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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臺大圖書館在歷任館長與同仁的攜手努力下，成就了今天

服務多元，蓄積豐厚學術館藏質量的大學圖書館標竿，過去我

與圖書館團隊已共事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在2016年8月轉換為
帶領這個優秀團隊傳承的領導角色，很榮幸地與同仁們繼續接
力，共同傳承與開創館務營運的佳績。

圖書館在臺大校內的工作範圍，早已打破師生們對傳統行

政單位專一屬性的業務認知，除了配合教學與研究需求提供圖
書資訊相關之例行性業務，臺大圖書館這幾年來持續地以客製
化需求推動學科服務，運用資訊整合能力導入更方便使用的查
詢介面，規劃各式資源講習及利用指導教學，與校內各單位合
作展覽、推廣行銷、學術出版等活動，甚至延伸至校史與校園
博物館群的經營，服務也都維持著高品質滿意度。在這種需要
不斷地隨著學術支援能量提升的工作氛圍下，同仁們認真的貢
獻專業職能，還能保持著充沛的創意不斷精進，透過年報編輯
作業的呈現，讓大家共同回顧精彩的成果，我首先要感謝本館
團隊的合作，以及這一年來協助館務發展的各界人士。

延續近年學校鼓勵教研單位加強國際化、提升學術能見度

陳光華

Kuang-hua Chen
圖書館館長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University Librarian

Professo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TU

2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6

等議題軸線，2016年圖書館例行業務穩健成長中仍有亮眼表
現。在國際合作方面，臺大圖書館擔任我國OCLC管理成員館
聯盟的召集館任務，已完成第五年工作，去年本館原始編目之

中西文書目成果上傳OCLC WorldCat超過一萬筆，提升我國的

國際能見度，也透過聯合採購OCLC Connexion編目工具，實
質上每年為全國的會員館節省可觀的採購經費，雖然圖書館界

對OCLC並不陌生，當年申請參與並得到教育部的支持，過程
相當不易。海外交流方面，觸角更甚以往，本館（含社會科學

院、醫學院圖書分館）接待國外訪賓的導覽申請統計，人數比去年明顯增加；另外為了擴展本校校史

及博物館群的合作對象，9月我與同仁赴日本北海道大學，希望促成兩校校級之間簽署校史及博物館領
域的合作備忘錄。未來與館務相關的國際化活動相信會更加頻繁，鼓勵同仁積極參與，日後發展值得
期待。

處於變化快速的數位時代，臺大圖書館也不斷的思考如何把龐大的學術資源與各種優質服務做最

好的行銷，像是當前熱議話題的AR擴增實境，在2016年初即由同仁導入加以實用化，安排在總館內特

色空間或展品專區讓讀者搶先體驗，接著在8月本館網站完成大幅度改版，最大的變化是主選單頁面結
構簡潔，輔以各種API資源讓內容更為豐富，另外回應讀者使用行動載具的普及趨勢，開發新版APP供
iOS與Android行動裝置下載，讓e世代讀者樂於使用本館開發的APP。

藉由執行各種計畫專案，本館得以在高等教育常年經費不若過去寬裕的情況下，爭取到不同來源

的經費補助，轉換為各種優質服務及圖書館研究力的產出，縱使校內經費資源有限，圖書館仍能設法
創造出最大的服務能量。然而經費緊縮的現實，在大家追求卓越的使命感心中，還是蒙上一些不安。
經費短缺需要節流與開源，除了感謝學校支持，近年來圖書館更積極地向校友、企業爭取募款關注，
涓滴成河，過去幾年的成績也用於局部改善空間（如日然廳）及館內資訊設備，我擔任館長的心願之
一，仍是繼續努力爭取更多願意支持高等教育的力量，讓圖書館依照目標完成各階段的任務。

誠如先前所言，臺大圖書館的營運成就，已超越大眾對社教機構的認知，年報呈現的內容也說明

臺大圖書館已具備跨文化機構營運的規模及條件，傳遞了同仁們辛勤耕耘後的真實成果，未來本館將
規劃空間改造及服務整合等諸多願景的實踐方案，期盼以做好事情的共同初衷，結合各界力量，一起
加油！

謹誌
2017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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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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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

館藏已逾788萬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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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
副館長

圖書委員會

館藏徵集組

書目服務組

閱覽組

典藏服務組

學科服務組

特藏組

系統資訊組

推廣服務組

行政組

校史館營運組

醫學院圖書分館

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

（負責營運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與法律學院圖書館）
*2016.12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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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工作成果
Spotlight

主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2016年5月11日於總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全國各類型圖書館共164位同道與會，本校張慶瑞副校長亦親臨會場致詞。大會上午邀請加拿
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館長Larry P. Alford進行專題演講「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There a
Choice?」，下午則由國家圖書館邱子恒主任、師大圖書館柯皓仁館長、本館李明錦組長、國研院科技

政策中心林孟玲召集人，進行專題座談「館際合作聯盟面對面」。本次大會順利選出第十三屆理監事，
並安排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與總圖書館會後參訪活動。與會會員與貴賓們，皆對本館適切的議程、嚴謹的
分工、周到的服務感到印象深刻。

▲ 陳雪華館長與Larry P. Alford館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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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2016資料庋用與引用工作坊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使用者座談會

與中研院人社中心調研專題中心、資創中心、國研院科政中心、國際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共同主辦「資料庋用與引用工作坊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使用者座談會」，於2016年12月5日於
本館B1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針對資料引用（data citation）、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及資料圖

書館員（data librarian）為主題，邀請國外學者Christine Borgman，以及Louise Corti、盧秋窗女士兩
位實務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國內學者則有林奇秀教授、邵廣昭研究員、廖培珊副研究員分享國內進行
資料庋用的經驗，計有150人與會。

▲ 左：長期參與大型資料中心運作的資料專家Louise Corti（UK Data Archive）／中：資料科學領域的傑出學者
Christine Borgm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主辦「2016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於2016年12月7日假臺大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2016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全國圖書館界同道共計65單位146人與會。此次關注的焦點包括：如何在雲端上持續發展WorldCat
及WorldShare、以使用者為出發觀點提供的圖書館服務、OCLC 提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到雲端，在
WorldCat及WorldShare中文書目資源的利用及加值服務，並以ContentDM數化位資料庫為例，分享臺
大近年來唱片數位化工作的成果。會中進行例行之聯盟執行成果報告、會員館提案討論、頒獎表揚使用
量與原編上傳有貢獻的各級會員館。今年並辦理聯盟主席選舉，經當天參與的會員館投票，由本館陳光
華館長接任下一屆的聯盟主席，任期為三年，自民106年1月1日至民108年12月31日，陳館長將本著聯
盟合作共享書目的目標，繼續為會員館服務。

▲ 左：OCLC亞太服務部王行仁副總裁演講「OCLC 提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到雲端」
右：與會圖書館同道們專心聆聽

▲

淡江大學圖書館宋雪芳館長演講「世界眼中的館藏一書-以村上春樹的挪威森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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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Services

閱覽服務
一

調整總圖書館討論室申請服務

為使討論室使用及申請更具彈性，修正討論室

借用辦法，將使用人數門檻調降至3人，於2016
年6月7日圖書館工作會報通過後開始實施。實

施前平均每月使用人數為268人次，實施後為
538人次，大幅提升使用率及人數。
二

四

建置專藏文庫網頁

網頁內容涵蓋「專藏文庫」建置緣由、各贈藏
者生平簡介與贈書內容。讀者能透過網頁了解
贈書者學思歷程並利用贈藏內容，亦表示本館
對贈書者贈藏圖書之珍視與感激。

閉架書庫調閱服務系統上線

2016年9月推出閉架書庫調閱服務系統，簡化
師生申請調閱本館各閉架書庫藏書之流程。讀
者於查詢館藏目錄後，對於典藏於研圖、舊總
圖、水源、徐州閉架書庫之書刊，可立即申請
線上調閱服務，便利本校師生學術研究需求。

三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建置營運計畫執行概況

根據自動化高密度書庫館藏入庫需求調查結果，
與配合本館未來空間規劃之調整，著手進行入庫

館藏整理前置作業。已陸續盤點入庫館藏、進行

回溯建檔或紀錄修正以及註銷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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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五

整合式校外人士入館須知公告

依新修正閱覽規則更新內容，並重新檢視校外

八

人士入館相關提醒事項，使申請總圖書館入館

社科院圖書館實施整架維護日

社科院圖書館自2016年7月起，於每月最後一
週的星期二上午時段暫時關閉1樓開架閱覽廳並
暫停借書，實施定期全區整架及設備維護，並

由全體館員進行整架。該日除1樓閱覽廳外，其
他區域仍按原開放時間營運。預期改善圖書錯
置，並批次調整館藏與保持正確架位，集中設
備維護。
七

調整社科院圖書館與
法律學院圖書館館藏配置

因應法律學院圖書館空間改造工程，2016年7
月將法律學院圖書館26種期刊移入社科院圖書
館；同時，亦將存於徐州閉架書庫中曾被調閱

及仍有現刊之77種期刊移入社科院圖書館，以

便利讀者即時使用期刊館藏。2016年移入社科
院圖書館之期刊共計10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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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更明確指引主題館藏，醫分館特於3樓開架圖
書室平面圖上標註各分類號代表之學科主題，

者明確掌握入館相關規定。
六

醫學院圖書分館更新主題館藏指引

以結合類號與主題之方式，方便讀者做為查找

館藏時之參考。
九

醫學院圖書分館進行讀者滿意度調查

為瞭解讀者對醫分館各項服務滿意度，於2016
年10月17日至2016年10月28日（含例假日）使

用Google線上問卷舉辦填答抽獎活動，共回收

636份有效問卷。其中「電腦設備與網頁資訊」
之滿意度相較於其他項目偏低，醫分館將採納
讀者之意見，進行相關設備之汰換更新，冀能
增加讀者使用之便利性。

館際合作服務
一

學科與參考服務

改善期刊文獻快遞服務系統（JADE）功能以提

一

昇館際合作申請及轉介效率。因應未來館合業

為彰顯本校學術成果，於2015年建置臺大學術

務的發展，研擬改善JADE系統功能以提昇館際

庫（NTU Academic Hub, AH），以呈現本校學

合作申請及轉介效率，於2017年1月份完成系
二

臺大學術庫（NTU Academic Hub, AH）
持續茁壯成長

者的個人研究、學術發表和團隊研究成果，展現

統修改，期為讀者提供更佳的館合服務。

臺大整體學術能量。2016年學科館員持續推展

本館於2016年5月11日承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不遺餘力，於年初辦理4場次「ORCID與臺大學

合作協會第13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除於會上獲

術庫工作坊」，向系所行政人員與教師介紹臺大

頒感謝承辦會員大會獎牌外，亦榮獲104年度

學術庫並說明如何建置資料，另配合院系積極辦

「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第一名。本館陳

理10場次系所說明會，包含：海洋所說明會、

光華館長（時任副館長）以第一高票獲選為協

農化系系務會議、心理系說明會、人類系系務會

會理事，並於6月3日第13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議、地質系說明會、資工系說明會、昆蟲系系務

中獲選為協會理事長。

會議、植微系系務會議、日文系系務會議、外文

系系務會議等，親至系所協助教師完成建置；此
外，學科館員更前進溪頭新進教師研習營設置攤

位，現場協助新進教師完成建置。2016年底全
校建置完成率達61.1%，持續推展中。
二

「與知識交會的火花─教師訪談」活動

2014年起規劃「與知識交會的火花－教師訪

談」活動，由學科館員親自訪談各系所教師，深
入了解教師對本館各項資源與服務的認知、需求

及建議。截至2016年底已訪問18位教師，2016
年訪談內容也陸續刊登於本館館訊191至197

期。透過老師使用圖書館的經驗分享，讓學生更

加了解圖書館，不僅拉近校內師生與圖書館的距
離，亦使本館獲得許多寶貴的改善建議。

▲ 前進溪頭新進教師研習營推展AH

下排由左至右：體育室連家瑩老師、 體育室曾郁嫻老師

▲

上排由左至右：工管系練乃華老師、圖資系陳光華老師、應數所薛克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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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助系所申請與執行「科技部補助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六

2016年9月配合新聞所碩士班新生入學，於該所

本校申請2016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

必修課首次上課時，由學科館員進行圖書館導

學研究圖書計畫」，總計通過8項，獲補助新臺

覽；此外，特別針對新聞所需求製作客製化數

幣2,699萬元購書經費，本館安排專責學科館員

位學習課程課程，每位研究所新生均須自行於

支援教師執行圖書購置等後續工作；此外，因

線上學習並通過線上測驗。

應科技部公告2017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圖書計畫」議題，本館依例主動與副校長
共同召開計畫申請說明會，並由學科館員協助
系所教師蒐集相關主題書目及查核複本，總計
本校共申請16項議題。
四

持續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
建立優質知識支援服務

本館自2010年中旬推出「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tul. blog.ntu.edu.tw/），6年來已有
豐碩的成果，累計達627則文章。2016年造訪
人次逾35萬（較去年成長5.5%）、點擊次數逾
56萬（較去年成長1.8%）。熱門點閱主題包括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學術評比資料庫、查詢
期刊文獻與碩博士論文資料、電子書使用說明
等。本館亦將部落格文章做為利用指導課程、

新聞所研究生必修課導覽與
客製化數位學習課程

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學科服務

1. 醫分館學科小組受新竹分院邀請，於2016年

1月5日與1月7日，赴新竹分院協助分院主治

醫 師 申 請 O R C I D 識 別 碼 、 建 置 A ca d e m i c
Hub系統與提供各式電子資源介紹，共計協
助87位主治醫師完成建置。

2. 首創醫學圖書館定期定點科部駐點服務，由
小兒科學科館員在每週四下午於兒童醫院小

兒部會議室駐點，提供館藏資源諮詢、辦
證、文獻取件與圖書代借等服務。

3. 持續至科部會議或研究室傳達醫圖各項服
務、教學研究活動訊息與新知介紹。

數位學習課程的延伸學習教材，並積極搭配時

事於本館Facebook粉絲專頁宣傳部落格文章，
廣受讀者好評。
五

學科館員出席各學院圖書委員會議，
聆聽系所需求

2016年學科館員出席文學院、工學院、生命科
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之圖書委員會議，除報告
本館近期新服務與措施，以及各學院圖書與期
刊經費使用情形外，亦聆聽系所圖書委員對本
館的建議和意見，強化圖書館與各學院系所間
的溝通與聯繫。

▲ 上：兒童醫院科部駐點服務／下：至科部會議推廣醫分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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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服務
一

AR擴增實境

1.本館主題音樂館藏介紹及線上電子書借閱服務

場景中並使其產生互動的技術，除了讓使用者在

子書外，並可觀看專題介紹本館音樂主題館

AR是一種透過電子鏡頭將數位資訊結合到真實

讀者可瀏覽或線上借閱本校購置之Hyread電

資訊接受上更直覺之外，更可讓資訊內容有更多

藏。2016年共推出5個音樂主題、589筆館藏

元的呈現方式。這項如科幻片般的技術也進駐了

深度介紹，讓讀者更了解本館相關館藏。

臺大圖書館，除應用在新生尋寶活動的關卡，館

2.館藏影片目錄服務

內多個場所以及臺大學生證也增設了AR功能。

多媒體服務中心提供電腦版、ipad及觸控螢

只要有智慧型手機並下載APP，於網路環境下就

幕版之電影資料影像目錄功能，並依IMDB影

可體驗圖書館AR服務。

片類型分列共570筆目錄，提供讀者更完整館

目前有提供AR內容的場所包括日然廳、本館1F

藏影片目錄服務。

圖書館模型、3F臺大人文庫、5F特藏區桂文亞展

3.館藏影評導讀

品、洪一峰展品、臺大學生證、4F多媒體中心黑

為提高視聽館藏使用率、便利讀者選片及提

膠唱片專區等等。在有限的實體空間提供讀者更

供不同觀點的欣賞角度，2016年邀請專業知

多元的圖書館資訊並提升圖書館的互動性。預計

名影評作家，針對館藏撰寫60篇深度評論與

2017年會增加更多的AR內容讓本館的資訊更加

導讀，並新增Facebook按讚與分享功能，讀

豐富及完整。

《AR擴增實境網頁》

http://cvweb.lib.ntu.edu.tw/main/aurasma/index2.html

者可對喜歡的影評給予肯定與分享。

三

「影音@Online」系統輔助教師教學

為支援教師教學需要，2016年於圖書館「影

音@Online」系統設置54門課程共542種教師
指定視聽教材輔助教師教學，並於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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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活動支援及影片製作

1. 支援2016年新生入門書院活動，完成「圖

書館物語－大學生的奇妙冒險」影片拍攝

及製作，並上傳至youtube，此外亦製作

多媒體服務中心AR擴增實境尋寶關卡，影

片及活動均深獲好評。

2. 支援2016年本館活動拍攝計4場共9小時，
二

觸控視聽服務區

為更貼近讀者使用習慣，多媒體服務中心於
2016年持續更新觸控視聽服務區：

並完成影片剪輯及後製，另外協助後

製9場活動影片，總計10筆資料入館藏目

錄、3筆不入館藏，12場活動上傳至「影

音@Online」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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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 成 校 史 館 「 看 不 見 與 看 得 見 的 臺 大 特

展」展覽環景導覽及上線，除了為活動留
下紀錄讓未及參觀的讀者觀看，也便於日

資訊服務
一

的查詢與篩選，配合新版圖書館網站上線，便

4. 完成本館「多媒體務中心」的環景導覽製作

利讀者於同一介面查詢實體館藏資源，亦可以

及上線，希望透過環景導覽讓讀者更加清楚

5. 本館於2016年11月28日舉辦的知識饗宴

「Let's Party! 研討會實務工作分享」首度

使用網路直播功能，希望未來能夠應用於其
他活動，讓無法到場的同仁及讀者也能收看
活動內容。
五

醫學院圖書分館開辦
家用版視聽資料外借服務

醫分館開辦「家用版視聽資料外借服務」，將
內容不限醫學主題之電影、影集等視聽資料陳

列於3 樓開架圖書室，並提供外借，讀者可自
行在架上瀏覽挑選喜愛的影片借閱。服務開辦
以來廣受醫學院校區讀者熱烈歡迎，也為醫學
院校區讀者提供更多樣化的休閒閱讀。

本館於2016年更新整合查詢系統(Discover y

System)介面，並更新索引以加強整合館藏資源

後向外賓展示。

中心各場所的樣貌及使用規範。

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

檢索期刊文章等數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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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彙整讀者與館員意見，加入

Responsive Web Design網頁技術，將主選單
結構簡潔化，使開館時間明顯易見，輔以即時

數據與各種API資源讓新版圖書館網站內容更為
豐富，例如提供熱門新進館藏資訊，讓讀者更
快掌握熱門圖書；加入校園路線規劃服務，指
引讀者在校園間主要建築物的行動路線，像是
如何自總圖書館到物理學系圖書室。圖書館網

站2016年有3,845,271瀏覽人次，平均造訪停留
時間2分14秒。新版網站於2016年8月24日上線
後，讀者使用行動載具利用圖書館網站的比例
由原本的17%上升至22%。

另一方面也持續開發及維護本館子網站，包含：
1. 考古題網站

2016年期間共2,056,574瀏覽人次，較2015年增
加7%瀏覽量。
2. 特藏網站

將各項珍藏品及資料庫資源，以Waterfall圖像式

呈現，並提供查詢資源之平臺，於2016年期間
共64,670瀏覽人次，較2015年增加8%瀏覽量。
3. 電子書清單網站

提供讀者查詢本館所購買之電子書平臺，記錄

各平臺規範和電子書清單以提供資源查詢，
2016年期間共125,599瀏覽人次，新造訪比例達
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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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物招領系統

提供讀者尋找遺失物之網站，2016年期間共

三

36,457瀏覽人次。

版本可供下載，同年底iOS版本被下載1,144次，
ANDROID有1,061次。APP提供圖書館各項行

紙本課表可視為見證本校課程演變及查詢教師

動應用服務，讀者藉由行動裝置得以便利使用

授課資訊的重要資料，因此與教務處、總務處

圖書館的各項服務與資源，除了圖書館最新消

合作建置數位典藏與查詢平臺，2016年期間共

息、書目查詢，以及讀者個人續借、預約等服

25,382瀏覽人次，較2015年增加25%瀏覽量，

務之外，亦可於行動裝置上瀏覽精彩影評與經

新造訪比例達86.59%。

提供熱門問題排行榜、最新問題排行榜、問題
分類等功能，協助讀者於線上得到問題解答，

典音樂試聽等多媒體內容。
四

2016年期間共159,568瀏覽人次，新造訪比例達

由於社科院圖書館一樓大閱覽廳之建築設計特
成部分區域收訊不良。經協同計算機中心勘察

7. 活動報名系統

場地後，於書架間增設二處基地臺以改善無線

簡化報名流程，增加系統自動通知功能、報名
便捷。

優化社科院圖書館無線上網環境

殊，致使Wi-Fi無線上網訊號受建築物干擾而造

86.88%。

資料管理與統計功能，使報名與管理工作更為

本館於2016年8月24日推出自行開發的新版「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APP」，有iOS與Android兩個

5. 數位典藏歷年課程表網站

6. 常問問題網站

圖書館APP

上網品質，提供優質服務。
五

醫學院圖書分館提供
電子資源APP彙整服務

因應行動載具的盛行及便利性，醫分館主動蒐

集彙整醫學類電子資源之APP，並置於本館網頁
提供醫學校區師生們使用。
六

醫學院圖書分館網頁新增
「醫學持續教育專區」

醫分館網頁數位學習專區新增「醫學持續教育
專區」，包含學術論文寫作、醫學新訊、提升
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提升醫學投稿文章的接受
度等實用線上課程資訊，做為醫學校區師生同
仁學習之利器。

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多媒體學習中心電腦
增設SAS統計軟體

為便利醫學校區讀者統計分析與數據管理，醫分

館多媒體學習中心電腦全面增設SAS統計軟體，
▲ 新版圖書館網站首頁

提供更貼近醫學校區研究人員需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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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館藏資源
Collections

5%

電子書(冊)

本館館藏量至2016年底已逾788萬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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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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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計畫」，九年共補助288項計畫；本校於圖書館及各
學院合作下，通過110項計畫，共獲補助款計新臺幣
6.84億元，購置圖書逾33萬冊。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本館自2008年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擔

任推動小組成員，負責電子書徵集議價作業，該聯盟

迄今已購入逾14萬2,000冊電子書，供90餘所會員館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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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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藏與特殊徵集
一 獲張歐坤先生贈書412冊、鄭騫教授270冊，汪

道淵先生相片3,100張。

二 獲「科學月刊」董事會同意捐贈「科學月刊」

相關文件共計3冊手稿資料及4冊書籍。

三 獲本校生命科學系轉送臺北帝大教授青木文一

郎收藏之期刊抽印本一批及著作手稿。

四 獲丁貞婉教授再次捐贈其和其夫婿陳其茂先生

之手稿、畫作、底片、信件等300餘件。

五 獲本校醫學院錢宗良教授贈送個人典藏明信片

之數位檔1,751件。

編目專案
一

配合本館高密度書庫工程及各組館藏
整理，持續進行本館舊籍回溯作業

六

續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建立中文名稱權威

配合高密度書庫工程進展與館藏整理，持續編目

參考資料庫計畫」，共同建立中文人名權威標

欲遷入高密度書庫之回溯中西文圖書約6,000冊

目，提供國內圖書館參考使用，2016年共提供

（包括舊研圖、水源書庫、帝大時期舊籍等），

國家圖書館4,723筆權威檔。

以及完成特藏學士論文編目計2,187冊及線裝書
籍編目1,230冊。
二

持續進行大批贈書編目作業

七

助臺灣地區有意願之圖書館均能加入OCLC管
理成員館以提升編目效率，推動中文書目國際

270冊，張歐坤先生線裝贈書412冊，台北律師

化，增進臺灣出版成果曝光率。本館擔任「臺

公會日治時期法律舊籍贈書326冊及郭松棻、李

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召集館，負責執

渝教授入藏總館之贈書4,136冊等。

行計畫相關事宜，已順利完成第五年計畫中各

提供「中國基本古籍庫」書目服務

項工作，其中透過聯合採購OCLC Connexion編
目工具，撙節全臺灣地區會員館整體經費每年

提供10,000筆「中國基本古籍庫」書目MARC檔予

至少500萬元。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增加圖書館創收。
四

完成月旦法學知識庫等大批電子書
轉檔編目

八

館，持續將本館原始編目之中西文書目成果

在 6 月 完 成 「 TA E B D C 2 0 1 6 年 P D A 試 用 電 子

（含本校論文及出版品）上傳至全球性書目資

書」6,767筆、7月完成「Ebrar y Academic

料庫OCLC WorldCat中，藉以推動臺灣地區圖

Complete」3,618筆、9月西文「Gale電子書」

書館與國際間書目交換，與國內外各圖書館書

維護網址19萬5,000餘筆、10月「Making of the

目資訊共建共享，除提升編目效率外，期增加

Modern World - MOMW [HUSO]近代經濟學全文

本校在國際間之能見度，2016年計上傳本館原

資料庫」維護網址1,019筆、11月完成「2016年

始編目紀錄1萬335筆，更新館藏資訊(Update

月旦法學知識庫」2,064筆等大批電子書轉檔編

Holding) 2萬3,216筆。

目，以期提供館內讀者更便利與直接之電子資源
五

參與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全國圖書資訊
網路系統(NBINet)」

持續上傳本館書目至「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

(NBINet)」，2016年計轉入中文書目紀錄1萬

9,235筆，西文書目紀錄1萬6,204筆。透過上傳
書目，與合作圖書館分享本館書目成果。

持續將本館編目成果上傳至OCLC，增加
書目曝光度

擔任「臺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召集

除持續進行中西文電子書編目轉檔作業，亦

檢索管道。

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OCLC管理
成員館」第五年計畫

本計畫由臺大圖書館向教育部提報，目標為協

本年度處理完成大批贈書計有前國史館館長張炎

憲教授贈書5,985冊，中文系鄭騫教授線裝贈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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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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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參與國內編目專業社群或工作小組之編目

規範討論，包括國家圖書館召集的RDA工作小
組、書目中心召集的權威合作工作小組與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設置的分編委員會等，可促進
館際間編目專業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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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數位典藏
Dig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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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資料庫，供讀者透過網頁使用。
一

三

方刊物，內容除校園新聞，也有時事議論、專

主要收錄孫少英先生（1931~ ）繪製之921大地

文、散文，為校園中重要的資訊傳播平台。本

震災後素描，相關作品曾出版為《「九二一傷

館將保存之《大學新聞》卷期掃描上傳，年代

痕」素描集》（2000），後由財團法人九二一

集中於1980年代左右。計有影幅數483個，詮釋

震災重建基金會「九二一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
典藏。計有影幅數93個，詮釋資料93筆。
二

「俞大維文庫」資料庫

本館「俞大維文庫」收藏7千多冊中、西（英、
德、俄）文珍貴書籍，涵蓋範圍廣泛。因俞先
生平日不記日記、不寫文章、不作演講，從不
談以往政績及戰績，本館藉由整理這批藏書，
摘錄其藏書印、親筆簽名，眉批或夾於書中之
便條筆記等，供讀者以書思人，一窺俞先生國

士風采及勤學愛書之情。計有影幅數46個，詮
釋資料46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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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新聞》為「臺大新聞社」發行之刊物。

創刊於1957年，是當時唯一固定出版的非官

「九二一傷痕－孫少英畫作」資料庫

123協力專案」購入，於2008年轉贈臺大圖書館

「大學新聞」資料庫

資料483筆。
四

「日治時期繪葉書」資料庫

本資料庫展示臺大圖書館收藏逾千筆繪葉書，

主要來源有二，一為臺北帝國大學增田福太郎
教授收集的繪葉書，由於增田教授曾擔任臺灣
總督府宗教調查官，所藏多為臺灣民間信仰、
佛教、道教及各地神社之繪葉書；來源之二是

來自臺中文史工作者郭双富先生的600餘件繪葉
書。計有影幅數2,600個，詮釋資料898筆。

特藏資料數位化
一 持續進行珍貴舊藏檔案數位化工作，2016年共

完成中文善本書4萬影幅，舊籍手稿檔案6萬6,

三

華石贈藏唱片156張數位化（多媒體服務組協助
數位化）。

業生、豫科修了生、學生生徒、學位錄等姓名
之建檔（昭和4年至昭和18年，西元1929-1943

000影幅。

二 完成慎芝、關華石手稿資料6,500件；慎芝、關

完成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專門部卒業生、大學卒

四
五

年），共計3,321筆。

完成民國36年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建檔，共
計956筆。

完成丁貞婉、陳其茂教授贈藏詮釋資料建檔
500餘筆。

合作數位化專案
一

「1911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館藏
文獻數位化合作

四

為數位保存館藏，以推廣提升學術研究及民眾

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之數位化。第
一期（2015年）完成873冊（約21萬8,000影

作，預計2017年結案。
五

幅），第二期（2016年）完成733冊（約13萬

為公開取用之線上資料庫，已於2016年11月8日
舉辦啟用典禮。
二

「徐登芳醫師藏品暨本館館藏33轉
唱片數位化」專案

2015年11月起執行「徐登芳醫師藏品暨本館館

藏33轉唱片數位化」專案，完成612張黑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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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12月結案，已完成

9,000影幅），二期合計1,606冊（約35萬7,000

影幅），其數位化成果（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2015年5月起與本校音樂所合作進行本館約1萬
2,000筆78轉蟲膠唱片詮釋資料的審訂及校對工

利用，並提高正體華文國際能見度及展現臺灣

文化傳承，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本館「1911

「78轉蟲膠唱片詮釋資料審訂專案」

1,434段影音資料。
六

「江之翠劇場影音資料數位化專案二期」
成果送編

2016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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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片光碟之送編，該批影音資料將以調閱方
式提供閱覽服務。

之數位化及詮釋資料建檔，於2016年6月結案。
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唱片數位化
暨詮釋資料建置」專案

2016年6月起執行，共計完成156張唱片數位化及

1,628張詮釋資料建置作業，於2016年11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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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原生數位化資源
一

臺大機構典藏NTUR經驗分享與協助推動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

二

臺灣大學網站典藏系統（NTUWAS）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NTU Web

截至2016年12月底，本校機構典藏系統

Archive System, NTUWAS），於2006年12月推

NTUR, http://ntur.lib.ntu.edu.tw），計收錄20

漸擴大收藏範圍至政府單位、學術教育及臺灣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 y,
萬9,042筆資料，其中7萬7,855筆為全文。基於

「分散建置、整合使用」的精神 ，將NTUR系統

推展至全國各大專院校，並建置整合性的臺灣

學術機構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AIR, http://tair.org.tw）入口網

站，可共同分享臺灣各大學院校的學術研究成
果，並作為國家整體學術研究成果的累積、展

示與利用窗口。截至2016年12月底，參與TAIR
計畫的學校或學術機構共有137所，收錄總資料
量逾203萬筆，其中全文數量超過129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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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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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共同辦理

「2016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於2016年

11月25日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IB-202
會議室舉辦，會中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電算
中心郭明修老師、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彭勝龍主任、Ex Libris陳雯婷經理、Springer
Nature鄭翔女士進行機構典藏相關分享，本館

吳瑟量先生則以「TAIR的傳承與改變」為題發
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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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完整典藏臺大相關網站為主要任務，逐

研究重要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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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以及主題分類，了解各網站在不同
時間點的風貎，為臺灣網站歷史與重要原生數

位資源（born digital）的重要典藏。截至2016
年12月底，NTUWAS蒐集網站數量已達8,000
種，網站版本超過3萬528筆。

2016年NTUWAS以文化資產及數位人文研究為

重點，全面收錄相關機構及研究網站，網站數

量新增1,300種， 網站版本數增加5,306種；此

外，因應教育部於2016年起執行大學招生總量
調控並推動大專院校合併或退場，網站典藏庫

（NTUWAS）擴大收錄國內各大學院校系所網
站，以留下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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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書館來場魔幻奇遇」

參與本校2016年8月28日至9月8日舉辦的兩梯次
「新生入門書院」活動，以「與圖書館來場魔
幻奇遇」為課程主題，搭配動畫式簡報軟體，
以輕鬆活潑的風格介紹本館貼心服務與豐富資

源，並於課程中穿插有獎徵答與新生互動。
2016年共有3,125人次參與。

二

新生利用指導：魔境歷險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ibrary

為協助本校新生認識本館服務及各項豐富資源，
於2016年9月1日至9月30日舉辦跑關遊戲式利用

指導活動「魔境歷險」，以經典兒童文學愛麗絲
夢遊仙境為活動發想主題，讓彷若掉入兔子洞的

新生們，藉由解決任務的趣味闖關方式，探索本
館豐富的服務與資源，透過跑關過程認識館舍空

間，增進圖書資源使用技能，並行銷本館專業創
新之形象。本活動總計吸引839人參加，整體滿

意度高達9成7，學生普遍表達活動有趣具吸引
力，可增進其對圖書館的了解，並對本年度新增
的AR擴增實境關卡、原圖的族群辨識，以及臺
大人文庫的瘋狂午茶會情境佈置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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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三

新進教職員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新進教職員能在最短時間內掌握教學與
研究資源，認識圖書館的環境、掌握豐富的學

術館藏、電子資源以及多元服務，於2016年暑
假之8月24日、9月9日與甫開學之9月12日辦理
三場教職員圖書館之旅，帶領教職員實地參觀
導覽總圖書館各樓層，以及舉辦重要資源利用

講習課程，並幫助新進教師建立線上名片。3個
場次共計22位教師參加。
四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為協助研究生順利步入學習軌道，提昇研究能

力，分別於2016年9月19日及9月21日為新進
碩、博士學生辦理導覽與資源利用指導活動，
內容包含實地參觀總圖書館與資源利用講習課
程，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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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13日至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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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人參加。

六

醫圖新生之旅

為協助醫學校區新進大學生及研究生認識醫圖

環境、資源以及各項服務，於2016年9月21日
與2016年9月23日推出2場「醫圖新生之旅」活
動，以增進醫學校區新生對醫圖的認識，並介
紹各項服務、資源與醫學校區的食衣住行等實
用資訊。

▲ 醫圖新生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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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指導
一

資料庫講習課程

2016年3月2日辦理「ESI及JCR資料庫教育訓
練」，針對資料庫改版功能辦理研習課程；並

於開學季9至10月辦理「資料庫講習秋季班：精
靈補給站ReportMan GO!」，介紹不同學科領域
的常用資料庫，以期強化學生文獻檢索能力並

培育其資訊素養，全年度合計辦理13場資料庫
講習課程，共計187人次參加。
二

支援系所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

本館亦受理師生約課申請，依照系所單位安排
客製化資源利用課程。全年度合計辦理大學部
利用指導課程共298場8,657人參加。

三

「HELP講堂之翻轉教室篇」
結合遊戲創新教學

自2013年7月起推出「HELP講堂」，主動安排
綜合與專門主題文獻查詢、書目管理軟體、學術

評比等課程，迄今舉辦逾100場次，近2,400人次

參與。自2015年起，嘗試導入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理念，結合遊戲與競賽推出「HELP
講堂之翻轉教室篇」系列課程，參與者需於課堂

前自行觀看線上教學影片並完成自我評量，再參
加實體課程，於課堂上透過小組競賽之操作演練
進行學習。2016年12月份再度搭配全新課程設
計舉辦4場次系列課程，獲得迴響。
四

「英國MOOC平臺FutureLearn」講座

五 「大學四年，蒐集你的英文寶可夢」講座

延續上半年「英國MOOC平臺FutureLearn」講
座，配合九月中新學期新氣象，再次邀請外文

系退休教師周樹華老師於2016年10月13日舉辦
「大學四年，蒐集你的英文寶可夢」講座，介

紹英國MOOC平臺FutureLearn的豐富資源與學
習技巧，現場反應熱烈，互動頻繁，共計33人
參與；此外，邀請老師每月撰寫「英語學習與
相關資源推介專欄」來做搭配，讓同學透過生
活與圖書館藏學習更多知識，落實無所不在的
自主學習，提升整體英語能力與競爭力，進而
提升未來職涯或學術專長。

六 「英語診療室」，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延續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將「人」視

為館藏，營造圖書館為人與人交流場域的概念，
為協助真正解決學生英語學習的各項疑難雜症，

本年度將其昇華為「英語診療室」，邀請外文系
退休教師周樹華教授擔任志工老師，提供全年
度的英語學習諮詢服務。上半年度於2016年1月

22日、26日兩天舉辦，採一對一深度諮詢，讓

每一場次參與者能充分諮詢，享受更隱私、便利
與自在的英語指導教學；下半年度擴大舉辦，於
10至12月每週二、四上午及下午於圖書館三樓

專室，採定點定時不定人數的方式提供深度諮詢
服務。全年共計提供40場次英語諮詢服務，78
人次參與，反應熱烈。

因應MOOC課程的興盛，為加強師生對MOOC之
多元、優質且為全英語授課之課程的認識與善
用，推展全球化學習，本館邀請外文系退休教

師周樹華老師於2016年1月2日假外語教學中心

舉辦「英國MOOC平臺FutureLearn」實機操作
活動，介紹該平臺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以及
善用其社群網路互動的概念，增進英文聽說讀
寫的能力等方法，提升自我的英語能力與國際

競爭力。活動共計25人參與，現場參與者踴躍
發問，並由老師逐一指導，反應熱烈，深獲參
加者讚許。

▲ 「大學四年，蒐集你的英文寶可夢」講座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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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一

醫學院圖書分館開辦SAS
統計分析與應用課程

為協助醫學校區讀者認識SAS軟體，醫分館於

2016年9月22日舉辦「SAS 統計分析與應用課程
入門篇」，共22 人參加。此課程廣受讀者熱烈
迴響與參與，未來將規劃相關課程提供學習與
交流的機會。
二

醫學院圖書分館開辦「醫用臺語班」
系列課程

醫分館與醫學系系學會合辦「醫用臺語班」系

列課程，9 至12月共辦理8場課程。本學期與講
師、學會討論後調整課程進行方式，學生反映
學習成果較佳，上課人數亦逐漸成長。
三

醫學院圖書分館辦理
各式資源講習課程、推廣資源利用教育

醫分館舉辦圖書館利用、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及
各類型推廣活動，包含與護理部合辦「實證護
理資料庫搜尋檢索」課程、醫院新進實習醫師
及人員講習、研究所共同課程講習等，協助師

生同仁瞭解醫分館各式服務與館藏資料之使
用。共計51場、1,617人次參加。
四

醫學院圖書分館舉辦學術演講活動

醫分館邀請國內外學者分享實證醫學資料庫的
使用技巧、撰寫及投稿論文之建議，期望能協
助醫學校區師生掌握投稿的每一步驟，邁向研
究成功發表的目標。

2016年7月2日，「實證醫學資料庫搜尋與應
用—臨床、投稿與競賽」研討會

2016年9月29日，「百年醫學出版社期刊投稿講
座－How to Get Your Paper Accepted」研討會

▲ 百年醫學出版社期刊投稿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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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一

更新專題課程與文學戲劇課程內容
1. 牛津英語大辭典OED

周樹華教授於2016年錄製5部新版介紹課程，與
原有錄製課程整併，目前OED的線上教材一共有
9個章節25部影片。

2. 莎士比亞戲劇朗讀與欣賞

為方便讀者線上瀏覽，更新全數課程並轉檔為

MP4影片格式，並與周樹華老師持續合作錄製新
的相關學習影片，目前該課程共有10堂主題課
程，內含45部多媒體教材。
二

更新學科資源相關影片

共更新JCR 5部課程影片、Endnote 2部課程影
片、WOS與EndNote連結說明、社會科學院利
用指導4部教學投影片。

三

舉辦「英語診療室─雲端問診」

於2016年4月26日、5月3日、5月10日、5月17
日線上提供英語學習諮詢服務。

為推展數位學習並結合提升國際競爭力的語言
能力需求，與周樹華教授合作，首次舉辦「英
語診療室─雲端問診」諮詢講座，以本校計算
機中心開發的「臺大計算機中心雲端會議服務

Adobe Connect 9」視訊會議軟體，讓師生能透
電腦與各式行動載具，便捷地和老師進行線上
英語諮詢與互動，落實無所不在的自主與團體
學習，提升整體英語能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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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館，除了致力服務本校師生，亦歡迎國內外各學術
機構與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參訪交流，以期藉由導
覽及座談分享，點燃學術或館務工作經驗交流的火
花。2016年全館受理校內外導覽申請，國內外訪賓計
3,901人次，共進行189場導覽。

2016年來訪外賓包括：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加州大

學、伊利諾大學、日本鶴見大學、京都大學、山口大

學、東北大學、日本大學、東京大學、佛教大学、九
州大學、和歌山縣議員團、日本國立民俗博物館、韓

國建國大學、馬來西亞培風中學、泰國帕夭大學、
Facebook人工智慧研究團隊、沃爾夫基金會、哈佛

燕京學社、菲律賓圖書館學會、中國北京工業大學、
重慶大學、陜西瑜林學院、河南周口師範學院、廣州
暨南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山東大學、武漢輕工大

學、雲南大理大學、上海圖書館、香港皇仁舊生會中
學、南京農業大學、浙江大學、北京首都醫科大學、

香港新亞研究所、湖北省團委、上海交通大學、上海

師範大學、南京審計大學、安徽師範大學、湖南師範
大學、西南大學、澳門中學等。

導覽範圍以總圖書館為主，並依訪賓需求安排特藏導
覽、社科院參觀或是相關組室交流事宜。
一

特藏資源專門導覽

本館中外文古籍資料逾25萬件，且主動蒐集近
代名家手稿真跡，各項典藏均至為珍貴。常有
學術相關人士與團體慕名前來參訪本館特藏資

源。2016年計有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何炘基教
授及其夫人來館參觀特藏及臺靜農教授典藏；
青山學院大學前校長仙波憲一教授與學生來館
參觀特藏資源，並特別為其導覽希臘與羅馬時
代的古錢幣；日本佛教大學來訪人員參訪特藏
組及珍藏室；日本和歌山縣議員等人由圖資系
林維真老師陪同，參觀圖書館及特藏組的田中
文庫。因和歌山縣盛產柑橘，田中教授亦為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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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研究專家，參訪重點為了解田中文庫的館藏
與保存情形；和歌山縣橘本神社宮司前山和範
先生透過林維真老師的引介至特藏組參觀田中
長三郎教授的手稿及藏書。
二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參訪

自2014年社科院圖書館落成啟用，慕名前來觀

摩建築空間及館務交流之團體相當熱絡，2016
年共計1,034人次，共63場預約導覽。重要參訪

如澳門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管理廳圖書資源發展
內設施及設備、圖書館動線設計等議題進行交

參訪單位合影

鄭銘彰組長接待日本

▲

處孔繁婷處長等一行人，就館藏發展理念、館

▲ 社科圖鄭銘彰組長與

角川出版集團角川歷彥

流；高雄市教育局雲端知識海標竿學習交流研

會長

習，成員包含高雄市高中校長、圖書館主任、
及高中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前來參觀與交流；
日本角川出版集團角川歷彥會長等，針對本館
建築設計特色進行了解，並參觀本館日文新進
館藏與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手稿展。
三

醫學院圖書分館參訪

2016年醫學院圖書分館接待來自泰國與日本之

▼ 外籍實習生參訪醫分館

護理系交換學生、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教授、
大陸復旦大學醫學圖書館、臺灣科技大學圖書
館、師範大學圖資所、淡江大學資圖系等單位之
參訪，共計舉辦25場外賓導覽，期望藉由導覽
方式進行交流，促進雙方良好合作關係。

▲ 左：淡江大學資圖系參訪醫分館／右：復旦大學醫學圖書館參訪醫分館

24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6

見習與交流
一

香港大學實習生

本館於2014年首度接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之學生前來進行暑期實習，之後雙方持
續合作，2016年共計有5名學生陸續於6月至8月
期間至本館實習。本館依實習學生個人興趣分
別安排至閱覽組、特藏組、學科服務組及校史
館營運組等單位參與相關業務與見習；實習期
間亦協助安排學生每週參訪北部地區多所圖書
館，以增進視野。實習期滿時，於各組室舉辦
分享交流會，和館員們共同分享學習心得。
二

與日合作整理和算線裝書

日本大阪教育大學城地茂教授與本館合作整理
臺北帝大時期數學教室所藏與和算相關之日文

線裝書，2016年城地教授共來館6次，期間校對
書目約300餘筆，並撰寫重要書籍的解題
三

與日合作出版圖書

1.《長澤伴雄自筆日記》

日本鹿兒島大學龜井森教授與本館合作出版
《長澤伴雄自筆日記》，3月來臺討論第二卷出
版事宜並調查資料。

2.《平家物語 節附語り本》

日本新潟大學鈴木孝庸教授於3月、9月來館調
查資料，並陸續交付與本館合作出版《平家物

語 節附語り本》（書名暫訂）之稿件，已收到

的稿件正進行中文翻譯校對作業中，預計2017
年底前出版。

四

特藏資源借展與推廣

1. 2016年11月14日，日本岩手縣遠野市長及遠

		 野市立博物館一行7人至本館參訪，與本館和
		 人類學博物館就「2017年伊能嘉矩生誕150

		 年紀念特展：伊能嘉矩和臺灣研究」討論展
		 覽及後續學術研究等合作事宜。遠野市博物

		 館訂於2017年7月21日至9月24日舉辦展覽，
		 本館及人類學博物館將出借19件手稿及20件
		 器物。

2. 提供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他們在島嶼寫作
		 主題書展」之林文月與白先勇手稿複製品。

3. 協助「Eye Contact 科學中的視覺傳達」活
		 動，提供舊籍和影像展覽。

4. 協助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國家圖書館舉辦林文
		 月教授展覽。

5. 提供狄寶賽先生相關影片協助民視「臺灣演
		 義」節目錄製，並由洪玉珠組長接受採訪，
		 於2016年11月27日播出。

6. 提供《臺灣堡圖》（芝蘭三堡）及《淡水郡
管內要覽》圖檔資料，與淡水地政事務所合

辦「遇見・淡水 地政展」，2016年11月25日

至12月26日於淡水海關碼頭A棟洋樓展出。

7. 婦女救援基金會與8個國家地區共14個公民

		 團體共同參與的「慰安婦之聲」世界記憶遺
		 產 名 錄 申 請 案 ， 2 0 1 6 年 6 月 1 日 正 式 向

		 UNESCO交件並發布新聞稿。本館以臺灣日
		 日新報有關慰安所設立及緩建等23篇報導史
		 料保存者聯名申請。

8. 撰寫「特藏記事」Facebook文章，推廣特藏
		 資源。

▲ 香港大學實習生李俊祺開設「期刊評比面面觀」利用指導課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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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展覽、影展與推廣活動
一

醫學院圖書分館電影欣賞活動
2016.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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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舉辦10場電影欣賞活
動，共計680人次參加。播映日期與片名如下：

2016.1.20 八月心風暴

2016.3.25 我想念我自己
2016.4.26 愛的萬物論
2016.5.30 文生去看海

2016.6.30 九頂假髮的女孩
2016.7.27 腰瘦食堂

2016.8.23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2016.10.20 漸動人生
2016.11.25 看見台灣
二

2016.12.22 圖書館戰爭

圖書館的幸福處方—療癒繪本展
2016.2.22-3.27

於總圖一樓中廳兩側櫃檯展出書目治療相關專
書與論文，以及陳書梅老師推薦具療癒性的繪
本逾150冊，並於現場佈置「The Giving Tree療

癒分享樹」，收到69帖讀者熱情提供的「療癒
處方箋」，分享心目中最具療癒效果的圖書、
曾深感療癒的一段詩話，或平日釋放情緒與抒
解壓力的方式。這些珍貴的療癒處方箋亦已掃

描製成影音檔公布於活動網站與本館Facebook
上，以供師生隨時觀看參考。
三

「方寸藏香－從茶文化到貿易商品，
看臺灣茶的故事」 2016.3.1-3.31

此次展覽為臺大圖書館、臺大博物館群與臺紅
茶業文化館合辦，以珍貴少見的茶盒、茶罐文
物及歷史照片為引導，了解茶葉由「文化財」
轉變為「全球貿易商品」的過程，以及臺灣茶
在世界市場中曾經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同

步展出圖書館館藏中與茶產業相關的珍籍舊
藏，帶領觀眾看見臺灣茶產業的流變及茶文化
的溫厚及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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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寸藏香」展區一隅

四

午後電影院 2016.3月起

為推廣本館豐富的多媒體資源，每月針對特定主題，

選出4部電影，於每週三下午1點於國際會議廳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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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1-2月、暑假7-8月暫停）共播映電影32部。

3月 ─ 療癒你心（配合書展）：四十九日的幸福秘方／
繼承人生／妻別五日／心靈鑰匙

4月 ─ 東西德風雲：再見列寧／老娘鬧革命／竊聽風暴

5月 ─ 就是愛媽媽：母親／當你離開的時候／我的母親手記／
八月心風暴

6月 ─ 人生海海：盜貼人生／倒帶人生／拍賣人生／陌路人生
9月 ─ 出發去旅行：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白日夢冒險王／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一路玩到掛

10月 ─ 他們的愛：斷背山／熊哥叔叔／愛，不散／愛情的模樣
11月 ─ 奇幻時刻（配合書展）：千年女優／星星大作戰／
奇幻面具／怪怪箱

12月 ─ 真相之路：驚爆焦點／晚安，祝你好運／震盪效應／
疑雲殺機

五

臺大粉樂町─可閱讀的雕塑 2016.3.9-5.8

由本校藝文中心與富邦藝術基金會合辦的「臺大粉樂

町 Very Fun Park @ NTU— 時代的眼睛：與當代藝術
的對話」今年活動進入第三屆。活動期間總圖書館1

樓大廳入口左方空間展出藝術家劉文瑄作品「可閱讀
的雕塑」。藝術家將書籍堆疊，以黑或白色包裝，表
現「書」大小、裝禎方式、質量等物質性，呈現一種
有別於日常生活對「書」的一般性經驗，將一本本的
「書」轉換成一個個可閱讀的雕塑，此藝術品恰如其
分地符合圖書館氛圍。
六

生命教育春季、秋季影展
2016.3.9-3.30 / 9.22-10.13

與本校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共同舉辦生命教育春季
及秋季影展，播映「我想念我自己」、「爸媽不在

家」、「更好的世界」、「文生去看海」、「五個小
孩的校長」、「小王子」、「名畫的控訴」以及「最
後的馬拉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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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人次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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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辦理多元化主題書展
2016.3.15起

為使讀者能了解特定主題領域內容及其圖書資
源，醫分館不定期辦理多元化主題書展，自館
藏中挑選符合主題閱讀之圖書，每冊推薦圖書

皆附有書影與相關資料介紹，以鼓勵讀者借
閱。2016年共推出四期：

2016.3.15-4.28「2015中時開卷好書獎」

展出「年度好書‧中文創作」、「年度好書‧翻譯類」以及
「美好生活書」三大類，共計30冊得獎好書。

2016.5.23-7.7「醫病也醫心─醫師作家書展」
共計展出32冊圖文作家書籍。

2016.9.8-10.25「悅讀饗宴─104年第二次閱選書展」
各科部選書委員，推薦館藏圖書36種

2016.11.9-12.27「臺大醫師到我家─精神健康系列書展」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醫師群著作，共17 冊。

八

「i悅讀，e學習，讀享美麗新世界」
研討會 2016.3.22

本館與Wiley公司合辦「i悅讀，e學習，讀享美

麗新世界」半日研討會，地點為總圖書館4樓多
媒體服務中心大團體室。本場研討會邀集圖書
館從業人士以「世界咖啡館」腦力激盪方式，
討論圖書採購與決策過程的相關問題，並邀請
長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賴以威助理教授與會座

談，分享期刊與學術專書出版對研究者的意
義，本次活動參與人數約50位。
九

醫學院圖書分館持續辦理多元活動，
推廣社群媒體 2016.3.31 / 9.13

醫分館於2016年3月31日舉辦「醫圖好康，就在
你我身邊」、2016年9月13日「神來一手」社群
媒體推廣活動，藉由小遊戲與醫學校區讀者互
動，傾聽讀者對於醫圖的心聲與建議，以做為
醫分館各項服務調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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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神來一手」活動／下：醫圖好康，就在你我身邊

十

社科圖辦理多場快閃書展活動

2016.4.6-4.13：配合社會學家Dr. Charles Taylor
演講舉辦著作展

▼ 經濟系施建生老師著作展

2016.5.9-5.23：與歐盟中心合作歐洲日書展
2016.9.12-10.14： 美國總統大選書展

2016.10.10-10.18：201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獎者著作展
2016.10.28-11.15：經濟系施建生老師著作展
十
一

世界一莎翁：莎士比亞館藏資源展

2016.4.20-5.23

莎士比亞400週年冥誕，圖書館向大文豪致敬，
舉辦「世界一莎翁：莎士比亞館藏資源展」。

書展規劃三個展區：1.《世界一莎翁：主題書
展區》於1樓中廳兩側展出「談論莎翁」、「戲
劇與詩」、「文本與譯作」、「莎翁名言」約

200冊主題圖書，並設置「莎士比亞書房」，

提供讀者參閱「莎翁名言」等書籍，手寫練

字於現場提供的A5筆記本。可拍照後上傳個
人臉書，標註#世界一莎翁；2.《穿越莎士比
亞：電子資源展》於4樓E-CORNER展示同主
題之電子資料庫、線上百科與中英文電子書，

包含1632年出版的第一部莎士比亞劇集「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電子資源展示板上均貼有可連結
至該資源之QR CODE，也可使用題名在本館館

藏目錄上查找；3.《世界一莎翁：主題影音展》

於4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展示改編自莎翁作品之跨
語言影音作品，有中英日歐語之舞台劇、芭蕾

舞劇、電影、影集、劇評以及音樂作品約166
種；同時舉辦「莎士比亞集章抽好禮」活動，

可在3處展區搜集滿章戳並可抽獎。集章送好禮
活動共有25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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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規劃及辦理數學沙龍─〈質數的奧秘〉
微講座及影片欣賞活動 2016.5.6

▼ 時空膠囊傳遞畢業的祝福

為推廣科普多媒體資源，本館與臺大數學系合

作，於2016年5月6日舉辦〈質數的奧秘〉微講
座及影片欣賞活動，播放「英國數學大師桑托
伊系列：質數的奧秘」影片，並邀請數學系于
靖教授、崔茂培副教授、以及余正道副教授擔
任映後與談人，透過館藏與研究者的結合，推
廣本館資源與科普知識。
十
三

醫學院圖書分館「時空膠囊傳遞
畢業的祝福」 2016.5.16-6.5

為了讓醫學校區畢業生有特別的紀念，醫分館
邀請畢業生在印有醫圖空間的特製明信片上留
言給一年後的自己或同學，並投入醫圖的時空

郵筒中，2017年6月1日再統一將將明信片寄給
指定收件人，期望一年前的祝福能帶給讀者美
好的感受。
十
四

「未來，今日：新一代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研討會 2016.5.23

與Ex Libris Group、飛資得系統科技合辦自動

化系統研討會，邀請各大學圖書館系統人員參

加，以了解圖書館服務平臺發展趨勢，共計45
人與會。

十
五

圖書館再拍一張！這是我的人生新舞台
2016.6.3-6.30

本年度除於總圖書館門口設置巨幅背景供畢業
生拍照留念並提供趣味道具（如假髮、草帽、
墨鏡等），也製作手持拍照框，讓畢業生留下
值得紀念的一刻。
十
六

「創異x創意」主題書展 2016.6.3-7.5

於總圖書館1樓中廳兩側展出與創新思考相關
之館藏資源，並同步推出「Blind Date with a

Book: Spice up your reading life!」創意借書體
驗，將館員特選推薦書籍精心包裝，附上提示
內容讓讀者隨機帶走借閱，以創新方式帶給讀
者不一樣的閱讀驚喜。活動在接近期末考及畢

業季的六月登場，一個月來竟借出近800本推薦
書籍，超出原本預期量的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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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開辦各式專題講座
2016.6.6【醫學圖文作家演講】

邀請高人氣醫學圖文作家「急診鋼鐵人‐
Dr.魏」，與醫學院讀者分享從醫學生到急診醫
師這一路來的心路歷程，以及各種有趣案例。
2016.6.16【衛教講座】

與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合辦「你的下背痛或
關節痛真的是運動傷害嗎？」，以增進師生同
仁的健康知識。

2016.12.14【卓越人文講座】

為鼓勵師生開拓視野、培育人文素養，醫分館
規劃了一系列的卓越人文講座，首場邀請到勇
源教育發展基金會執行長陳致遠先生，以「悠
遊人生」為主題，分享其豐富的人生閱歷。
十
八

舉辦「圖書館得來速」系列活動，
提升能見度並推廣資源 2016.9月-10月

Roving Librarians 為走出圖書館，融入群眾生
活之地，主動服務讀者之概念。為提升協助研
究生掌握並善用圖書館資源能力，促進學習與

研究，特規劃「圖書館得來速 （NTU Library
Drive-Thru）」行動攤位活動，於 9-10 月開

學之際，擇定校內學生聚集的熱門地點，如研

究生宿舍大廳、學生活動中心、博雅 1F 優學
空間、學生福利社等，以機動性高的Ｘ型海報

架、筆電與平板、搭配2至4位館員，現場向學

生介紹圖書館 Pivot 等資料庫、並宣傳新學期本
館之相關活動與課程、以及現場解答學生對圖
書館服務與資源利用之詢問。活動全程為期六
週，總計辦理6場次，近千人次參與。
十
九

iREAD閱讀博覽會

2016.9.12-10.30 / 11.1-12.31

為推廣閱讀風氣，提升館藏能見度，於2015年

開始辦理「iREAD閱讀博覽會」系列書展，圖書
借出率皆達5成以上，成效顯著，因此2016年延
▲ 「心理系的建設─從人社圖書計畫到心智科學大型儀器計畫」
專題演講主講人與來賓合影

續推出2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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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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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之議題舉辦主題書展，展示該項經費所購

圖書，並提供立即外借服務。2016年iREAD閱讀
博覽會系列活動共舉辦2場：

2016.9.12-10.30「腦神經語言學」書展
書展共展出147冊，總借出圖書計71冊，借閱次
數達86次。

2016.11.1-12.31「心靈的探索—融合傳統與現
代」書展暨專題演講

書展精選歷年來7項心理學議題所購置之圖書，

共展出165冊，總借出圖書計64冊，借閱次數達
69次；另配合書展的舉辦，於11月16日於總圖
書館B1國際會議廳進行「心理系的建設─從人
社圖書計畫到心智科學大型儀器計畫」專題演
講，邀請計畫主持人心理系徐永豐副教授擔任
引言人，心理系梁庚辰特聘教授主講。參與人

數逾120人，理學院劉緒宗院長、醫學系謝豐舟
二
十

老師、心理系多位老師亦熱情參與。

明清時期民窯青花瓷特展 2016.9.22-12.22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收藏有數百件亞洲
古陶瓷以及近千件中國窯址採集標本，以做為

教學和研究之用，並陸續與圖書館合作各項
陶瓷展：「漢唐陶俑特展」（2006）、「宋
代茶盞特展」（2006）、「漢代陶器特展」
（2007）、「唐代陶瓷特展」（2010）。2016
年策劃「明清時期民窯青花瓷特展」，展期自

2016年9月22日至12月22日於總圖書館1樓中廳
展出。本次策展團隊根據窯址和墓葬、居住遺
址、沉船等相關考古報告中出土相似的作品，
並參照有紀年銘的官窯器，為本展覽沒有紀年
銘的民窯青花瓷進行定年和產地推測。這些展
品大多數是中國庶民用器，但也包括一部分輸
出貿易品，其雖然沒有宮廷官窯精美，卻另有
一番自然不造作的樸實風味。這些展品也是考
察中國地方民窯制瓷工藝技術、理解當時民間
的生活物質文化最直接的歷史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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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一

「金融數學書展」 2016.9.25-10.15

配合頂尖金融學家黃奇輔博士至數學系訪問以及
擔任講座，數學系圖書室特別規劃於2016年9月25

日至10月15日舉辦「金融數學書展」，由韓傳祥
等教授推薦相關書籍，展出包括各種金融模型、
風險計算、數學模型應用、以及現代金融史等經
典書籍，期能增進學生之金融數學相關知識，並
藉此推廣館藏。
廿
二

「島嶼上的那些人這些事」系列影展

2016.9.26-11.16

播映「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尋找背海的
人」、「太陽的孩子」、「我們的那時此刻」、

「灣生回家」與「六弄咖啡館」等6部與臺灣文
學、歷史、生活緊密相依的優質作品，並邀請影
片工作團隊（如導演、製片等）以及專家學者進
行映後座談，薪傳愛惜這片土地的珍貴心意，活
動共約471人次前來觀賞。
廿
三

真實與虛妄的界線－奇幻文學主題書展

2016.10.13-11.15

奇幻文學向來深受大眾喜愛，不論是東方的神靈
玄術或西方的魔法與劍，奇幻文學中特有的迷離

魔力令人著迷。此次書展陳列近140冊帶有奇幻色
彩的經典文學，從久遠於歷史之前的神話史詩到
人們口耳相傳的鄉野奇譚，獲得不少迴響。
廿
四

「微笑四方」互動藝術作品
2016.11.15-2017.1.15

為支持本校藝文中心主辦之「藝術之窗─校園尋美

計畫」，於歲末在總圖1樓大門展出互動藝術作品

《微笑四方》，作品展現網媒所洪一平教授imLab

團隊的科技藝術成果，以鏡面包覆的2公尺立方
體，外貼有學生的各式風格手繪窗景插畫，內有螢
幕播放校園空拍景色，觀看者透過頭部的左右移
動和轉動即可改變觀看的視角和範圍。本作品為兩
個一組的互動裝置，另一個立方體已於架設於社科

院，若兩端同時有人觀看，空拍影片即會轉換成視
訊畫面，讓兩端讀者相視而笑、並進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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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五

「以詩尋覓，愛與溫柔―2016洪淑苓新書
及圖文創作聯展」2016.11.18-2016.12.18

精選本校中文系洪淑苓教授新詩、散文、童詩作
品，搭配本館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李百珣股長攝影
作品、徐璐小姐的插畫，以圖文說故事的方式，帶
領讀者進入文學與藝術的世界。總圖小展覽廳及樂
牙彎兩側走廊展場同步展出洪淑苓教授創作手稿、
插畫手稿等物件，從中尋覓詩人愛與溫柔的痕跡。

11月18日開幕當日與中文系於博雅101教室合辦
「女界•文學界•世界―文學創作與人生經驗」座

談，除洪淑苓教授外，亦邀請詩人席慕蓉及文訊雜

誌封德屏社長與會分享創作經驗，現場400個座位座
無虛席，圓滿成功。
廿
六

「波蘭兒童人權—波蘭遺產」主題書展
2016.12.1-12.20

配合歐盟中心同展期於日然廳所舉辦之同名特展，
總圖書館1樓中廳兩側分別展出「波蘭驚艷」與「兒

童人權」主題館藏，共計84冊/件。「兒童人權」

側展出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扎克（Janusz
Korczak）相關著作、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圖書，及
探討兒童人權、環境保護、土地正義、性別平權、
族群階級等社會議題內容之繪本

。「波蘭驚艷」側則挑選館藏中與波蘭人文地景、
名人相關介紹，並首度創新試辦「呢喃音樂會」，
靠近展櫃時可聆聽到波蘭名音樂家蕭邦樂曲，襯托
書展主題氛圍，從現場無聲貼紙民調，可看出9成以
上讀者讚賞與書展搭配的音樂點子。
廿
七

醫學院圖書分館舉辦「醫起畫藍圖，打造
醫圖美麗新境界」留言活動 2016.12.1

為瞭解醫學校區讀者對醫分館空間與服務的期許，

醫圖於2016年12月1日起在醫圖大門入口處設置留
言牆，讓讀者可藉由便利貼寫下對醫圖空間與服務
的需求，以做為醫分館日後空間改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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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以詩尋覓，愛與溫柔―2016洪淑苓新書及圖文創作聯
展」策展工作人員合照

下：左起為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社長、洪淑苓教授及本館陳光
華館長

廿
八

協辦社科院教師 Happy Hour 聯誼活動
2016.12.2

為促進教師間的交流與對話，社科院於每週五
下午5:00-7:00 舉辦教師 Happy Hour 聯誼活

動，並由社科院各單位輪流主辦。2016年12月2

日由社科院圖書館主辦， 館員發揮巧思布置會

社科院教師聯誼活動

場，並宣傳臺大學術庫、影音資源及圖書館服
務。當天社科院同時為已調回總圖服務的鄭銘

彰組長舉行感謝儀式，同時介紹於12月1日新上
任的童敏惠組長。
廿
九

「環境管理—許你一個安全舒適的圖書
館」實務分享座談會 2016.12.16

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委託，於2016年12月16日（五）下午在B1國
際會議廳舉辦「環境管理—許你一個安全舒適
的圖書館」實務座談分享會，會中邀請到臺大
圖書館行政組林秋薰組長、多媒體服務組陳建
翰組長，以及清大圖書館綜合館務組黃瑞娟組
長，以其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大家分享有關圖書
館環境管理、門禁管理的大小事，演講內容實

用而精彩，與會的76位圖書館同道皆表示收穫
滿滿。
三
十

辦理「你著色，我捐錢」慈善彩繪活動
2016.12.16-2017.1.15

社科院圖書館與Wiley公司合辦慈善彩繪活動，

活動自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月15日止，
讀者只要在社科院圖書館一樓右側期刊區所展
示的畫布塗上一塊喜愛的色彩，並在旁邊桌上

的慈善彩繪單上簽名，Wiley公司將會依善心簽
名數量統一捐款幫助給臺東縣孩子的書屋「支
持陪伴系統專戶」。該活動獲讀者熱烈參與，
計有近300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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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究與出版

Research & Publications

館務報導
一

館訊

定期於每月15日寄送電子版《國立臺灣大學

簡介與利用指導手冊
一

富多元，包含「服務訊息」、「參考報報」、
「講習活動」、「活動報導」等單元。
二

年報

2016年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圖書年報：2015》，5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年報：2015》，是本館工作成果之展現。

圖書資訊專業期刊
《大學圖書館》於2016年3月與9月出版20卷1期與2

期，總計收錄12篇文章，退稿率為25%。《大學圖
書館》自1997年出版至2016年，20年間共總計出版

46期393篇文章。考量現今圖書館的服務發展日新月
異，學術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分享管道更加多元且快

速，經本館慎重考慮與討論，決定以2016年9月出版
的第20卷2期作為本刊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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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課程的同名手冊，與課程簡報風格一
致，上課同時發送給所有新生，以加強課程印

圖書館館訊》，藉由館訊報導，將最新的圖書
館服務與活動訊息送到讀者手上。內容主題豐

《魔幻奇遇圖書館》是配合本校新生入門書院

二

象，深受新鮮人稱許。

英文版圖書館利用手冊《Adventure in Wonder

Library》與教師版圖書館利用手冊《這是你的

圖書館》電子書，於105學年度開學之前全面更
新內容。

紀念品製作
一

圖書館禮物提袋

以本館特藏資料《Novae Hollandiae
plantaurm specien》（田中文庫）的心葉油

加利（Eucalyptus cordatus Labill）為素材，

維持圖書館紀念品線條細膩、設色典雅、配
圖大方的設計風格，能為每份禮物加分卻不
過度包裝，亦能讓受禮的朋友樂於持續使用
二

臺大特藏A5方格筆記本—藍莓

以本館特藏資料《Pomologie française》中

的藍莓植物圖譜為素材，內頁印有方格，幫
助本校師生聰明做筆記。
三

特藏筆袋D、E款

以本館特藏資料《Pomologie française》中

的杏仁、義大利柿植物圖譜為素材，新製特
藏筆袋2款，其大小適中的規格亦可當作萬用

袋擺放化妝品、眼鏡、手帕面紙、發票票券
等各式小物。
四

掌中扇

以本館建物與周邊的意象設計，
製作方便收納攜帶。

五

B5夾鍊袋

以本館特藏資料《Pomologie

française》中的圖譜為素材製作。
六

與實驗林管理處臺北教展中心簽訂
「商品寄售合作備忘錄」

於2016年7月26日簽訂，正式將本校農業陳列

館列為本館紀念品寄售地點，提升本館紀念
品能見度與販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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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專書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琉球關係史料集成 第三卷》

臺大圖書館典藏一批臺北帝大時期透過抄寫所蒐集
之沖繩（琉球）史料。沖繩因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
轟炸，史料文物毀失殆盡，使當時抄寫之該批典藏
益形貴重。本館透過合作計畫，由琉球大學的高良
倉吉、赤嶺守、豐見山和行等教授率學者群，將該
批史料進行全文翻刻、現代日文語譯、以及名詞解
釋與校勘等，並撰寫解題。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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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出版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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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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3.3

課程

網絡世界與知識組織系統/結構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Structures（KOS）

講者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圖書資訊學院

曾蕾 教授

北京大學圖書館研究支持中心

張春紅 主任
2016.3.23

圖書資訊服務新契機：
北大與臺大圖書館交流座談會

北京大學圖書館信息化與數據中心

崔海媛 主任

本館學科服務組

童敏惠 組長
本館行政組

林秋薰 組長
2016.4.19

圖書館經營的眉角

2016.5.26

圖書館領域常用的使用者體驗設計方法
User Experience Design (UxD)

2016.9.12
2016.9.14

圖書館業務說明會

Let’s Party! 研討會實務工作分享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黃鴻珠 教授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圖書資訊學院

曾蕾 教授

本館各組室組長與推派代表

本館推廣服務組

郭嘉文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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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醫分館）
日期

課程

2016.1.4

Developing a Process when Electronic
Resources are Cancelled or Discontinued

2016.4.11

醫學圖書館之空間規劃

2016.9.5

使用者導向觀點的空間改造經驗分享

2016.11.30

抄襲偵測技術介紹

講者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胡曼華 老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
吳可久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呂智惠 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科技研究中心
李錫智 教授

館員受邀擔任講座
日期

講座資訊

2016.2.26

社科組鄭銘彰組長於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主辦Library Watch Commons「圖書館與

2016.3-6月

學科服務組張育銘編審與推廣服務組鄭惟中組員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卜

建築師的對話」，以社科院圖書館建館籌備及用後評估為題發表主題演講。

小蝶教授之邀，於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擔任「數位內容與創新應用學分學程」之「參考資
源與服務」課程協同教學者，結合實務經驗於課程教學。

2016.3.21.

學科服務組張育銘編審受邀於「CONCERT 2016 年度研習暨座談會「逆境崛起─資源有效

2016.4.22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國立成功大學圖館辦理之「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

整合與翻轉」，以「資源推廣與利用：以翻轉教室改造圖書館利用指導」為題發表演講。

二十三：翻轉教育ing～圖書館翻轉吧！」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翻轉教室在圖書館的應
用」 。

2016.5.7

學科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國立政治大學擔任「2016翻轉數位學習工作坊：MOOCs 與行
動學習」之數位學習與圖書館論壇單元之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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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資訊

2016.5.11

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受邀至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3屆第1次會員大會擔任講者，

2016.6.7.

學科服務組陳巧倫組員受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科館員小組職前訓練，以「臺大

2016.7.15

書目服務組李明錦組長受邀至國家圖書館擔任講者，參加由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國際資訊整

講題為「館際合作聯盟面對面：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運作現況」。

圖書館學科服務分享」為題，分享本館學科服務與推動「臺大學術庫」建置之經驗。

合聯盟協會共同舉辦之Library Watch Commons系列專題演講，該次講題為「編目館員看
RDA的各種角度」。

2016.7.17

推廣服務組郭嘉文組長應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邀請於「全國高校圖書館海報設計研討班」

2016.7.26.

學科服務組陳芷洛組員與校史館營運組陳鵬帆股長受邀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本校圖書

以「推廣活動文宣設計─臺大圖書館經驗分享」為題發表演講。

資訊學系合辦之「數位服務創新設計」研習班，以「部落格與社群媒體的經營、數位學習
課程與數位參考諮詢服務的新嘗試」為題發表演講。

2016.7.28

2016.8.19.

社科組鄭銘彰組長擔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委託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主辦圖書館創意傳銷研

習班講師，講題「讀者訴願的真實故事」。

學科服務組洪翠錨編審受邀於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共同舉辦之Library

Watch Commons系列專題演講「視說新語-新世代讀者的數位視野」，以「影音服務是圖
書館的『必殺技』，還是聊備一格的招式」為題發表演講，闡述學術圖書館應強化影音服
務以創造空間與服務新價值。

2016.

9.10-9.11

特藏組阮紹薇編審應邀出席9月10日及11日兩天於臺北國際藝術村（臺北市北平東路7號）

辦理之第7屆原住民族文學論壇活動，擔任「原住民文學面面觀—新書、市場、教育、傳

播、文獻等」該場次與談人，及簡報「1895~1949 日本學者臺灣原住民研究成果、典藏、
翻譯與數位化現況」

2016.10.25.

學科服務組張育銘編審受邀於逢甲大學圖書館「105 年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座談
會」，以「館員的翻轉年代：HELP 講堂實作經驗談」為題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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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4

特藏組阮紹薇編審應本校臺文所邀請，於11月14日晚間在臺文所324教室分享臺灣原住民族

2016.11.25

系統資訊組吳瑟量先生於2016年11月25日受邀於「2016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以

2016.12.9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與周嘉瑩組員受邀於本校圖資系蔡天怡助理教授「人文學資訊資源

館員參訪

2016.11.29-12.2

圖像與文學專題「東亞之眼：1895-1949日本學者之臺灣原住民研究」

「TAIR的傳承與改變」為題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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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藏組洪玉珠組長與閱覽組宋志華組長前往香港參加2016 OCLC 亞太理事年會。

館員發表

2016.06.26 學科服務組以「Library x Flipped Classroom = Flipping your imagination to library instruction !」
為題參與 ALA 2016 年會海報展，分享本館以翻轉教室概念改造傳統圖書館利用講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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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館舍空間
Accommodation

總圖書館屋頂文化瓦修復
本館屋頂文化瓦固定螺栓長久使用後，部分有鬆

電氣機房消防安全維護

脫狀況，且每遇強風來襲偶有瓦片會被吹落造成

為維護本館各電氣機房消防安全，本館於2016年

限，於2016年簽請校方同意修繕工程，更新破損

失效藥劑更換及充填作業等共計640具，並依「滅

危險，為避免產生危害發生並增加館舍之使用年
文化瓦並加強固定，目前已完成90％以上。

進行各樓層10P懸吊式乾粉滅火器施行性能測試、
火器藥劑更換及充填作業規定」完成各項檢查，
提昇本館館舍消防設備之安全性。

NTU-ASUS Corner空間改造
2016年7月15日完成「NTU-ASUS Corner」展品更換
與展示空間改造，新空間加強研發過程的意象呈現，

更加符合 NTU-ASUS Corner「期待本土企業的研發
能量可以鼓勵學子創新思考」之設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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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圖讀者使用空間改善
為使討論室空間能更彈性運用，於2016年11月底至

法律圖完成空間改造工程，
正式更名為「法律學院圖書館」

12月初進行閱覽桌更換，將一間討論室新增改置12

法律學院圖書室於2009年遷入新館後，圖書快速成

排列組合桌型，營造活潑合宜的討論空間；此外，

並於2015年獲富邦集團實物捐贈。法律學院圖書室

張梯型組合式閱覽桌，讀者可依協作學習需求自由
將該討論室之固定式大型閱覽桌移入自習室C區，
以改善C區活動折疊桌在使用時容易晃動的缺失，
同時重新調整自習室座位配置，B、C區共增加12

個席位，自習室座位劃位系統亦同步更新，目前自
習室總計為133席位。

長，致使館藏空間不敷使用，經提案空間改善計畫
空間改造工程自2016年6月27日啟動，歷經77天工
期，於9月12日開學日開放使用。改造重點包括：
1. 打造「法學典範書屋」
2. 新增軌道式密集書架
3. 增設高期刊陳列架

4. 改造入口玄關及櫃臺動線

以紓解空間不足之窘境。工程完成後，將再配合書
刊淘汰撤架等機制，期能後續維持圖書成長；此

外，配合法律學院陳聰富教授提案，於2016年9月
21日法律學院院務會議上通過，決議將圖書室更名

為「法律學院圖書館」，為邁入第8年的法律圖，
呈現嶄新面貌。

▲ 社科圖討論室

醫分館致力提供舒適宜人的館舍環境
1. 因醫院廣播頻繁，干擾讀者寧靜閱讀之氛圍，在
多方努力下，終於獲得院方同意關閉館內醫院方

面的一般廣播，以提升醫分館內閱讀環境之品
質。

2. 因讀者屢屢反映研究小間溫度過低，經數度與醫
院工務室及空調房溝通協調後，已於研究小間外

增設電動風門調節開關，協助讀者自行調整與改

善溫度，加強閱讀環境之舒適度。

3. 張天鈞教授於本年度提供個人油畫作品「臺灣獼

猴」與「月夜」，於2樓醫聊室展示，為醫分館閱
讀環境增添藝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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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圖法學典範書屋
▼ 張天鈞教授與油畫作品-月夜合影

拾壹

捐贈與贊助
Donations

期刊捐款
2016年期刊募款總計77筆，新臺幣約165,404元（美金：臺幣=1:30）。

贈藏記事
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16.1.6

政大民族學系廖淑馨教授

民族學相關圖書約計300冊，語言涵蓋中、英、蒙、藏文。

2016.2.24

植物病蟲害系劉嵋恩教授

2016.3.8

已故中文系何佑森教授
[家屬轉贈]

轉贈張歐坤先生所藏線裝書411冊: 內容以中醫藥學、易學、
算命為主。另贈送植病學相關專書及教科書88冊。

2016.4.22

2016.4.26

2016.5.10
2016.5.13

文史暨藝術類圖書約計500冊。

新聞所彭文正教授

捐贈新聞學暨個人藏書約計300冊。

廈門大學圖書館

轉贈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社會學暨歷史類西文圖書，計74
冊。

人類系葉春榮教授

已故昆蟲系朱耀沂教授
[家屬轉贈]

人類學及臺灣原住民族相關圖書約計300冊。

昆蟲學相關期刊、專書、論文、研究報告共計2,72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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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8

2016.6.15

政治系高朗教授

法律學院王泰升教授

捐贈政治學暨個人藏書約計500冊。

在法律學院王泰升教授引介下，法律學院圖書館受贈日治時
期台北辯護士會（今為台北律師公會）整批日治舊籍圖書，
共計26箱328冊。資料入館後隨即安排專業廠商進行薰蒸除

蟲，確保珍貴圖書符合永久典藏的條件。王泰升教授於簡介
中為這批珍藏作了如下詮釋：「台北辯護士會藏書確實能讓
讀者進入日治時期法律的氛圍，但倘若欲透徹了解當時的法
制，需要再閱覽社科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地下一樓日治
舊藏圖書，以及臺大總圖書館特藏的日治時期書籍。而就像
律師是旨在讓人民得以親近國家法律的行業，台北辯護士會
藏書也是為了讓讀者感受到日治時期律師業，並易於了解日
2016.4-6月
2016.8.16
2016.9.2

2016.10.13

2016.11.15
2016.12.16

治法律，而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

海洋所孫志陸教授

海洋學研究專書181冊。

國發所湯德宗教授贈書

法律相關期刊、專書、論文、研究報告約計600冊。

中興大學外文系丁貞婉教授

物理系鄭伯昆教授

大陸廣州市政府

已故外文系畢安生教授
[家屬轉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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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與版畫等藝術相關藏品47件。

物理學專書與個人藏書67冊。
廣州大典一套483冊。

文學藝術類圖書343冊，語言以法文為主。其中7冊為1900年
以前出版的珍貴西文舊籍。

拾貳

延伸營運
NTU Museums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2016年度校史館參觀人數統計，改採用人流計數器的數據，全年開放天數共302天，共有6萬4,297人次參觀校
史館，其中導覽服務總計達244場次（含中、英及日語）。

口述歷史
一

訪問香港校友

10月8日，訪問本校香港校友，與四位校友(倪學

三

仁夫婦、陳嘉華學長、董念恩學長)共同回憶本

洪董事長一手催生中華職棒的誕生，被譽為

兩岸三地問題的本校重要校友徐世樑學長。

「職棒之父」，擔任中華職棒聯盟首任秘書
長；2014年以特別貢獻類身分入選臺灣棒球名

訪問醫學院林國煌名譽教授

10月13日，與醫學院圖書分館共同錄影訪談
醫學院耆老生化學科林國煌名譽教授。林教授

1943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已經高齡94歲，分享臺北帝大歲月、二戰結束
移交時期的珍貴回憶，也提供不少精彩醫學人
物老照片以及個人古老文件。

10月21日，至臺北兄弟飯店錄影訪談洪騰勝董
事長（本校政治系轉商學系，1961年畢業）。

校射箭社發展歷史，同時也見到香港地區處理
二

訪問兄弟飯店董事長、商學系校友洪騰勝

人堂， 2016年獲頒本校傑出校友。
四

新增校史館口述歷史網站5篇整理稿件

分別為臺大四六事件相關人李孝鑽、臺北帝大
今村完道教授女兒坂本英子、大氣系林博雄教
授、退休的植物系李學勇教授，以及歷史所王
文昕提供的生化分子研究所黃伯超名譽教授之
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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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歷史林國煌

文物與記憶徵集
一

4月20日、25日，臺北醫專校友、臺灣名醫丁瑞
魚醫師之么子丁正己先生贈予校史館丁醫師有

關本校校史之遺物：1924年臺北醫專畢業紀念
冊、1926至1927年間臺北醫專首任校長崛次內
雄寫給丁醫師的書信兩封、崛內校長與臺北帝

大馬淵東一贈予丁醫師的書法。並且於11月運
二

用這些珍貴文物辦理臺北醫專文物展。

4月22日，獲得民眾捐贈臺大醫院搗藥缽（大小
尺寸之缽4只以及杵14支）予校史館典藏，該批
文物為該民眾於1996年7月19日於臺大醫院棄用
物件堆中拾回；歷經20年，已具見證人工搗藥

三

時代的校史價值。

10月5日，與特藏組共同接待日本賓客岩本成

一先生，戰後1948年出生在日本，他的父親岩
本醒吾是臺北帝大化學科畢業生，師事野富鐵
男教授，二戰結束後曾短暫留任臺大先修班教
授；舅父西田正二曾追隨臺北帝大熱帶農學講

座奧田彧教授研究，27歲即歿於二戰期間。岩
本先生當場提供一批珍貴臺北帝大的資料予以
臺大掃描留存電子檔，包含其父親岩本省吾的
先修班聘書、老照片、學校催交成績公文等等
四

珍貴歷史文件電子檔予臺大典藏。

10月，入藏民國60年代工學院聯合圖書室閱
覽證（金屬材質、閉架服務時期的換證入館憑

證）、何傳丁學長個人臺大文件（民46經濟系
畢）、民71年臺大大一男生於國慶日總統府前
踢正步的藍色制服1套（大盤帽、西裝、西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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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演講與展覽
一

辦理「思學並濟．亮節高風：
錢思亮先生紀念特展」

由中央研究院、杭州錢王祠、北京大學及本校共
同合作策畫之「錢思亮先生紀念特展」，2月22

日在中研院揭幕，隨後於四個單位輪流展出；本
校於3月8日接下第二棒，地點即在校史館，展
期至3月25日。展出期間適逢臺大北大日，本校
楊校長與北大林校長、錢校長次公子錢煦院士共

同於3月24日帶領兩校師生在校史館觀展。錢思
亮係本校第五任校長，來臺之前係北京大學化學

系主任。於本校進行的特展，除了展出錢校長相
關手稿檔案之外，校史館亦展示校長古典書櫃以

及樸實的桌椅，以及校長的學位袍以及演講用的
化學鍵模型。錢校長為人高風亮節，為臺大長遠
發展奠立堅實的基礎，藉此特展閱讀錢校長一生

的學思與奮鬥歷程，期待年輕學子效法其修身、
齊家、治學的典範。

二

辦理「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臨摹傅斯年」活動

2016年係傅斯年校長120歲冥誕，為紀念傅校
長，校史館推出書法傅斯年校長名言的活動。
傅斯年校長出掌臺大短短七百天，孜孜矻矻，
留下許多足以傳世的佳構，有目標高崇、語重
心長的勗勉，或悲壯義憤或幽默莞爾的神來之
筆，當然也不乏長輩關愛的嘮絮。校史館舉辦
書法傅校長名言活動，向為杏壇鞠躬盡瘁的傅

校長致敬。共擇出52句傅校長名言，自3月23日

至5月10日向各界徵求臨摹名言的書法作品，可
以是楷書、隸書、行書、草書、篆書以及甲骨
文等各式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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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杜鵑花節，辦理「微型臺大工作
坊」與「跟著策展人一同逛展覽」

3月17日、26日，校史館辦理了兩場「微型臺

大」工作坊，是已於川流廳開展「看不見&看得

見的臺大」特展的系列活動。其中「微型臺大」
展區是一個觀眾參與的進行式單元，希望透過
微型積木的好手，在專業人員指導下，蓋建出一

棟又一棟的臺大建築物，以共同完成微型臺大

展區。這次工作坊，校史館與嵩澧實業有限公司

（簡稱TICO公司）合作，TICO公司提供工作坊
所需要的材料，並且邀請幾何造型藝術家吳寬瀛

老師，先為大家講授微型積木建築技巧。接著，
身分為臺大學生及校友們的參與者再轉移至一

旁的川流廳，開始實際的拼作。參與者以自己的

創意與美學，一共完成二十三棟臺大建築物，種
類包含：校史館、文學院、行政大樓、土木工程

館、二號館、森林館、鹿鳴堂、綜合體育館、醉

月湖、男生宿舍、尊賢館等十一種。校史館運用
這些微型建築完成微型臺大的展區布置，並現場

設置數位相框，輪播工作坊的活動照片；另外，
3月19日、26日加開了兩場假日定時導覽「跟著

策展人一起逛展覽」，由策展人擔任導覽員為訪
賓解說展覽內容。
四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大」特展
專題網頁製作完成

為完整保存「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大」特展

（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內容
資料，不讓該特展呈現的知識與資訊隨著特展

結束而消失，因此4月份製作專題網頁，完整
保存特展的內容。網頁除了呈現各主題展區的
內容之外，探索臺大的六個子單元（從帝大建
築群談起、尋找有名字的建築、公共藝術無所
不在、見證歷史的掛牌老樹、校園外的日式宿
舍、校園裡的學生宿舍），另製作成六本電子
書上傳，提供訪賓自由點選閱讀；並且新增微
型臺大工作坊成果、展覽短片、展場環景、精
選現場訪賓留言掃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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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跟著策展人一同逛展覽／下：微型臺大工作坊

五

「憶拾．憶起」畢業生影像徵集活動

104學年畢業季，由校史館實習生發起的「憶
拾．憶起」畢業生影像徵集活動，以「情」、
「居」、「學」、「遊」、「憶」五個主題，
向應屆學、碩、博士生畢業生徵集大學生活記
憶的映像；並透過訪賓現場投票，讓外人瞭解
當代臺大人的生活面貌。每個主題的第一名作
品，也將展示於校史館樓梯間的老照片櫥窗，
讓校史館永久典藏這些美好畫面。本活動徵集

作品共計105件，共計有172名訪賓參與投票，
各主題的第一名照片將常設展示於校史館樓梯
間的「老照片櫥窗」。
六

畢業季舉辦第十屆
「留言一句傳情百年」活動

自6月1日起展開，持續辦理至7月31日止。2016
年是第二度至畢業典禮會場外擺設攤位，同時
推出「我愛台大永遠永遠」T恤進行募款。
七

配合博物館群學習體驗營，辦理
「博物館驚魂記：古蹟大地遊戲」活動

▲ 畢業生影像徵集活動

配合2016博物館群暑假兒童學習體驗營，校史
館8月10日下午推出「博物館驚魂記：古蹟大
地遊戲」主題，以分組闖關的方式，讓小朋友
對臺大校史館這個蘊藏豐富歷史內涵的地方有
更多的認識，甚至是激發他們對相關史料的興
趣。關卡主題包含不出錯校訓、比手劃科別、
校長你是誰、學院點將錄、鮮奶大作戰、穿梭
杜鵑城、團結來作畫等，並且首度由校史館暑
期服務課同學擔任主持人與各關關主，並協助
活動辦理。

▲ 上：留言一句傳情百年／下：博物館驚魂記：古蹟大地遊戲

2016 臺大圖書館年報 | 51

拾貳
八

配合圖書館辦理「魔境歷險」
遊戲式利用指導活動

配合9月圖書館「魔境歷險」活動，校史館別出心

裁推出活動請新生尋找神秘老書庫的入口位置，
接著至書庫裡唯一的一盞燈下，從一堆彩色圓形

貼紙堆裡取走一枚，再返回服務臺，於A1海報上

的學位袍，貼上貼紙、增添學位袍色彩，類似一

種「行動藝術」。活動發想自日本草間彌生藝術

家無盡圓點的創作概念，並且進而讓新生認識舊

總圖與老書庫的歷史。校史館提供L夾與〈創創
復刻號校刊〉，作為吸引新生的精美小禮。

九

魔境歷險

舉辦「臨摹斯語斯情：
傅斯年校長雙甲子冥誕紀念」展覽

傅斯年校長出掌臺大短短七百天，孜孜矻矻，
留下許多足以傳世的佳構，有目標高崇、語重
心長的勗勉，或悲壯義憤或幽默莞爾的神來之

筆，當然也不乏長輩關愛的嘮絮。2016年3月
26日是傅校長一百二十歲冥誕，校史館徵集了
百餘幅民眾書寫傅校長嘉言的書法作品，於川
流廳舉辦「臨摹斯語斯情：傅斯年校長雙甲子
冥誕紀念」展覽，以嘉言書法作品作為本次展
覽的重點，並搭配傅斯年校長的成長歷程大事
紀、出掌臺大奠定治校的根基、校友回憶傅校

長的點滴的影片等等。展期自2016年11月15日

至106年9月30日，並於12月20日辦理交流茶
會，主要邀請這次參與傅斯年嘉言書法的作者
出席，以答謝他們提供墨寶。
十

星夜校史館辦理夜間尋寶遊戲

配合校慶期間例行的夜間開館「星夜校史館」

活動，於11月11日至11月15日晚間17:00至

21:00，推出校史館尋寶遊戲，三道關卡，三項
精美紀念品，讓訪賓解開傅斯年校長演說中隱
藏的密碼。訪賓必須逕向櫃檯服務人員索取提
示，限量80份。

52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6

「臨摹斯語斯情：傅斯年校長雙甲子冥誕紀念」展覽

見習與服務課程
一

國際實習生

香港大學實習生宋冰儀同學，於校史館實習的

文宣品與紀念品開發
一

成果之一：利用錢思亮校長的骨董書櫃，策畫

的「追求卓越」主題，改為「臺大面面觀」，

學唯一女子住宿舍堂」展期為7月8日至8月31

內容包含：臺大簡介與臺大歷史短片、名人

日；另外，6月30日，「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

堂、名譽博士、中研院院士、總統科學獎、傑

大」特展最後一天，協助校史館之「謝幕前大

出校友、早期學位論文手稿、國際學術交流、

放送」活動，即最後兩小時，開放訪賓只要對

臺大博物館群、臺大校史館回顧、臺大之美等

工作人員秀出手機校史館按讚畫面，即可入內

資料，其中，日文簡介邀請本校日文系林立萍

挑選任一個跟臺大相關的可愛插畫珍珠板帶回
港兩名，法國一名，捷克一名）參與校史館之
導覽以及策展業務工作。

教授審定。
二

紀念品開發

運用富有校史意義的「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
宙的精神」、「傅斯年校長治校理念六則」、

服務課同學納入校史館服務臺輪值排班

「我愛臺大永遠永遠」等書法字體，開發設計

自2016年3月起，校史館陸續將服務課修課學生

三款資料夾；另外，因應臺大北大日盛事，開

安排進服務臺值班，完成服務臺常見問題FAQ教

發「錢思亮校長題臺大校訓」書法字資料夾、

戰守則，除作為工讀生的教育訓練教材之外，

創意復刻刊載臺大校訓原始來源（傅斯年校長

也讓服務課同學對於史館服務臺的工作能夠迅

於民38年11月15日校慶演說詞）的臺大校刊，

速了解。105學年度起，校史館學習服務課程，

其中，臺大校訓資料夾附「創創復刻號」校

除原本以專案及導覽為主的服務三之外，更是

刊，做為3月24日於校史館進行的臺大北大日觀

新增專門服務臺執勤的服務二。在9月24日提

展活動之貴賓贈品。

供學生完整的培訓後，將學生納入平日開館服
務臺的排班，以有效紓解人力不足的問題。學
生透過校史館服務臺執勤，第一線面對參觀訪
賓，提供基本問題諮詢，提升溝通表達及應對
技巧，也增加校史的基本知識。

▲ 校訓資料夾
實習生作業

▲

二

因應2015年10月校史館展示局部調整，大幅修
訂校史館中、英、日文簡介手冊。主要將原來

「何東夫人紀念堂Lady Ho Tung Hall：香港大

家。校史館於2016年共接受4名國際實習生（香

校史館簡介手冊更新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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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本校自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迄今80餘年，累積

物館、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本室、農

由校內各系所單位設置多處不同屬性、規模之博物

及醫學人文博物館等十館。2005年，臺大圖書館銜

數以萬計獨特珍貴文獻史料、標本與文物藏品，並
館進行典藏展示，以支援教學研究所需，同時見證
本校發展歷程點滴。合作館計有校史館、人類學博

活動、演講與展覽
一

辦理「遺跡解謎：魟魚與海蛄蝦大戰！」
特展與科普教育
本校地質學系施路易副教授所策畫的小型特
展，展示手法取自博物館起源之一「將稀有好
奇的物件收入搜奇櫃，開放同好參觀共享」的

概念，展示內容取自其研究計畫「103年科技部
補助研究計畫『科普活動：一千六百萬年前台
灣大陸棚上生命的存在與消逝』」成果。該特
展由施教授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於臺博展
示近半年後，將巡迴全國展出，臺大為第一個

巡迴點，於校史館自3月1日至5月31日止展出。
展示期間，於5月7日、5月14日兩個週六下午，
由地質系同學準備生痕化石、養著蠕蟲與小蝦
的魚缸等教案，於博物館群「週末兒童博物館

時間」為5至10歲的兒童講解海洋古生物的知
識。本特展也是臺大博物館群與臺灣博物館本
年度（105）第一個合作案。

54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6

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動物博物館、檔案展示室
命辦理「臺大博物館群」整合業務；2007年11月15
日正式啟動，成功開創大學博物館的新格局。

二

辦理「臺大北大日」之博物館交流活動

臺大北大日活動於3月23日至24日舉行。3月23
日上午博物館議程於校史館進行交流、簡報兩校
博物館概況，由動物博物館于宏燦教授主持，發
表人依序為本校校史館暨博物館群辦公室陳鵬

帆、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曹宏副館長、
本校人類學博物館吳昭潔、北大校史館暨檔案館
劉晉偉副館長、本校檔案館呂芳留股長，各進
行20分鐘簡報。旋後參觀校史館、人類學博物

館、檔案館，下午參觀植物標本館、物理文物

廳、總圖書館特展「方寸藏香」、國立故宮博物
院。3月24日中午，臺大楊校長與北大林建華校

長、故校長錢思亮先生次公子錢煦院士等師長至
校史館參觀「思學並濟．亮節高風：錢思亮先生
紀念特展」。參觀尾聲，校史館服務課同學以鋼
琴與古箏合奏臺大北大校歌（定名為：臺．北情
歌），演奏同時有同學獨唱臺大校歌、另一位同
學現代舞北大校歌「燕園情」，為活動劃下完美
又可愛的句點。3月24日下午，至國立歷史博物

館參觀本校博群參與策展之「生之世界：摺紙藝
術展」，以及參訪本校博群姊妹館國立臺灣博物
館，晚間則至中山堂聆聽「青青：臺灣大學北京
大學校園民歌聯合音樂會」。藉由深度交流，雙
方建立起友誼，並思索未來合作機會。

2016 臺大圖書館年報 | 55

拾貳
三

辦理第七屆「悠遊一夏．探索臺大：
臺大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體驗營

臺大博物館群自2010年暑假開辦兒童學習體驗營
以來，至今已邁入第七年。2016年選在8月10日、

8月12日及8月15日辦理三梯次營隊活動。第一梯
次為：校史、動物、物理、人類；第二梯次為：
植物、地質、檔案；第三梯次為：醫學、昆蟲、

農業。原預計招收60名學員，最後實際錄取了63
名學員。由於目標對象以即將升小學四至七年級
的學員為主，因此各館在設計教案時，必須考量
將大學殿堂內的博物館知識，轉化為深入淺出的
講解，或是透過手作體驗、趣味遊戲等等，引領
小朋友認識臺大校園內的歷史珍藏。2016年體

驗營活動，三梯次共12名帶隊隊輔，首次由校史
館暑期服務學習課程同學擔任，而非另招募工讀
生，活動首度獲得臺大椰林新聞貼身採訪報導。

▲ 兒童學習體驗營_物理浮沉子實驗
▲

參觀動物館五樓濕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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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北海道大學參訪

9月5日至8日，本館陳光華館長、校史館營運組張安

明組長、陳鵬帆股長，以及植物標本館鄭淑芬技正拜

訪北海道大學植物園（含宮部金吾紀念館、溫室、庭

園、博物館*）、文書館、綜合博物館。此次拜訪目
的為促成兩校於博物館以及校史特展相關之合作，並
促成兩校未來校級合作備忘錄的簽署。此行，北海道

大學博物館由大原昌宏副館長、文書館由技術專門館
員山本美穗子女士（從事校史研究）、宮部金吾紀念

館由加藤克助教（研究人員）負責接待我方，三個單
位皆對我方提出之合作案表達高度意願與興趣。

*博物館含：本館、北方民族資料室、宮部金吾紀念館等。

五

舉辦北海道大學紀錄片放映會

北海道大學博物館訪問教授山下俊介老師帶來了

1930年代該校三支紀錄短片（該校植物學泰斗宮部
金吾教授的生活、宮部金吾訪臺記、庫頁島古生物
挖掘），共約25分鐘。博物館群辦公室分別與山下

老師、校內博物館群老師看過影片後討論，規劃於
11月5日起於校史館開館日16時至17時播放、11月12

日晚間在校史館進行放映座談會。北海道大學紀錄
片的放映會當天，分別由北海道大學的山下俊介教
授及臺灣大學的呂紹理教授給了二個專題演講，並

▲ 北海道大學參訪

播放「庫頁島索齒獸化石挖掘」、「宮部金吾先生
臺灣之旅」、以及「祝宮部先生77歲喜壽」三部影

片，現場約有五十名的聽眾。影片放映後我們進行
約20分鐘的問答時間，聽眾的反應相當熱絡，並希

望能夠多舉辦這樣的活動，促進大眾對於歷史及文
化的認識。
六

「展示臺灣：從博物館看臺灣文史」
通識課程講課

臺大博物館群辦公室協助共同教育中心蔡君彞助理教

授開授通識課程「展示臺灣：從博物館看臺灣文史」英

語課程（3月16日、10月26日），為外籍生簡報介紹臺大
博物館群，提供博物館學各式教案，為修課同學提供博

物館群導覽服務（校史館、植物標本館、物理文物廳、

農業陳列館），並提供外籍生於校史館實習機會。

▲ 上：北海道大學紀錄片放映會／下：展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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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與第三屆環太平洋大學協會
大學博物館研討會

APRU（環太平洋大學聯盟）第三屆大學博物

館學術研討會，於10月5日至7日在香港大學美

術博物館舉行。本屆主題是Museum Teaching

beyond the Faculties - Education beyond
Traditional Faculty Courses and Classroom

Settings，本組陳鵬帆股長獲邀擔任專題演講，
講題為The Shift of rol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tor y Galler y: From ‘public
persona of the university’ to ‘facilitator of
pedagogical evolution of museology’，全程

以英語發表演講60分鐘，獲得熱烈回響。另，本

組張安明組長、共同教育中心「展示臺灣：從博
物館看臺灣文史」課程教師蔡君彝專案助理教授
也參與研討會。
▲ 第三屆環太平洋大學協會
▼ 臺大校園街景拍攝100公里接力行動

八

臺大校園街景拍攝100公里接力行動

校史館與Google geo team合作，發起「臺大校
園街景拍攝100公里接力行動」，號召臺大老、

中、青三代，從職員、校友、到在學學生共同參
與，在全臺各臺大校區拍攝街景，成果預計在
106年於谷歌地圖發表。

拍攝範圍涵括總區、城中（舊法社院區）、水

源，以及中部的溪頭、梅峰等地。工作團隊特別
於十一月底遠赴中部各校區拍攝。在溪頭實驗

林，重點主要有以下二者：一是著名景點，如大
學池、神木等，有助於園區推展教育觀光；二

是車輛無法進入的步道，發揮背包式攝影機的特
點。梅峰方面，則進行完整的紀錄，將已開發場
區的大路小徑全數拍攝完畢。另外面積較小的鳳
凰茶園、下坪植物園兩地，也進行完整的紀錄。

過程中，一度遭遇機器故障、天候不佳等因素影
響，但工作團隊最終排除障礙，透過妥善的路線
規劃，在最短時間內盡可能讓攝影範圍涵蓋各校
區重要路線。本次拍攝成果不僅讓未來赴臺大各
校區洽公或觀光的訪客，能事先查詢找路，也是
難得360度、全面性紀錄校園景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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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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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編輯推出《2015年國立
臺灣大學博物館群工作成果概覽》電子書，放

置網站上提供外界自由點閱。此電子書是2015
年臺大博物館群精彩活動的全紀錄，內容詳盡
地介紹十個成員館去年一整年度的工作成果。
該年，對臺大博物館群是雙喜臨門的一年，第

一件囍事，是國寶婚禮。1932年入藏於臺北帝
大的排灣族佳平舊社金祿勒（Zingrur）四面木

雕祖靈柱，3月被文化部指定為國寶，9月特地
舉辦一場史無前例的「國寶婚禮」。第二件囍
事，是臺大博物館群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簽訂館
際合作協議書，進一步促進雙邊的人力、物力
互惠互利。
十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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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現於展板文字，但是導覽人力有限，不可能
為所有訪賓解說；此外，有些訪賓也期待依自

十
一

群暫停每週三、六下午的定時導覽服務，再加

此，博物館群擬開發自主式導覽APP，2016年為

上昆蟲標本館及檔案館兩個成員館更改中英文

計畫執行的第二年，新選定醫學人文博物館、

名稱，LOGO上的「臺灣大學」標準字改為臺靜

物理文物廳、農業陳列館三館執行，並且為人

農書法，因此博物館群簡介手冊於2016年3月內

類學博物館新增語音導覽項目。目前四館的語

容更新不少，本年度一共印製1萬本，放置十個

音導覽均已完成影片剪輯，為了製作博物館群
物館群辦公室協助未有完善展場平面圖或剛好
需要更新的館舍重新繪製平面圖，完成的有：

人類學博物館、醫學人文博物館、物理文物
廳、昆蟲標本館。

因應發展博物館群發展自主導覽APP，以及2015
年秋天起實施的工讀生勞健保新制度，博物館

己的步調汲取博物館展品所要傳遞的訊息。因

語音導覽APP系統，需要各館的展場平面圖，博

博物館群中英文簡介更新印製

館舍，提供訪賓免費索取。
十
二

受邀為《悠遊臺灣博物館》手冊
介紹博物館

彙編臺大博物館群簡介及十個成員館基本資訊
中英文，並挑選精彩照片，提供中華民國博物
館學會編印第三版中英版《悠遊臺灣博物館》

手冊（2016年8月出版），此手冊作為博物館版
的臺灣觀光型錄，向國際友人與國人引介臺灣
博物館內所蘊含豐富且多樣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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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統計
Statistics

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館藏類型

中日韓文圖書（冊）
外文圖書（冊）
電子書（冊）

公開取用電子書（冊）

2014

1,786,194
2,358,257
2,855,906
223,439

微縮資料（片、捲）

2015

1,826,437
2,375,907
2,899,059
226,997

214,004

視聽資料

現期西文期刊（種）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種）

227,623
214,097
183,413
27

2,476

2,166

2,369

51,965

52,548

52,940

565

562

570

4,549

11,570

資料庫（種）

2,957,174

27

4,944

電子期刊（種）

2,388,036

180,100

27

現期中日（韓）文期刊（種）

1,846,752

214,091

176,933

現期報紙（種）

2016

4,432

11,855

11,889

入館人次 ─ 依讀者別
校內

讀者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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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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205,931
283,023

2015

1,204,708
404,030

2016

1,238,309
374,001

1,067,233

1,042,073

950,005

2,556,187

2,650,811

2,562,315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讀者別

總圖書館

2014

校內

校外（含校友）

24小時自習室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醫分館

數、物、化、法圖書室

小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小計

2015

848,248

2016

738,280

226,500

731,685

235,449

1,067,233

235,312

1,042,073

950,005

2,142,161

2,015,802

1,917,002

17,579

132,151

98,001

207,279

307,954

224,858

319,340

440,105

417,341

校內

139,397

144,478

160,299

小計

175,723

177,859

195,914

2,618

3,049

5,073

校外（含校友）

校內

36,326

10,827

校外（含校友）

小計

總計

33,381

35,615

13,996

13,445

26,985

17,045

2,556,187

32,058

2,650,811

2,562,315

圖書流通 ─ Tulips借書量統計及讀者類型分析
讀者別

碩士班學生

博士班學生

大學部

全部教職員

校友

館合

其他

總計

2014

126,354
44,460

160,516

百分比

28.8%

10.1%

2.8%

12,800

17,074

3.9%

438,825

40,744

143,191

14.6%

14,015

116,059

36.6%

64,152

12,254

2015

3.2%

100%

百分比

28.6%

10.0%

35,106

123,583

3.2%

11,186

14.4%

19,157

4.7%

405,981

102,235

35.5%

58,496

15,534

2016

3.8%

100%

百分比

28.4%
9.8%

34.4%

56,767

15.8%

17,238

4.8%

13,488

359,603

3.1%

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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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文獻傳遞─外來申請（件）

2014

文獻傳遞─對外申請（件）

13,901

2015

2,274

小計

圖書借閱─外來申請（件）

2,070

小計

15,836

4,434

4,450

2,806

20,004

網路資料庫 （點擊次數）
電子期刊 （點擊次數）

全文使用 （次數）（註）

機構典藏

項目

全文資料

2014

779,171
414,323

15,640,957

2014

203,284

77,654

網站典藏

網站數量

項目

2014

網站版本數

40,732

6,300

2015

743,895
355,388

17,707,767

2015

209,002

77,821

2015

23,218

參考與推廣服務
參考諮詢（件）

19,920
3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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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錄書目資料

17,114

24,454

39,461

電子資源使用

1,784

16,278

23,286

總計

14,052

16,175
18,852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14,208

2016

項目

利用指導
引導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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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85,672

10,213人/273場
3,347人/252場

6,700

2016

763,038
273,522

14,586,574

2016

209,042
77,855

2016

25,222

2015

75,436

7,141人/269場
3,702人/263場

8,000

30,528

2016

70,581

8,657人/298場
3,901人/189場

發行人 陳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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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