創意體驗課
程，將科學與人文知識結合遊戲互動，透過親臨
實境、手作體驗與趣味闖關過程，引領小朋友在
博物館中進行深入淺出的知識學習，從中感受與
瞭解各式各樣博物館的特色，並進一步探索與認
識臺大校園歷史珍藏。本次活動廣獲家長熱情洽
詢與報名，參與學員除包含本校教授/職員/校友
的小朋友、日籍學生，另有遠從宜蘭、桃園前來
參加的學員。
七

辦理兩次新竹縣地方文化館交流參訪，
以利後續合作規劃

▲ 第一次竹縣文化館參訪，第四站篁城竹簾文化館

自6月11日臺大博物館群與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藝
文推廣科、竹縣地方文化館服務團隊，彼此初步
交流後，博物館群辦公室安排博物館群成員於7
月8日（三）第一次參訪新竹縣地方文化館，行
程包含縣史館、鄧南光影像紀念館、蕭如松藝術
園區、篁城竹廉文化館、關西迎風館。9月8日
（二）第二次參訪新竹縣地方文化館，包含：關
西臺紅茶業文化館、金廣成文化館、張學良文化
園區-原住民族館、張學良故居等四處。希望透
▲ 第二次竹縣文化館參訪，第一站關西臺紅茶業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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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大學博物館參訪

過雙方彼此交流的經驗，對未來博物館群與竹縣
地方文化館的合作能有所助益。目前已談定的合
作案為：關西臺紅茶業文化館於2016年3日，在
圖書館日然廳進行書香茶香特展。
八

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大學博物館參訪
2015年8月底至9月初臺大博物館群前往美東新
英格蘭地區觀摩學習哈佛大學科學與文化博物館
(Harvard Museums of Science and Culture)、哈
佛藝術博物館群(Harvard Art Museums)、耶魯大
學皮伯蒂自然史博物館(Yale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MIT博物館之工作業務；期
間並與哈佛大學科學與文化博物館、哈佛藝術博
物館群、耶魯大學皮伯蒂自然史博物館館長與工
作人員進行簡報或業務交流會議。

九

與臺灣博物館合辦「國際博物館協會自然
史博物館專業委員會 2015 臺灣年會」

十

推出「校慶月 遊臺大 大禮小禮一起
拿！」臺大博物館群定時導覽活動

國立臺灣博物館將於10月19日至10月22之間，

臺大87週年校慶期間，臺大博物館群辦公室特

舉辦「國際博物館協會自然史博物館專業委員會

別與臺大訪客中心合作，於11月7日、11月14

2015 臺灣年會」；本次年會主題為：「自然史博

日、11月21連續三個週六下午，推出結合博物

物館：建構我們的未來」。基於今年6月8日本校

館群與校園導覽之定時行程。今年參加定時導

博物館群與臺博簽訂「館際合作協議書」，本校

覽的訪賓，不僅可以獲得臺大博物館群特色紀

博物館群作為合辦單位之一，因此館群自然史相

念集章小卡（共12張，拼起來背面是臺大校歌

關成員館將參與兩場簡報發表；並支援接待與行

歌譜），每場走完全程還能免費品嘗臺大農場

政業務。博物館群辦公室總計支援40人次工作人

出品的三明治冰淇淋。雖然原先限制每場僅能

力(其中36人次由校史館支援，昆蟲館以及動博館

接受20人參加；但三場導覽總計下來卻有超過

分別支援2人次)。本會閉幕晚宴於臺大醫學人文

100位人士參加；其中有教授闔家出遊，有學

博物館舉辦，臺博及研討會貴賓超過20人赴會。

生想多理解校園文化資產與博物館內的吉光片

費用由臺大支出；醫學院鄭素芳副院長代表致

羽，有校友重回母校感受青春世代的活力，也

詞；薰風國樂社蔡佳璇同學演出，場面熱絡溫馨。

有一般民眾攜老扶幼來踏青；更有臺大的好鄰
居─臺科大組長與導覽服務隊同學來見習。

▲ 國際博物館協會自然史博物館專業委員會2015臺灣年會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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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十一

執行博物館群導覽解說自主式app計畫
博物館展品的豐富知識、有趣故事，經常無法

持續臺大校訊「資產‧古物‧我們的歷
史」專欄

呈現於展板文字；但是導覽人力有限，不可能

接續2014年2月博物館群於《臺大校訊》開啟

為所有訪賓解說；此外，有些訪賓也期待依自

的「資產‧古物‧我們的歷史」專欄，104年度

己的步調汲取博物館展品所要傳遞的訊息。因

依然有7個館舍繼續輪流投稿，但是改為雙週投

此，博物館群開發自主式導覽app，今年度選定

稿。博物館群辦公室負責居中協調與提醒截稿

人類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昆蟲標本館三館

時間，並擔任臺大校訊的聯絡窗口。2015年度

進行相關作業：三館提供挑選展品的中英文解

截至11月中旬為止，專欄文章共計15篇，編號

說腳本與相關配圖，由博物館群辦公室負責錄

從30至44號。

輯、app之展品網路定位與程式撰寫。今年度的
成果為三館展品的QR code貼紙安置完成。

十五

音、聲音剪輯與襯樂，最後由計中負責短片剪

博物館群之兩館名稱更名正式通過
臺大博物館群之昆蟲標本室與檔案展示室，

十二

經過7月22日臺大博物館群第44次工作小

協助Google Map 博物館環景拍攝

組會議，更名為「昆蟲標本館、NTU Insect

關於本校圖書館與博物館群之Google環景攝影

Museum」與「檔案館、NTU Archive」一案正

與整合服務最有利標採購案，於10/16下午進行

式通過。

廠商簡報評選，得分最高的愛點科技公司也於
10月19日下午完成議價、簽約，並於11月15日
校慶前完成攝影上架。
十三

針對國際生講授「從博物館看臺灣文史」
課程
12月3日，博物館群辦公室陳鵬帆先生至共教中
心蔡君彝老師所開設的課程「從博物館看臺灣文
史」為臺大國際生介紹臺大博物館群約兩小時。

▲ 針對國際生講授「從博物館看臺灣文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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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

綜合統計
Statistics

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館藏類型

2013

2014

2015

中日韓文圖書（冊）

1,756,804

1,786,194

1,826,437

外文圖書（冊）

2,344,282

2,358,257

2,375,907

電子書（冊）

2,792,834

2,855,906

2,899,059

公開取用電子書（冊）

110,074

223,439

226,997

微縮資料（片、捲）

213,996

214,004

214,091

視聽資料

173,020

176,933

180,100

27

27

27

現期中日（韓）文期刊（種）

2,797

2,476

2,166

現期西文期刊（種）

5,176

4,944

4,549

電子期刊（種）

52,089

51,965

52,548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種）

11,517

11,570

11,855

565

565

562

現期報紙（種）

資料庫（種）

入館人次 ─ 依讀者別
讀者別

校內
校外（含校友）
總圖24小時自習室
（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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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1,300,821

1,205,931

1,204,708

208,948

283,023

404,030

1,210,732

1,067,233

1,042,073

2,720,501

2,556,187

2,650,811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2013

讀者別
總圖書館

848,428

738,280

126,497

226,500

235,449

24小時自習室

1,210,732

1,067,233

1,042,073

小計

2,355,770

2,142,161

2,015,802

校內

131,460

207,279

307,954

46,645

17,579

132,151

小計

178,105

224,858

440,105

校內

138,731

139,397

144,478

32,869

36,326

33,381

小計

171,600

175,723

177,859

校內

12,089

10,827

13,996

2,937

2,618

3,049

小計

15,026

13,445

17,045

總計

2,720,501

2,556,187

2,650,811

校外（含校友）

醫分館

校外（含校友）

數、物、化、法圖書室

2015

1,018,541

校內
校外（含校友）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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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百分比

2014

百分比

2015

百分比

碩士班學生

138,928

28.1%

126,354

28.8%

116,059

28.6%

博士班學生

50,579

10.2%

44,460

10.1%

40,744

10.0%

188,046

37.9%

160,516

36.6%

143,191

35.5%

全部教職員

70,495

14.2%

64,152

14.6%

58,496

14.4%

校友

11,698

2.4%

12,254

2.8%

12,800

3.2%

館合

20,502

4.1%

17,074

3.9%

19,157

4.7%

其他

15,611

3.1%

14,015

3.2%

15,534

3.8%

總計

495,859

100.0%

438,825

100%

405,981

100%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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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2013

2014

2015

文獻傳遞─外來申請（件）

15,834

13,901

文獻傳遞─對外申請（件）

1,602

2,274

小計

2,070

17,436

16,175

圖書借閱─外來申請（件）

17,436

16,175

16,382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22,408

18,852

19,999

小計

4,170

4,434

8,811

總計

26,578

23,286

28810

電子資源使用

1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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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4

2015

網路資料庫 （點擊次數）

725,856

779,171

743,895

電子期刊 (點擊次數）

516,625

414,323

355,388

13,197,359

15,640,957

17,707,767

全文使用 （次數）（註）

機構典藏
項目
收錄書目資料

2013

2014

2015

199,652

203,284

209,002

74,270

77,654

77,821

全文資料

網站典藏
項目

2013

網站數量
網站版本數

2014

2015

6,000

6,300

6,700

21,348

23,218

25,222

參考與推廣服務
項目

2013

2014

2015

88,803

85,672

75,436

利用指導

12,333人/285場

10,213人/273場

7,141人/269場

引導參觀

2,663人/223場

3,347人/252場

3,702人/263場

參考諮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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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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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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Koo Chen-Fu Memorial Library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Tel		 +886-2-3366-8300 ext.55600, 5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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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2-2356-2207, 2356-2208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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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