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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在2018年迎接創校90週年與總圖書館遷館20週

年，我們在這個雙重週年意義的年度裡，回顧過往與前瞻未來。
臺大圖書館一向以宏觀的遠見擘劃因應新階段圖書資訊服務所需
要的建設，過去是如此，展開新總圖建築的規劃遷館，打下穩固
的基礎持續成長；二十年後的現在，領先國內大學圖書館，全國
第一個自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正式營運，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System for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簡稱SLIM)全面上

線，新系統、新設備帶來新的服務模式，受到國內外圖資界同道
們的關注，我們面對未來變革與挑戰，傳承優良的服務專業。

統計至2018年底，臺大圖書館館藏資源已逾810萬冊/件，館

藏量在國內大學圖書館位居首位，每年平均有200萬人次以上的

讀者進館，更有全年無休來自全世界透過網路點閱圖書館整理維
護的資料庫或電子資源，點閱數量持續成長，不論是親自到館或
是網路訪客，師生們或許為了借閱圖書、自習課業、檢索資料、
隨選視聽，甚至只是想入內小歇、享受舒適環境轉換心情，我
們提供的服務，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2018年本館調整組織編

制，成立研究支援組，館員研發與應用技術，協助教師強化研究
領域分析、統計，帶動競爭力的提升，經過一年來的整合，結合
學科服務的推廣，運用資訊技術提供精確的使用者服務，已引起
各系所教師高度關注。經歷2018年新系統轉置，以新世代圖書

管理與加值服務，結合既有的服務基礎，必然對未來館務帶來更
多可能的創新模式，值得期待。

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同仁們平時的例行工作已相當忙碌，仍然保持服務讀者的使命感，讓圖書館在校內行政團隊之間獲得

很高的評價；迎接2018年雙重週年意義慶典的當下，大家肩頭上的負擔又重了一些，除了完成新的資訊

軟硬體服務，還策畫多項與校慶有關特展、製作歷任館長訪談與遷館20週年影片、編輯發行紀念專刊、

舉辦閉館後音樂會、新世代自動化圖書管理與加值服務研討會等活動，一整年活動相當緊湊，圓滿成
功，讓外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與遷館20年的相關活動更是全館動員，過程中也喚起資深館員們走過20

年歷程的回憶，重溫歷任館長們卓越領導與丰采，鏈結跨世代圖館人的價值傳承，凝聚工作向心力，傳
達圖書館追求卓越的努力過程引起不少共鳴，讓2018年的各個活動辦得精采絕倫，在此我還是要再一次
向辛苦忙碌一整年的全體同仁們道一聲感謝。

我很榮幸地與同仁及學校行政團隊在2018年共同完成學校、圖書館雙重週年意義的各項任務，館務

活動的豐碩成績在圖書館發行的館訊電子報及這一期的年報呈現。鑑於近十餘年來臺大圖書館延伸營運
業務表現亮眼，外界相當肯定本館負責校史館營運，統籌與協調博物館群運作的績效，本期年報再將經
營多年的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納入內容款目，以期讓外界認識到同仁的專業服務早已跨部會與行
政機構長期合作，臺大圖書館學術能量服務的對象早就走出校園，延伸我們對廣泛文化議題的關切。

時序進入2019年的薰風五月，趁著先前重新檢視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契機，圖書館已經擬定出未

來四年的發展方向，從資源、技術、服務、空間以及全球化五個面向，提升館藏質量及專業服務水準，
同時呼應學校的發展策略，期待能擴大國際合作結盟、參與國際學術組織並爭取主導權、提升國際能見
度，期勉館員同仁培養更遠大的視野，面對資訊服務方式的不斷進化。

隨著建校90年漫長歲月累積的基礎，臺大圖書館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思索開創新的營運思維，制定未

來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我們在這個時間點集思廣益提出五大面向的目標，為迎向100年鋪路奠基，日新
又新，跨步前進！

謹誌，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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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貳

圖書館概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歷史溯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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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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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社科圖），以及
數學、物理、化學、海洋、圖資、法律等6個系所院圖書室/館；醫學校區則有醫學圖書館（以下簡稱醫圖），

提供全校4萬餘位教職員生書刊借閱、參考諮詢、館際合作、資訊搜尋及資源利用指導等利於教學、研究及學
習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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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積極徵集電子書、電子期刊等數位化資源，同時完成多項館藏數

位化計畫，以滿足校內教職員生的研究與學習需求。截至2018年底，館藏量已逾810萬冊/種，是目前國內館藏
資料量最豐富的大學圖書館。

2018年2月本館進行組織調整，整併書目服務組與館藏徵集組為採訪編目組，新成立研究支援組，醫學院圖書
分館亦更名為醫學圖書館。本館組織如下一覽：

館長
館長室

副館長

讀者服務部門及分館
閱覽組

典藏服務組

學科服務組

特藏組

推廣服務組

社會科學
資源服務組

醫學圖書館

校史館營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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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委員會
研究與技術服務部門

採訪編目組

研究支援組

系統資訊組

行政組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2018.12現況

Spotlight

參

重要工作成果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上線
臺大圖書館自1993年第一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TULIPS導入之後，原系統架構使用近25年，雖然經歷數
次系統升級，面臨當前支援讀者服務與館員作業需求已顯現不足，考量維護成本與相關服務開發彈性，

並經長時間討論與評估下，2018年正式開始進行轉換圖書自動化系統工作，同年10月11日雲端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System for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簡稱SLIM）上線。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是透過雲端服務架構與新服務介面，改善圖書館各服務的作業流程，有效管理實
體與電子館藏，加強系統與資源整合，在讀者檢索端可整合查詢圖書館的資源，不論是實體圖書或電子
期刊的單篇文章，都可透過同一平臺查詢取得檢索結果。

雲端系統架構在維護與系統更新上可提昇資訊安全與資料備援，強化與其他圖書館資源共享的機制與流
程，分享雲端資料庫共有的採購或書目紀錄，有助圖書館採購與編目流程加速與簡化。

開放式系統架構能便利相關介接服務開發，例如：本校師生員工可透過計中網路服務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進行預約、續借等服務，無需另外申請新的帳號密碼。

藉著這項新世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啟用後，圖書館本著服務讀者的熱忱，將持續努力開發與改善服務功
能，提供更便捷的資訊服務。

▲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首頁

▲

全域檢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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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工作成果

自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正式啟用
臺大圖書館為支援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積極蒐集組織各類型學術資料，館藏量因此急速成長，現有
空間已經不敷使用。經過多年的研議，並獲得學校支持，本館在綜合教學館興建計畫中使用地下二樓

至地下四樓立體空間，建置國內首座自動化書庫（Automated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簡稱
ASRS）。

圖書館自2014年執行設備採購，配合主體建物興建工程進度，2017年設備進場施工，2018年竣工，本館

並在綜合教學館一樓設立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經2018年10月30日舉行啟用儀式後，正式對外提供服務。
自動化書庫不僅能為本館增加至少120萬冊以上的高密度典藏空間，改善館藏架位不足問題；透過自動
倉儲系統控制，更可望發揮管理效能，節省時間人力成本，提供師生便利且優質的服務。

▲

自動化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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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維代理校長於啟用典禮致詞

▲

啟用典禮時，現場展示自動化書庫出入庫流程

▲

館員為訪賓解說自動化書庫的運作方式

重要工作成果

「歷代寶案」入選「2018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臺大圖書館以「歷代寶案」參與文化部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徵選，經過書面審查與委員現場勘查，於
2017年底與其他8項文獻資料公告獲選，並於2018年4月參加成果發表會及特展活動。

「歷代寶案」是琉球的首里王府將十五至十六世紀間，琉球與中國以及其週邊國家的外交古文書加以編輯
而成，其原稿涵蓋的年代自1424年至1867年，前後計444年。臺大圖書館所存之「歷代寶案」為1940年代在

琉球抄寫而成，後來「歷代寶案」原件因地震與戰爭之故，已近全部損毀，現存於世的「歷代寶案」各種晒

藍本與手抄副本中，本館所藏是最為完整、最接近原件原貌的一部，深具世界性與珍稀性的價值。

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計畫是以「真實性、獨特性、世界性、稀有性、完整性、威脅性」為評選基準，
本館特藏資料此次入選，也代表該文獻的重要性又多了一項肯定。

▲

歷代寶案全貌

▲

歷代寶案

主辦「2018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由臺大圖書館擔任召集館的「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自成立迄2018年已為第12年，為使成員館瞭

解OCLC與國際圖書資訊界之發展趨勢及聯盟執行成效，並促進圖書館間的經驗交流，12月7日於本館國
際會議廳舉辦會員大會。

本次會員大會共計67個單位139人次與會，會中例行的聯盟執行成果報告、會員提案討論及表揚儀式

外，並邀請OCLC亞太服務部蔡淑恩主任、中研院史語所陳淑君助研究員及本館李惠玲館員，分別以
「翻轉始於分享：OCLC與圖書館創新服務同行」、「資料網世界的資訊與知識組織：挑戰與轉型」與

「臺大圖書館RDA中文編目作業實務」為題，分享實務經驗與新知；上午則規劃會前活動，參觀本館甫
落成啟用的自動化書庫。

會議圓滿落幕，藉由聯盟會員大會促進圖書館交流，拓展同道視野，也凝聚聯盟營運能量，期待聯盟永
續經營。

▲

由左至右：OCLC亞太服務部蔡淑恩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淑君助研究員、臺大圖書館採訪編目組李惠玲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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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工作成果

圖書館遷館20週年系列活動
2018年適逢臺大創校90週年，也是圖書館遷館20週年，圖書館策畫多
項活動迎接雙重慶典的來臨，也聚焦於圖書館遷館20週年主軸，發行專

刊、拍攝紀錄影片、辦理圖書館閉館後音樂會等精彩活動。值此同時，更
就「遷館20週年」設計專屬活動logo，於2018年6月19日本館480次工作

會報上決議通過，其設計元素結合圖書館建築特色與20周年之意義，串
聯起圖書館策畫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

一

「遷館20週年」專屬系列活動logo

▲

發行《典藏．韶光—臺大圖書館遷館20週年專刊》

由本館同仁組成編輯小組，於2018年5月19日召開第1次主編會議，經

過後續密集討論、訪談撰稿，從「中心價值」、「館員心事」、「讀

者迴響」、「館藏加值」與「願景展望」5大篇章分別闡述圖書館的過

去、現在、未來，於11月14日出版發行，讓關心本館的校友、師長、同
學、同仁能夠由時間的縱深與空間的寬廣，更深入地認識本館，並攜
手迎接圖書館的變革與挑戰。

▲

典藏．韶光—臺大圖書館遷館20週年專刊
http://web.lib.ntu.edu.tw/Publication/pdf/ntulib20th.pdf

二

製作遷館20週年紀念影片與歷任館長訪談影片
20年來，端賴歷任館長無私、

有遠見地帶領同仁積極迎向每
個挑戰，致力提升館藏資源與

專業服務品質，本館方有今日
發展，因此特別邀訪歷任館長

拍攝紀錄短片，讓更多人參與

圖書館的發展史，並將遷館至

今的點滴畫面製作成遷館20週

年紀念影片於2018年11月15日
創校90年校慶當天首播，邀請
讀者與我們一同向美好的過去
致敬、樂觀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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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圖書館遷館20週年紀念影片 https://youtu.be/eX0Wuaf7G1E

重要工作成果

三

閉館後的音樂會

2018年11月11日圖書館利用閉館時段的閱覽廳安排辦理「閉館後的音樂會」。音樂會以爵士鋼琴三重奏

進行，演出的音樂家為爵士鋼琴家許郁瑛小姐、低音提琴手徐梵先生以及鼓手林偉中先生。此次音樂會
不僅重新界定大眾對學術圖書館的既定印象，也帶給與會朋友一場伴隨書香的美好聽覺饗宴。音樂會結
束後，郭大維代理校長、陳光華館長、師長們也特別至表演者的休息室表達感謝，留下美麗的大合照。

▲

▲

閉館後的音樂會

▲

爵士鋼琴三重奏

演出結束後貴賓與表演者合影。左起：郭代理校長
夫人、徐梵（低音提琴）、林偉中（鼓）、許郁瑛
（鋼琴）、郭大維代理校長、陳光華館長、蘇國
賢教授、吳玉芳秘書

除圖書館遷館20週年系列活動之外，也配合學校籌辦創校90週年校慶，策畫下列活動做為本校校慶活動
一環，詳細內容請見後續篇章介紹。
活動名稱

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文化的再發現特展
舊情綿綿：寶島歌謠大師葉俊麟文物特展
圖書館自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啟用儀式
閉館後的音樂會

出類拔粋：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年
從帝大到臺大創校特展
臺大百年校慶時空膠囊

日期
2018.3.8-5.5
2018.9.20-11.11
2018.10.30
2018.11.11
2018.11.15-2019.9.30
2018.11.15-11.30

場地

圖書館日然廳
圖書館日然廳

綜合教學館自動化
書庫服務中心
圖書館一樓中廳
校史館川流廳
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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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閱覽服務
一

修正閱覽服務相關規則

圖書館於2018年陸續修正《校內期刊代印收費

三

2018年3月起，總圖自習室調整座位，A區為筆電
使用區，共計390位席次，B區為安靜閱讀區，共

服務要點》、《討論室借用要點》、《借閱規

則》、《校友閱覽暨借書辦法》及《讀者違規處

計432位席次。無障礙座位於A區2席、B區1席。透

趨勢及讀者需求，並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修正

域，以滿足讀者閱覽之需求。

過調整，部分座位新安裝插座，擴大使用筆電區

理辦法》等閱覽服務相關規則，期能符合現況、
項目包含調整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借閱冊數為80
冊、預約冊數統一調整為30冊、續借調整為最長
借閱期限內不限續借次數、提高三校一卡通用借

二

重新區劃總圖自習室，擴大筆電使用區域

四

規劃及調整閱覽服務作業流程

2018年10月11日起，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SLIM)

閱冊數為10冊，並開放續借等。

上線，並與校內學生資料、人事教職員資料、研

介接本校畢業暨休學離校審核系統

接，當教職員工生個人資料異動，即可於圖書館

發處聘僱研究人員資料及全校卡務資料進行介

2018年2月起，圖書館系統與本校畢業暨休學離

系統自動更新，簡化師生於圖書館資料建立流

畢業或休學離校圖書清查，系統立即自動進行

中網路服務帳號資料介接，師生透過計中帳號密

提升服務效率。2018年約有8,400位同學，透過

進行線上續借、預約及個人資料更新等服務，大

校審核系統進行介接，同學只要透過線上申請
審核個人借閱紀錄，縮短人工審查時間，大幅
系統介接自動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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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可確保資料更新正確性。新系統同時與計

碼即可登入圖書館系統查詢個人借閱紀錄，並可

幅提升便利性。

讀者服務

五

優化徐州路閉架書庫調閱服務

為便利讀者使用徐州路閉架書庫的藏書，2018年
11月起將4萬冊西文書移入自動化書庫，後續進行
書況整理，已於2019年1月搬遷完成。

七

醫圖視聽資料公播版外借服務更便利

六

社科圖調整影印機相關服務

因應時代變遷，紙本影印需求大量減縮，社科圖
之全錄公司駐點服務櫃臺於2018年10月31日撤
離，並減少4台影印機，改由自動販賣機提供售卡

服務，重新規劃讀者區影印機之設置地點及擬訂
相關流通櫃臺作業流程。

為提昇醫學校區教職員工外借公播版視聽資料之
便利性，醫學圖書館自2018年10月11日起比照總

圖書館多媒體服務中心運作方式，直接以系統方
式借還，不需手寫填單，大幅節省辦理借還的時
間。
八

醫圖「推」著走小確幸

生醫領域之書籍多數極為厚重，為解決醫學校區
讀者借書量多時搬運不便之困擾，醫學圖書館試
辦「小書車外借服務」，醫學校區讀者借書後至

▲

走入歷史的醫圖公播版視聽紙本借閱單

▲

醫學圖書館試辦小書車外借服務

▲

改版後的醫學圖書館「時事網路資源」網頁

醫圖流通櫃臺抵押入館證件，即可外借小書車，
把已借閱圖書「推」著走，輕鬆又省力。
九

煥然一新的醫圖「時事網路資源」專區

醫學圖書館之「時事網路資源」網頁專區，是為
配合醫療時事發展，主動蒐集網路相關參考資

源，原以條列方式呈現時事主題，自2018年4月
起，改以彩色圖像搭配文字的編排方式，並增加
館藏「視聽資料與電子書」的部分，期能協助研
究人員掌握最新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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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空間服務
一

總圖討論室開放線上登記借用

2018年3月起，校內教職員工生可隨時隨地以計

館際合作服務
一

獲106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
第一名

2018年5月31日於新北市立圖書館舉行中華圖書

中帳密登入，於線上登記借用討論室。凡登記成

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功，系統會自動寄送Email通知，並於借用前一

本館獲頒「106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

日會再另外發送提醒通知。讀者於預約時間到流

十名大專校院圖書館」第一名。

通櫃臺報到並領取鑰匙即可，有效簡化櫃臺人員

處理登記借用之流程。2018年總圖討論室使用
人數達13,343人，相較於去年度7,124人，成長了
87%，大幅提升討論室使用率。
二

新增討論區交流空間

原於總圖地下一樓的第一學習開放空間，由教學

發展中心返還圖書館管理。2018年9月10日重新開

▲

放，延續現有的空間服務及設施，提供本校師生

自由討論、輕鬆交談，增進師生在課餘的學習交
流。不論是一對一進行課業討論、自習、讀書會

等，皆能在討論區自行交流，亦讓總圖的共學空

二

本館獲頒館際合作績效卓越獎

配合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功能
升級，改善館際合作服務

新版NDDS系統於2018年進行兩階段上線。第一

間有更多重選擇，提供自主多元學習之環境。

階段於9月1日正式上線，包括夾檔上傳與雲端
列印功能、統計查詢呈現方式與範例提供等。

11月27日為第二階段上線，新增館對館電子文
獻傳送機制，包括：電子檔案上傳、雲端列印
等功能。期能提升新版NDDS系統服務效率，同
時改善圖書館館合服務作業流程。
三

▲

討論區交流空間

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務

為增進本校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三校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交流，2018年

本校計有2,087位師生申請「三校借書一卡通用
服務」，臺師大及臺科大合計3,207人向臺大申
請，三校師生可持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至合作
館借閱圖書或進行閱覽服務。

12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讀者服務

典藏服務
一

進行參考工具書使用調查

為瞭解總圖書館人社/科技參考工具書使用情

五

形，據以規劃日後空間改造架位，於2017年11

心，自2018年10月30日正式啟用。圖書館持續

內使用調查。

加強新書處理與展示服務

為降低因頻繁使用導致的耗損，讓每位讀者拿到

的書亮麗如新，圖書館在評估館藏維護效益後，
持續為新進圖書加裝書套。此外，總圖書館二樓
新書展示區的擺設與陳列也用心改造，成功吸引
讀者駐足，廣受讀者好評。

圖書館在綜合教學館地下二至四樓建置全臺首

座自動化書庫，並於一樓設立自動化書庫服務中

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間進行參考書館藏館

二

「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正式啟用

進行館藏搬遷，截至2018年底已完成18萬冊圖
書的入庫作業。
六

整理館藏調整典藏架位

隨著自動化書庫正式啟用，並配合館舍未來空
間規劃調整，持續進行擬入庫館藏的前置整理

作業，包括盤點與除塵除霉、回溯建檔與紀錄修
正、補貼條碼與視書況評估加裝保護袋等，並後

續調整架位安排，以改善讀者瀏覽書架感受，提
供更為優質的閱讀環境。

▲

三

二樓新書展示區

總圖書館B1「博碩士論文專室」服務異動

為提升空間資源的使用效益，總圖書館自2018
年9月起關閉博碩士論文專室。原典藏於該室之

本校博碩士論文，已全數搬遷至綜合教學館的自
動化書庫，持續為讀者提供閱覽服務。

四

增設閉架書庫並改善典藏環境

▲

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

除研圖、舊總圖、水源閉架書庫、徐州閉架書
庫之外，因應博碩士論文專室關閉，自2018年9

月起，總圖書館B1專藏文庫、B1閉架書庫納入

調閱服務範圍。此外，為改善研圖閉架書庫的

典藏環境，加裝通風扇定時與感應設計，以達
空氣對流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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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學科與參考服務
一

推出臺大學術典藏 (NTU Scholars)，匯集本
校學術能量

為使本校教師豐碩的研究成果能永久珍藏並推向國
際，圖書館於2018年9月整合本校機構典藏(NTUR)

與學術庫 (Academic Hub) 二平臺為臺大學術典藏

（NTU Scholars，https://scholars.lib.ntu.edu.tw/

），使本校教師可利用計中帳號登入管理學術成

果。透過研究簡歷、研究成果之資料連結，除匯聚
本校學術能量、永久典藏外，更能加值呈現學術合

▲

臺大學術典藏匯集本校學術能量、促進交流合作

▲

2018年邀請生命科學系蔡政修老師為參考服務部落格撰文

▲

常問問題網站

作之網絡及趨勢。
二

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建立優質知識支
援服務

圖書館自2010年起建置「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

tul.blog.ntu.edu.tw/ )，目前已累計達779則文章，
2018年造訪人次逾48萬 (較2017年成長17%)、點擊

次數逾77萬 (較2017年成長19%)。部落格文章結合

本館資源與服務、熱門時事，配合2018年10月啟用
之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SLIM），撰寫專題系列

文章以協助讀者快速認識新系統；除本館館員外，

另邀請校內外不同領域人士撰稿，例如：本校生命
科學系蔡政修老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學生等，以
拓展文章主題的多元面向。並透過本館Facebook粉

絲專頁、館訊、發送Email等管道宣傳，為臺灣學
三

術圖書館領域重要之知識服務專業部落格。

更新「常問問題網站」，為讀者指點迷津

為方便讀者獲知圖書館資源使用與服務相關之常

問問題與解答，圖書館於2015年建置「常問問題網

站」（http://web.lib.ntu.edu.tw/question/ ），以期
簡化讀者對圖書館問答之相關服務流程，幫助讀者
快速於線上得到解答。2018年造訪人次逾14萬（較

2017年成長18%）、點擊次數逾27萬（較2017年成長

19%）。2018年底全面更新與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SLIM）、借閱規則相關之條目，以便讀者尋找圖書
館正確的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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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四

提供專屬的個人化深度諮詢服務

針對有參考諮詢需求的讀者，一般性問題諮詢，可

研究支援服務
一

透過臨櫃、電話、Email、讀者意見箱系統等方式

究工作。藉由數據分析、書目探勘等方法，

複雜的參考問題或較進階的資源使用指引等深度

利用大型引文資料庫，如Web of Science及

資訊需求，自行線上預約可到館時間，透過一對一

SCOPUS等，分別從學術單位或研究領域角度

的服務方式，獲得專業的參考資訊服務。

協助系所執行「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圖書計畫」

安排專責學科館員持續協助2018年尚在執行中的
8項計畫，並配合計畫要求，協助提報科技部計畫
經費所採購圖書之借閱次數、館際合作次數等統

計資料，總計自2006年起本校所執行117項圖書計
畫，採購圖書之借閱次數已逾39萬次。

六

參與學院圖書委員會，強化互動交流關係

學科館員於2018年參與文學院、工學院、以及生命

科學院等圖書委員會議，除傳達圖書館最新資源與

服務、報告書刊購置經費相關事宜外，透過面對面

交流聆聽各項建議與意見，強化圖書館與學院系所
教師間之溝通與聯繫。

七

醫圖引進優質醫學電子資源，支援研究與
學術論文發表

醫學圖書館主動引進各種新式醫學電子資源，提供

醫學校區同仁試用，並評估使用心得及需求後向醫

院提出訂購申請。2018年共引進Grant's Dissection
Videos大體解剖實驗室教學影片資料庫、OMMBID

遺傳學領域線上資料庫及Read by QxMD醫學期刊

本館於2018年2月創國內大學圖書館之先，設
置「研究支援組」專責支援校內教師學術研

外，另提供「與館員有約」深度諮詢服務。讀者較

五

設立研究支援組

出發，進行資訊分析及研究情報（Research
Intelligence）的蒐集。
二

新創研究DNA服務

2018年11月起，新創客製化的領域網絡分析服

務（Domain Network Analysis Service，簡稱

DNA服務），教師或系所透過線上表單，填寫研
究領域的關鍵字，即可提出申請。圖書館協助將

書目計量學中的文獻共同關鍵字（Co-Word）、

共著（Co-Authorship）、共引（Co-Citation）
及書目耦合（Bibliographic Coupling）等引文
網絡關係，透過視覺化圖形具體呈現，除了領

域內研究主題發展的歷史及現況一覽無遺之

外，也可輕鬆辨識研究典範分布、發掘潛在

的合作對象，並探索新興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對於學術單位而言，亦可概觀其學術
產出的聚焦熱點，分析機構合作與國際合作走

向，做為未來重點發展方向的客觀參考指標，
進而提升機構之整體學術研究力。

2018年共計完成6份研究領域分析報告及公衛
學院、流預所、經濟系、社會系等4份系所研
究領域分析報告。

專題選粹APP三種新資源，期能支援醫學校區讀者

之研究與學術論文發表。

▲

客製化的領域網絡分析服務(Domain Network Analysi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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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三

讀者服務

多媒體服務

醫圖研究力系統功能再升級

為能更快速與精確地支援醫學校區各種研究計

一

畫、教學活動、學術評比等，並符合各單位需

人推薦、網路電視、活動實錄與數位化專案成果

級，納入學科領域及5年影響指數相關部分，節

等服務，圖書館也持續增加專題演講相關影片及

省人工處理、整併報表的時間，提升醫學校區研

MOD版授權影片內容，提供讀者優質的線上影

究力小組之工作效率，更期望所提供之研究力分
之強弱，並作為未來擬訂研究發展方向指標之參

考。2018年醫圖共編製了779份報表，分別為醫

「影音@Online」網站支援跨載具與跨系統的使
用介面，提供教師指定教材、精彩館藏預覽、達

求，醫學圖書館研究力系統功能於2018年再升

析報告能協助醫學校區各單位瞭解學術研究質量

豐富影音＠Online服務內容

音服務。
二

館藏推介服務

1. 主題館藏推介服務

為吸引讀者善加利用圖書館館藏，製作主題館

院237份（佔30％）、醫學院341份（佔44％）

藏選介，以圖書館「影音Focus」為平臺，向讀

及公衛學院201份（佔26％）。

者推薦新進館藏、主題館藏、館藏評析與心得
分享，並透過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以「新片快

報」、「館藏報報」等專欄方式宣傳，增加館藏
曝光度。

2.影音排行榜服務

藉由多媒體服務中心讀者借閱館藏次數，統計熱

門影音排行榜，提供讀者借閱影音館藏之參考。
包括於「影音Focus」網站提供每月借閱排行
榜，並於館訊提供年度熱門影片排行榜。

▲

2018年醫圖研究力分析服務提供母機構（醫學院、
公衛學院、臺大醫院）之報表比例。

三

有線電視服務升級為MOD公播頻道服務

因應HD高畫質時代來臨，圖書館有線電視服務於

2018年升級為MOD公播頻道服務，提供66個富教

育意義及新聞性之電視頻道及公播版隨選影片，
涵蓋音樂、體育、知識、綜合、戲劇、新聞、電

影、外語等主題，提供讀者更多元的節目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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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公播頻道服務

讀者服務

資訊服務
一

4. 更新網站資料

轉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包括圖書館網站、影音＠OnLine、影音Focus、

2018年10月11日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數位學習網、常問問題、期刊捐款芳名錄等各

（SLIM）上線。該系統是透過雲端服務架構與

類網站內容。

新服務介面，改善圖書館各服務的作業流程，
有效管理實體與電子館藏，加強系統與資源整
合，在讀者檢索端可整合查詢圖書館的資源，
不論是實體圖書或電子期刊的單篇文章，都可
在同一平臺查詢到。

雲端系統架構除了在維護與系統更新上提昇了

資訊基礎建設

圖書館竭力更新資訊技術，於2018年更新改善
硬體及軟體的資訊基礎建設，以提供良好的資
訊使用環境，鞏固資訊安全防備：

資訊安全與資料備援機制，也強化與其他圖書

1. 硬體基礎建設

有的採購或書目紀錄，有助圖書館採購與編目

分區規劃設置資訊箱，依照國際化標準進行結

館資源共享的機制與流程，分享雲端資料庫共
流程加速與簡化。
二

三

讀者服務系統

圖書館致力於發展各項e化業務系統，維護系統

運作。2018年為配合導入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SLIM）及自動化書庫營運，進行多項系統
整合介接以為加強讀者服務效率，及減少紙本
作業流程。

1. SLIM與自動化書庫系統介接

使雙方系統得以進行書目資料傳送與館藏管
理，協助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順利運行。

(1) 重新佈建實體網路

構化佈線工程，改善行政區域網路品質。
(2) 汰換老舊伺服器，建置虛擬化主機

汰換超過有效年限之設備，並移轉為虛擬伺服
器，降低機房耗電、善用虛擬化平臺效益。
(3) 增設儲存及電力備援設備

因應巨量資料所需的儲存空間，增設儲存設
備，並具備整合至現有基礎架構同時可擴充新
基礎架構的功能；增設電力備援設備，穩定各
區域資訊箱網路電力，避免網路設備遭異常斷
電損毀。

(4) 擴充備份平臺

2. 建置讀者資料庫

自2017年導入新一代重複資料刪除備份系統之

式，更新「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讀者資

2018年擴充備份硬體平臺，目前已將虛擬平臺

透過讀者資料匯入系統、讀者記錄轉檔介接程
訊，並同時建立讀者資料庫，使資料管理保持
即時性。

3. 整合各項業務系統與SLIM之介接

包括賠書系統、代借系統、讀者薦購系統、三

校館際合作證件查詢系統、三校讀者轉檔程
式、尋書系統、專題書目、每日新書及熱門新

後，資料儲存安全性提高，有鑑於效益頗彰，於

皆納入備份，近90台虛擬機，及多台重要實體

伺服器，涵蓋各式系統及資料庫，以差異性備份

速度完成全備份，大幅縮短備份時間並減少網路
使用量，其備份技術更可有效節省備份儲存空

間，降低備份空間硬體設備成本。

書目錄、視聽 (館藏) 借閱排行系統、指定參考
書系統、書目問題回報、畢業離校查核、調閱
申請、開發忘記密碼重設機制及圖書館單一入
口跳轉平臺 (SSO) 等多項介接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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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2. 軟體資訊建設

4. 失物招領系統

圖書館於2017年導入入侵防禦系統(Intrusion

32,365瀏覽量。

(1) 維護網路入侵防禦設備

Prevention System，縮寫為IPS）)，控管網路
及資料傳輸行為，持續維護其功能，能即時中
斷、調整或隔離不正常及具有傷害性的網路資
料傳輸行為。

(2) 建置網路監測軟體

採用受到全球網管人員的信賴與肯定的網路監
控軟體，可即時監控硬體、服務、網路、頻寬
等網路狀態，並即時以Email、簡訊、推播通知

等方式警示設備問題，提高網路安全並減少管
理人員負擔。

(3) 導入網頁應用程式安全防禦軟體

為因應應用服務網路化趨勢，避免許多個人化
資訊暴露在各種新型安全漏洞與攻擊威脅，圖

書館於2018年導入先進的Web應用程式防火
牆，阻擋駭客與特定攻擊，確保應用服務穩定
運作。
四

圖書館網站瀏覽統計

延續新版圖書館網站的設計，圖書館持續維護
更新網站各項功能，例如熱門新進館藏資源擴
增視聽影音資料，讓讀者快速得知熱門資源。

圖書館網站2018年有3,080,991瀏覽量，平均造
訪停留時間1分41秒。

此外也持續開發及維護相關子網站如下：
1. 考古題網站

2018年期間共1,853,671次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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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期間
共49,978次瀏覽量。
3. 電子書清單網站

提供讀者查詢圖書館所購買之電子書平臺，以
及記錄各平臺規範和電子書清單，並提供資源
查詢，2018年期間共98,464次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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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讀者尋找遺失物之網站，2018年期間共計
5. 數位典藏歷年課程表網站

紙本課表可視為見證本校課程演變及查詢教師
授課資訊的重要資料，因此與教務處、總務處

合作建置數位典藏與查詢平臺，2018年期間共
計18,626次瀏覽量。
6. 常問問題網站

提供熱門問題排行榜、最新問題排行榜、問題

分類等功能，協助讀者於線上可得到問題解
答，2018年期間共計261,665次瀏覽量。
7. 活動報名系統

簡化報名流程，增加系統自動通知功能、報名
資料管理與統計功能，使報名與管理工作更為
便捷。

8. 期刊捐款芳名錄

為各界校友挹注資金以發展本館館及事業，特
別設置網站名列芳名以表達謝意。
9. 圖書館館訊網站

保存歷年圖書館館訊內容，提供查詢功能，
2018年期間共計13,367次瀏覽量。
10.問題回報系統

提供讀者於線上回報網路故障問題、館內讀者單

位回報各項業務系統操作問題，不僅簡化問題排

除流程、並記錄解決問題方法，亦可作為技術人

員知識庫，2018年期間登錄約780筆報修及新增

需求案件。

11.紀念品管理系統

提供業務單位管理紀念品庫存進出紀錄，管理

近150種類紀念品項目，有效控管庫存及進出
數。

12.開放期刊系統

利用開放程式碼提供本校圖資系管理《圖書資
訊學刊》，減少審稿者及投稿者紙本審查往返
流程。

讀者服務
五

跨館整合查詢系統MetaCat+

即時跨館整合查詢系統MetaCat+提供更即時
快速的書目查詢功能，同時優化介面設計，可

查詢80所圖書館的館藏目錄，涵蓋國家圖書
館、大專院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

館等。MetaCat+提供整合的檢索結果可知哪些
圖書館有館藏，更可連回原圖書館檢視借閱狀
態。

MetaCat+預設即時查詢全部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點選「機構單位篩選」則可以檢視各圖書館的查

詢筆數，也可以先勾選欲查詢的圖書館再作查
詢。MetaCat+仍不斷精益求精，受到其他圖書館

與讀者的認可，加入被查詢圖書館數量也持續增
加，2018年期間共250,177次瀏覽量。

▲

六

圖書館APP

圖書館於2016年推出自行開發的新版「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APP」，有iOS與Android兩個版

本可供下載，截至2018年底iOS版本累計被下載
7,313次，Android有3,830次。

因應2018年度圖書館轉置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iOS與Android兩個APP版本配合大幅修改相關功

能，包含查詢功能改寫、讀者專區重新介接、

熱門新書及熱門影音資料等功能修改。APP提供
圖書館各項行動應用服務，讀者藉由行動裝置
得以便利使用圖書館的各項服務與資源。除了
圖書館之最新消息、書目查詢，以及讀者個人
續借、預約等服務之外，亦可於行動裝置上瀏
覽精彩影評與經典音樂試聽等等多媒體內容。

MetaCat+網站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APP（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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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s

伍

7%

館藏資源

* 含視聽資料、微縮資料（片、捲）、地圖等

1%

電子書 (冊)

本館館藏量至2018年底
已逾

非書資料（件）

810 萬冊（種），

39%

期刊（含電子期刊）/
報紙 / 資料庫（種）

圖書資料 (冊)

53%

各館藏類型分布如右：

徵集專案
一

科技部人文司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圖書計畫藏書

科技部人文司於2006年至2010年、2013年至

2017年間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畫」，本校在圖書館及各學院合作下，十年共
獲補助117項計畫，購置圖書逾35萬冊。
二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本館自2008年加入聯盟，擔任推動小組成員，
負責電子書徵集工作；該聯盟迄今已購入逾16.5
萬冊電子書，供90餘所會員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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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與特殊徵集

1. 臺文所柯慶明教授轉贈中文系校友鄭清茂教授手
稿資料39件。

2. 丁貞婉教授贈送陳其茂先生1950年至1966年間
所印製之木口版畫56幅，累積畫作資料總計890
幅。

3. 臺文所柯慶明教授贈送手稿資料一批。

4. 桂文亞女士贈送插畫原件63頁，累積手稿資料總
計6,700頁。

館藏資源

編目專案
一

舊籍回溯

配合自動化書庫入庫時程與館藏整理進度，進行

六

回溯編目工作，包含擬遷入自動化書庫之中西文

本計畫由教育部支持，協助臺灣地區圖書館加

圖書約4,000冊、醫圖UDC資料舊籍1,427冊。
二

入OCLC管理成員館，以提升編目效率、推動
中文書目國際化，並提高臺灣出版成果之能見

大批贈書編目作業

度。本館擔任「臺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聯

2018年度完成杜聰明基金會贈送圖書5,840冊及

盟」召集館，負責執行計畫相關事宜，已順利

期刊117種2,505冊。
三

大批電子書轉檔編目

為便利全校師生使用，本館持續進行中西文電

完成2018年計畫之各項工作。
七

子書編目作業，計有HyRead中文電子書1,318

文及出版品）上傳至全球性書目資料庫OCLC

Scholarship Online西文電子書4,093筆、

WorldCat中，藉以推動臺灣地區圖書館與國際

SpringerLink西文電子書4,667筆。

(NBINet)」，將本館編目成果分享予合作圖書
館，計轉入中文書目紀錄16,454筆，西文書目紀
錄9,662筆。
五

間書目交換，與國內外各圖書館書目資訊共建

共享。2018年共計上傳本館原始編目紀錄7,813

參與國家圖書館書目中心「全國圖書資訊
網路系統 (NBINet) 」

上傳本館書目至「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

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中文名稱權威參
考資料庫計畫」

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中文名稱權威參考資料

上傳本館編目成果至OCLC，增加書目曝
光度

將本館原始編目之中西文書目成果（含本校論

筆、iRead eBook華藝電子書922筆、Oxford

四

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OCLC管理成員
館」2018年計畫

筆，更新館藏資訊 (Update Holding) 19,764
筆。
八

參與國內編目專業社群或工作小組，促進
編目專業之交流

參與國內編目專業社群或工作小組之編目規範
討論，包括書目中心召集之權威合作工作小組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設置之分編委員會等，
以促進館際間編目專業之交流。

庫計畫」，共同建立中文人名權威標目，提供國
內圖書館參考使用，2018年共提供權威檔2,18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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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ation

陸

數位典藏

自有館藏數位化
一 進行珍貴舊藏檔案數位化工作，2018年共完成

中文善本書與舊籍手稿檔案61,000個影幅。

二 進行珍貴舊籍數位化，並積極推廣利用，2018

年共新增3個資料庫，供讀者使用。
1.日治時期永代借地權史料

淡水地政事務所自1905年即成立，前身為臺灣
地方法院淡水出張所，不僅辦理各項土地登記
業務，亦保存許多有價值的地政檔案及文物，
其中最特別、擁有百年歷史的即為「永代借地
權」史料，為與民眾共享並支持相關研究，特
將本資料數位檔，內容包含芝蘭三堡「永代借
地登記簿」、「永代借地建物登記簿」及「永
代借地建物平面圖」三種，贈送本館建置數位

典藏。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256筆，256個
影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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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中文庫

田中文庫為田中長三郎教授（1885-1976）之私
人藏書。田中教授為著名的果樹園藝專家，曾
任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園藝學教授兼附屬圖
書館第一任館長，專攻柑橘研究，並創立《柑
橘研究》、《熱帶園藝》等學術期刊。重要作
品有「溫州蜜柑譜」、「柑橘の研究」、「日

本柑橘圖譜」、「果樹分類學」、「Tanaka's

Cyclopedia of Edible Plants of the World」等。
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53筆，11,983個影幅。
3.文藝列車

《文藝列車》為1953年1月1日於嘉義創刊的
「同人刊物」。發行人兼社長為陳栢卿，主編
則有古之紅、郭良蕙、陳其茂等人。為少數於

1950年代臺灣中南部創刊的文藝雜誌之一。資
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10筆，351個影幅。

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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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為數位保存館藏以推廣提升學術研究及民眾利

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數位化。第一期
（2015年）完成872冊（約21萬8千個影幅），
第二期（2016年）完成707冊（約14萬個影

幅），第三期（2017年）完成2,384冊（約44萬

個影幅），第四期（2018年）完成1,501冊（約

24萬7千個影幅），四期合計完成5,464冊（合
計約104萬5千個影幅），數位化成果皆已上傳

計畫」—「臺大數位典藏資料介接及相關數位

素材擴充完備計畫（I）」，執行本館臺灣相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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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參與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及數位加值應用

特藏資料數位化建置。
三

參與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淡新檔案
之客家研究與數位分析系統建置計畫」，與本

校數位人文中心、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清華
大學客家研究團隊合作執行本館館藏《淡新
檔案》中與客家資源相關詮釋資料及標記之建
置。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Taiwan eBook」。

原生數位化資源
一

臺大機構典藏（NTUR）經驗共享與協助推動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

本校機構典藏系統（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y, NTUR），截至2018年底，計收錄

222,853筆資料，其中85,111筆為全文。基於

吳瑟量、蔡玉紋、邱莉媛、江玉婷、林柏源等
五位同仁發表報告。

「分散建置、整合使用」的精神 ，將NTUR系統

推展至全國各大專院校，並建置整合性的臺灣
學術機構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AIR）入口網站，可共同分享臺灣

各大學院校的學術研究成果。作為國家整體學術

研究成果的累積、展示與利用窗口。截至2018
年底，參與TAIR計畫的學校或學術機構共有139

所，收錄總資料量逾222萬筆，其中全文數量超

▲

2018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演講者。左起：本館系統資訊組吳瑟

量館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林妙樺編審、交
通大學圖書館黃明居副館長、本館陳光華館長、崑山科技大學圖書

過145萬筆。

資訊館陳國泰副館長

為促進眾多新舊參與單位獲取機構典藏新知及經

驗交流，2018年9月21日於總圖書館B1國際會議

廳辦理「2018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研討
會暨NTU Scholars說明會」，會中邀請國立交

通大學圖書館黃明居副館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林妙樺編審、崑山科技大
學圖書資訊館陳國泰副館長蒞臨分享，本館則有

▲

本館系統資訊組同仁擔任NTU Scholars發表會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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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數位典藏

原生數位化資源
二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為配合本校推動強化研發成果及創新研究、提升

至2018年止，系統收錄之本校研究者計有2,678

推出不同平臺以展現臺大及臺大人之學術成果與

資料，而本校產出共計收錄268,940筆資料，其

與展現臺大整體學術競爭力之目的，圖書館相繼
研究能量。為簡化性質重複的系統，節省研究者
維護個人學術成果的人力和時間，讓研究者專注

位、研究產出計241,313筆資料、計畫計9,626件
中65,951筆為全文資料。

進行研發和創新研究，本館於2016年起開始進
行一站式服務平臺之評估，2017年起正式執行

導入，於2018年9月21日正式發表臺大學術典藏
（NTU Scholars）。

臺大學術典藏系統（NTU Scholars）為整合

機構典藏系統（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y, 簡稱NTUR）與臺大學術庫 (NTU
Academic Hub, 簡稱AH）之功能至同一平臺的
整合式系統，結合兩大系統之優點：機構典藏系
統之記錄臺大研究的傳承與發展，與學術庫系統

▲

之展現研究者個人學術履歷。於單一平臺上，可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同時展現臺大及臺大人之學術成果與研究能量，
藉以提高臺大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讓臺
大人更容易與國際接軌。
三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NTU Web Archive System, NTUWAS）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於2006年12月推
出，以完整典藏臺大相關網站為主要任務，逐漸
擴大收藏範圍至政府單位、學術教育及臺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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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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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NTUWAS收集臺大相關、臺灣文化資產

及九合一大選等重要網站，截至2018年，共蒐
集網站數量已達10,950種，網站版本超過38,00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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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Instruction & Promotion

柒

教育與推廣

新進教職員生利用指導活動
一

新生學習入門書院課程：
這個圖書館，我覺得很可以

參與本校2018年8月26日至9月6日舉辦兩梯次

之「新生學習入門書院」活動，以「這個圖書
館，我覺得很可以」為課程主題，課程簡報搭
配圖書館短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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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共計2,387人參與。

二

新生利用指導：
斜槓武士覺醒 Slash Awakens

2018年9月3日至9月28日舉辦跑關遊戲式利用

▲

2018「新生學習入門書院」圖書館課程主題

▲

2018新生利用指導跑關主題

指導活動「斜槓武士覺醒」，以大學生流行的
話題星際大戰及斜槓青年引起學生參加本活動
動機，協助本校新生認識本館服務及各項豐富

資源，本活動總計吸引602人參加，學生普遍表
達活動非常有趣，有助於了解圖書館服務及資
源，並對本年度密集書庫、臺大人文庫、原圖
及闖關印章設計等情境布置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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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三

新進教師圖書館之旅

2018年11月22日及11月28日辦理兩場教師圖書
館之旅，帶領教師實地參觀總圖書館各樓層，
並搭配重要服務利用講習，以協助新進教師快
速掌握本館提供的教學與研究資源，並熟悉圖

書館環境及利用各項服務。活動共計8位教師參
加。
▲

2018年首度開辦職員圖書館之旅

四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2018年11月19日及11月27日舉辦兩場新進研
究生圖書館之旅，除了實地參觀總圖書館，並
安排資源利用講習，以協助研究生認識本館學

習資源並提升研究力。活動共計34位研究生參
加。
五
▲

職員圖書館之旅

2018年12月6日首次以校內職員為主，開辦圖書
館之旅，讓校內職員更認識圖書館，鼓勵使用

Know your library新進國際生圖書館之旅上課情況

館藏資源，內容包含實地參觀總圖書館與資源
利用講習，活動共計27位職員參加。
六

Know your library
新進國際生圖書館之旅

2018年12月4日及12月10日舉辦兩場新進際生圖
書館之旅，全程以英語帶領國際生認識圖書館
環境及相關服務，以及圖書館資源介紹課程，
活動共計8位國際生參加。

▲

「研究生迎新」學科館員介紹圖書館資源

七

支援校內單位新生之旅

圖書館積極與校內各單位合作，藉由合辦活動

機會支援校務的推動。2018年配合新學年度校
內相關單位辦理入學及迎新活動，合作場次包
含：研究生協會「研究生迎新」、學務處僑陸
組「陸生相見歡暨入學指南」，以及教學發展
中心與研究生協會舉辦之「研究生新生書院」
等活動，共計383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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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醫圖舉辦醫圖新生之旅

為協助醫學校區新進師生同仁熟悉豐富的資源
與服務，醫圖於2018年9月27、28日舉辦「醫

資源利用課程
一

圖之旅」活動，並於10月23日為物理治療學系

同時提供單一資料庫與主題式資源二種不同類

程以輕鬆有趣的方式進行，透過趣味搶答的遊

型課程，滿足不同的學習需求。2018年共計舉
辦24場講習，659人次參加。

戲介紹各項服務、資源、空間與設備，並以分
境的印象。期望在館員「帶團走透透」的介紹
下，所有參與者皆能成為醫圖達人！
九

醫圖跨部合作辦理講習課程

醫圖與醫學校區各單位合作辦理講習課程，
2018年共辦理5場次，計941人參與。

為強化本校師生運用資源的能力，提升資訊素

養，圖書館每年規劃「HELP講堂」系列課程，

新生加開一場次，共計96位讀者參與。活動全

組小隊的方式進行實地導覽，增進參與者對環

「HELP講堂」系列課程

二

「Master講堂」系列講座

2018年11-12月首次開設「Master講堂」系列講

座，在HELP講堂系列之資源利用指導課程外，
提供師生更進階的資訊需求服務。此次Master

講堂針對高度需求之學術寫作與投稿主題，推

出「Accept！學術投稿這樣投！」講座，邀請本
校城鄉所畢恆達老師、中文系梅家玲老師、圖資

1. 配合醫院需求，提供新進醫師相關訓練

系蔡天怡老師、資工系莊永裕老師、生科系蔡政

提供新進實習醫師課前訓練及新進不分科醫師

20分鐘的選刊資源工具介紹，共計365人參加。

配合醫院教學部訓練需求，於5月29日與8月3日
（PGY）職前訓練，講授「實證醫學文獻檢索課
程」，分享各種實證資料庫的檢索概念與技巧。
2. 與醫學院合作辦理講習，推廣圖書館資源

修老師與校外專家蒞臨分享，每場次搭配館員

「Master講堂」理論與實務兼具、不同學科領域
兼備的講座內容設計，獲得校內師生及校外讀者

的廣大迴響。

與醫學院研發分處、共同教育及教師培訓中心

合作，於9月8日、9月29日及10月6日辦理新
進人員、新進教師及新進主治醫師講習，介紹
館藏、空間、設備與服務等。希望透過跨部合
作，推廣本校豐富館藏資源，支援師生同仁的
教學研究及服務。

▲

醫圖跨部合作辦理講習課程授課

▲

「Master講堂」學術投稿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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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課程理念的系所約課服務

除了每年圖書館主動規劃的HELP講堂課程，圖書

社科圖推出全方位英語學習服務，
促進學生自學能力

五

2018年社科圖與外文系資深教師合作，針對不同需

館也提供便捷的約課服務，可依照師生需求安排客

求的教學對象辦理相關英語學習課程。

製化課程。自2018年起主動設計每次5-10分鐘時間

的小主題式課程選單，主動聯繫系所必修或專題研

1. 菇圖英語樹屋：英語深度諮詢

討等課程教師，可依其課程內容自行選擇適合的組

由外文系退休教授公益指導學生如何善用資源學

約課服務，共計1,903人次參加。

學習困擾，提升學生英語之聽力和讀寫全方位能

合，由學科館員前往教室授課。2018年共有77場次
四

2018.3.13-12.26

好英語，不須預約且免費諮詢，希冀解決學生的
力。

社科圖辦理圖書館利用指導與學術影響力
工作坊

2. 與周老師有約：學術英語諮詢

2018.9.30-12.31

2018年辦理圖書館與資料庫利用指導或教師約課

自2018年9月新學期開始，為協助社科院師生解

辦理「掌握學術研究熱點—VOSviewer 實作」工作

客製化學術英語諮詢服務，不論是個人諮詢或是

講習活動，計有15場、280人次。2018年12月17日

決閱讀或撰寫英語學術論文所遇到的問題，提供

坊，教導如何自WOS和Scopus下載資料，再利用

課程所需，皆可透過線上預約。

VOSViewer 工具進行知識圖譜分析，協助本院教師

3.「菇圖英語講堂」系列活動

及研究助理瞭解書目視覺化工具的應用。

2018.3.29-12.5

經由2017年3月起辦理之「菇圖英語樹屋：英語

深度諮詢」服務所累積經驗，針對學生在學習、
研究及實務上的需求，於2018年規劃6場「菇圖
英語講堂」活動，主題分別為：
3.29

如何用英語做簡報

5.24

如何寫出接軌國際的履歷及求職信

5.17 閱讀英文學術論文的技巧
10.3

移動學習：利用手機自我提升英文實力

11.14 閱讀英文學術論文的技巧
▲

「掌握學術研究熱點—VOSviewer 實作」工作坊授課

▲

「菇圖英語講堂」系列活動之「撰寫學術論文：如何寫英文摘要及文獻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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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度菇圖英語樹屋：英語深度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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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醫圖舉辦各式實體及數位電子資源講習

醫圖每年規劃電子資源系列講習課程，協助醫
學校區的讀者熟悉資源與檢索技巧，支援教

學與研究。2018年將年度新訂資料庫MedOne

Neurosurgery納入課程中；考量醫學校區讀者
使用需求，加開EndNote-MAC版課程；配合

Cochrane Library資料庫改版，特於課程中介紹
新舊平臺的檢索介面與功能特色之差異，期望能
協助讀者克服資料庫改版之不適應。除實體課程

之外亦建置線上課程，提供讀者跨越時間及地域
限制的自主學習環境。

七

醫圖舉辦學術性演講活動

為協助醫學校區師生同仁提升投稿之技巧與能
力、並能深入了解SCI收錄意義和佈局期刊國際

化，醫圖邀請The Lancet 期刊的資深執行編輯與

醫學校區的師生同仁分享與交流。期能藉由此講
座協助本院研究人員精準掌握投稿要訣，讓投稿
過程更加順利，進而提升學術研究之品質與國際

▲

醫圖2018下半年講習課海報

▲

醫圖《The Lancet》 期刊投稿講座現場

影響力。

10.30 「How to avoid common problems in
research and manuscripts」

《The Lancet》 期刊投稿講座

11.20「深入了解SCI收錄意義. 佈局期刊國際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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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網改版與課程更新

圖書館所舉辦之 HELP講堂、Master講堂等利用指
導活動課程，部分場次提供線上直播服務，結束後

將錄影內容及教材上傳至本館數位學習網（https://
elearning.lib.ntu.edu.tw/）及利用指導網頁，方便讀
者取用學習素材。

2018年持續新增學習影片，例如：「 HELP講堂」系

列課程錄影檔20部、「Master講堂」錄影檔3部以及
「PubMed資料庫文獻檢索」影片等30部。

▲

臺大圖書館數位學習網

導覽與參訪
一

總圖書館參訪

因應國際交流日益頻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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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促進雙邊學術或館務經驗交流。圖書館導覽範圍以總圖書
館為主，並依訪賓需求安排特藏導覽、社科圖及自動化書庫參觀、或是相關組室交流事宜。2018年全館
受理校內外導覽申請，國內外訪賓計1,928人次，共進行161場導覽。
2018年至總圖書館參訪國內外學術與文化相關機構團體訪賓如下：
美國

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南加州大學

德國

斐迪南布勞恩研究所（FBH）研究院、柏林自由大學圖書館

法國
日本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越南
蒙古
韓國
臺灣
中國大陸及
港澳地區

皮朋工程學院

立教大學、早稻田大學、九州工業大學、外務省
馬希竇大學

馬拉工藝大學、拉讓師範大學

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理學院圖書館、聖多湯瑪士大學、南棉蘭老島大學、Munparlas Librar y
Association

土木工程學院

蒙古財經大學、蒙古大學圖書館

漢陽大學圖書館、全州大學文獻情報學科、釜山大學漢語教學研究所、首爾國立大學

文化部及所屬博物館、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輔大圖書館、輔大圖資系學會、臺大外文系、臺大圖資

系、政大圖檔所、基隆女中

廣西大學、北京首都醫科大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廈門集美大學、北

京大學、上海圖書館、敦煌學者、理工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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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科圖參訪

社科圖係由名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2018年參

見習與交流
一

接待日本立教大學海外見習活動

2018年8月6日至17日見習期間由圖書館安排兩位

訪及導覽之團體與訪客計有59場，778人，外

立教大學學生至各組熟悉館務，並探索臺灣圖書

國、菲律賓、新加坡、蒙古、德國、澳門，遍

同仁帶領學生實習，前者介紹本館特藏資料庋用

賓來自世界各地，包含中國、日本、香港、泰

館事業發展現況。在館務部分，由特藏與採編兩組

及圖書館業、建築業、設計業等相關領域。

情形，後者則帶領學生了解本館編目方式；另一方

面，安排同學們至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以及國史館參訪，體驗臺灣圖書
館、檔案館建築空間特色、文物典藏風貌等。此

次見習活動另一項重點在於指導學生策畫主題書

展，兩位學生以臺日雙方鐵道發展為主題，出國前

自日本當地購買相關書籍，並自本館館藏選書以撰

寫展板內容進行策展。這些自日本專程攜帶來臺的

書籍亦贈予本館入藏，連同書展做為答謝本館接
▲

三

受見習指導的回禮，成果豐碩。

泰國大學建築系參訪社科圖

醫圖參訪

2018年醫圖正進行一樓形象大廳空間改造工程，
施作期間館舍環境影響訪賓參訪場次，本年僅接

待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館員、臺大護理系之泰國

交換學生、日本立教大學海外實習學生、輔大圖書

資訊學系學生，共計4場訪賓導覽，藉由導覽解說

的方式與參訪者進行交流，並將醫圖的服務理念
傳達給所有外賓，也期待改造完成後的醫圖館舍

能讓外賓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

二

日本立教大學學生自行策展之「日本鐵道主題書展」

訪賓交流

1. 琉球大學赤嶺守教授、豐見山和行教授、沖
繩縣教育廳漢那敬子小姐、那霸市歷史博物
館田口惠小姐等11位學者，於2018年8月來

館調閱琉球資料，以規劃提出第二階段「琉
球關係史料集成」整理與出版計畫。

▲

輔大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參訪醫圖

2. 與名古屋大學池內敏教授合作進行高木家文
書相關日本古文書資料修復與數位化作業。
池內教授和兩位助理在日文系曹景惠老師陪

同下於2018年6月來館了解修裱情形。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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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已於2018年完成修復和影像數位化作業，名古

屋大學圖書館並已將本館提供的影像檔置於「高
木家文書數位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所蔵東高木家文書」項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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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城地教授於3、4、7、8、12等月來館

琉球研究團隊調閱琉球資料

六次進行調查作業，陸續協助整理並撰寫相關書
籍解題。

4. 日本新潟大學鈴木孝庸教授於2018年3月及9月

來館調查資料，進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平家物語音譜本》第二卷編輯事前作業，並協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平家物語音譜本. 第

▲

陳光華館長（右3）與琉球大學赤嶺守教授（右4）及豐見山和行教
授（右2）等琉球團隊研究人員於特藏組合影

一卷：平家物語節附語り本》稿件的翻譯和校對
作業，第一卷已於2018年12月出版。
三

特藏資源借展與推廣

1. 提供多件創校期間相關資料數位檔予本校文書組辦
理90年校慶317檔案特展。

2. 借出「伊能文庫」及「臺灣資料」共24件予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辦理「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
灣」特展（展期：2018.7.24－2019.1.1）。

3. 借出《壺を祀る村：南方臺灣民俗考》一書予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辦理「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
風土描繪」（展期：2018.10.2－2019.6.16）。

4. 提供《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影印本）》全本

數位影像檔予本校總務處文書組辦理「移交傳承-

臺大90週年校慶檔案特展」。

5. 提供潘貫教授手稿資料予化學系辧理本校90週年
校慶之系慶展覽。

6. 借出2 本 西 文 善 本 予 故 宮 博 物院 辦 理「 亞 洲探

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展覽（展期：
2018.12.20－2019.3.10）。

7. 結合時事撰寫「特藏記事」發布至本館Facebook，
以推廣特藏資源。

▲

「特藏記事」專欄文章 刊出洛夫先生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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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
本館每年辦理之推廣活動多元且豐富，總圖書館（含系圖）、社科圖、醫圖依其館藏性質、服務對象，各自發展出不同的
推廣面向，將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透過書展、講座、影展、特展等方式引領至讀者眼前。
一

總圖書館（含系圖）

（一）書展

1.「2017 Openbook好書獎」得獎書展
2018.3.5-3.30

展出由OPENBOOK閱讀誌邀集各界專家評選出
的年度得獎好書，計有「中文創作」、「翻譯作

品」以及「美好生活書」等三大類36冊優質好
書，現場並陳列得獎作品獲選評語，提供讀者更
具深度的欣賞觀點。

2.「書迷同盟Bookaholic Alliance」－
讀者選讀推薦主題書展 2018.4.30-6.3

▲

「2017 Openbook好書獎」

邀請本館高借閱量讀者與高推薦量讀者推薦圖書
並展出，現場同時陳列推薦理由，期望藉由讀者
的分享，讓更多人認識圖書館館藏。

3. 臺大文學獎20週年特展－「文學亮晶晶」
2018.6.7-6.30

2018年適逢臺大文學獎20屆次，中文系循例發起

系列活動，並擴大舉辦「臺大文學獎得獎作家座

談會」，邀請作家學長姐分享創作的心路歷程；

此外亦規劃「文學亮晶晶─臺大文學獎20週年特

▲

「書迷同盟Bookaholic Alliance」-- 讀者選讀推薦主題書展現場

▲

歡迎來到國立臺灣大學Welcome to NTU─新鮮人主題書展

展」，整理20年來得獎名單與作品集，邀請作家親

筆摘錄及分享作品中之佳句，展現文學之美與執
著不懈的創作精神，一溫作家們成長茁壯軌跡。

4. 歡迎來到國立臺灣大學Welcome to NTU─
新鮮人主題書展 2018.9.10-10.9

規劃「臺大的前世與今生」、「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你今天大學生了沒」、「Open your
mind」四大主題，分區展示精選館藏， 希望能
讓大一學生對臺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對未來
的大學生活有所規劃；能夠不虛度四年光陰，一
步一步邁向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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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ankenstein科學怪人兩百年紀念書展暨影展
2018.10.15-11.18

2018年適逢《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問

世200年，這本西方文學中的第一部科學幻想小
說係於1818年初版於日內瓦湖畔，出自瑪麗．
雪萊之手。應臺大外文系、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

Frankenstein科學怪人兩百年紀念書展現場

邀請一同舉辦系列書展與影展，以紀念這部不
朽名作；同時展出與瑪麗．雪萊有關之文學作
品，讓讀者對這部作品的書寫與作者的生平有
更多認識。

6.「大數據 +人工智慧」主題書展 2018.10.15-11.15

因應AI人工智慧浪潮及機器人產業興起，數學系
圖書室舉辦「大數據 +人工智慧」 書展 ，由數
學系資料科學學程暨應數所王偉仲老師精心挑
選大數據、巨量資料、演算法以及人工智慧等
相關主題中英文新書展示。

7.「化學系讀的書，跟你想的不一樣？！」主題書展
2018.10.23-11.02
▲

數學系圖主辦「大數據 +人工智慧」主題書展

化學系圖為推廣化學相關館藏，特舉辦「化學
系讀的書，跟你想的不一樣？！」主題書展。
書展內容以三個概念呈現化學領域閱讀的內涵
以及與圖書館典藏資源的方向。三個概念分別

為：「別人以為化學系讀的書」中文科普圖
書，「化學系實際要讀的書」化學系課程教科
書，「化學系等你來讀的書」教師推薦之專業
領域圖書與學會出版品，讓讀者瞭解化學知識
領域的深湛之處。

8.「2018諾貝爾物理獎」主題書展
2018.11.19-11.30

配合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頒發，物理系
圖書室舉辦「聚焦雷射主題書展」，特別展出
館內得獎者精彩著作，及教師所推薦雷射研究
領域相關館藏，另外也提供得獎者原始論文等
各式電子資源。除了彰顯得獎者的貢獻外，也

▲

化學系圖主辦「化學系讀的書，跟你想的不一樣？！」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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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聖誕禮物交換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
2018.12.12-12.25

Blind Date with a Book（簡稱盲書）連續於

2016、2017年舉辦並大獲好評，因此成為本
館每年例行性活動，館員將精心挑選的推薦書
籍包裝起來，僅提供內容提示語讓讀者隨機借

閱，帶來不同的閱讀驚喜與體驗。2018年盲書
活動化身為聖誕交換禮物派對，請讀者以一句

溫暖祝福，換取一本命定的書，在每日限量30

本的情況下，總計借出425本盲書，現場佈置之
聖誕樹則貼滿344則讀者留下的祝福，當正能量
滿溢，閱讀更顯趣味與溫馨。

（二）影展

1. 午後電影院

2018.3.7-12.26

為推廣圖書館豐富的多媒體資源，每月針對特定
主題選出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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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校內師生之外，亦有許多校外人士踴躍參
與。2018年共播映31部電影。

3月｜奇幻日常｜死期大公開／戀愛夢遊中／
壁花女孩夢遊中／牛奶配送員的魔幻人生

4月｜童年無忌｜這個夏天的秘密／狗臉的歲月／小太陽的願望
5月｜偉大的母親｜東京鐵塔：老媽和我、有時還有老爸／
遲來的守護者／幸福湯屋／非常母親

6月｜勇敢出發｜生命騎士／尋找第三顆星／最酷的一天／
我的鋼鐵老爸

9月｜這就是「人蔘」｜命運的13個交叉口／

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人命派遣經理／我的正妹教練
10月｜不一樣，又怎樣？｜愛回來／鳥籠／

不一樣的婚禮，又怎樣？／當他們認真編織時

11月｜城市．戀愛中｜情遇巴塞隆納／紐約愛未眠／
巴黎拜金女／一頁台北

12月｜奇蹟，在這裡｜奇蹟男孩／奇蹟的夏天／
極地奇蹟／綠色奇蹟

2.生命教育影展 2018.8.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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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冠軍女兒」、「橫山家之
味」、「快樂告別的方法」與「愛在回家時」等
4部討論親情、家庭關係、生活中的各種抉擇等

優質影片，並邀請教授、醫師、出版界人士等進
行映後座談，總計約600人次參與。

▲

讀者在聖誕樹上留下滿滿的溫暖祝福，換取不以貌取書的聖誕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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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展

1.「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文化再發現」特展
2018.3.4-5.6

本特展為本館、臺大人類學系暨人類學博物館、臺大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與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聯手
籌辦，並由胡家瑜教授指導、陳偉智博士策展，展覽
結合圖書館《伊能文庫》圖書與手稿文件、以及人類
學博物館首次公開展出的伊能採集標本文物，搭配部
落對談記錄片、DocuGIS地理資訊技術與Story Map互

動系統等，重現伊能先生全臺踏查故事。開幕當日更
有日本笠原政治教授「伊能嘉矩與臺灣原住民研究」
專題演講，及集合4位原住民族報導人與4位學者之專

題論壇，帶領民眾有系統地認識伊能先生與其臺灣踏
查成果，同時呈現20年來各界對其代表之殖民地人類
學與歷史學研究的反省與討論，參與人數逾5,500人
次。

2.「回首來時路．平疇起書樓—
2018.8.19-9.30

新總圖興建回顧資料展」

1998年8月19日圖書館同仁正式揮別舊總圖，前進新
總圖工作。20年後特別選在8月19日於小展廳舉辦特

展，藉由建館大事記、新館建築計畫書、新館競圖作
品資料集、興建工程家具詳圖、建築立面圖、新聞報
導剪報等相關文件資料，並結合卡片目錄櫃與magic

number構想，透過不同數字來呈現與總圖有關的小

故事或豆知識，不僅讓本校師生了解新總圖興建之始
末，也對當時參與總館興建的所有人員表達感謝之
意。

▲

「回首來時路．平疇起書樓」展覽利用不同手法展示總圖興建 過程之相關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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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文化再發現」特展海報

▲

「回首來時路．平疇起書樓」特展讓參觀者自行開啟總圖相關
小故事或豆知識

教育與推廣

3. 舊情綿綿─寶島歌謠大師葉俊麟文物特展 		
2018.9.20-11.11

2018年適逢作詞家葉俊麟先生逝世20週年，圖書
館以典藏葉俊麟家屬捐贈之手稿資料及親友留存文
物，結合民間豐富收藏物品，與文化公益信託葉俊
麟台灣歌謠推展基金於圖書館日然廳合辦「舊情綿
綿─寶島歌謠大師葉俊麟文物特展」。期待透過展
出讓大眾了解，葉俊麟和同時代的歌謠創作者使用
母語傳承的時代性及貢獻。臺灣歌謠不只是庶民的
傳唱，也承接文化藝術的時代使命。

（四）研討會

1. 日治時期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之目錄及影像
捐贈典禮暨關於解讀及研究議題之學術研討會
2018.3.10

日治法院檔案的學術價值，涵蓋法律史、社會史以
及經濟史，記載了一段臺灣人民與日本人民的共同

▲

「舊情綿綿─寶島歌謠大師葉俊麟文物特展」海報

▲

左起：王泰升教授、浅古弘教授、陳光華館長與陳韻如教授合影

▲

新世代自動化圖書管理與加值服務研討會綜合座談

歷史經驗。特於2018年3月10日於圖書館多媒體服

務中心418大團體室舉辦「日治時期臺中地方法院
刑事判決之目錄及影像捐贈典禮」。早稻田大學東
亞法研究所淺古弘教授，將其研究團隊多年來整理
的日治時期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的目錄及影像，
捐贈予臺灣大學。捐贈典禮之後，緊接著是「關於
解讀及研究議題之學術研討會」，由淺古弘教授主
講「日治時期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之解讀及研究
課題」。

2. 新世代自動化圖書管理與加值服務研討會
2018.11.16

為加強圖書館資訊系統與資源的整合、提供全校師

生讀者更便捷有效率的服務，本館於2018年10月
11日正式啟用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SLIM），
期許透過雲端服務平臺與開放式服務架構介面有效

改善各類作業流程；另一方面，圖書館亦於10月
30日啟用自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種種經驗彌足珍

貴，因此特別辦理「新世代自動化圖書管理與加值
服務研討會」與圖書館同道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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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意郵未盡：重溫手寫的美好」賀年傳情活動
2018.1.3-1.12

在罐頭訊息和長輩圖流竄的資訊時代，一張滿溢

著手寫溫度的卡片，是一種幸福的存在。讀者於

活動期間在流通櫃臺跟館員道聲「新年快樂」，
▲

「意郵未盡：重溫手寫的美好」賀年傳情活動

即可獲得特製限量之狗年賀歲明信片，並由圖書
館負擔郵資代為寄出，總計175人參與。

2. 杜聰明院長藏書贈藏儀式 2018.08.24

圖書館自2016年起，透過本校歷史系退休教授
張秀蓉老師引薦，開始與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

會接洽；2017年獲得基金會首肯，將杜院長的

藏書贈予本館並成立「杜聰明文庫」。2018年8
月24日，同時也是杜院長125歲冥誕的前一天，
於本館日然廳舉辦「杜聰明院長藏書贈藏儀
式」。活動當天首先進行《遙想杜思牧先生》
樂曲的世界首演，此樂曲由知名作曲家黃乾育
先生特別為杜院長所編寫，由女高音蔣啟真老
師和鄧凱鴻先生領銜的臺北愛樂弦樂四重奏共
同演出。為感謝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的慷慨
捐贈，由陳光華館長代表國立臺灣大學接受贈
藏，並頒發感謝狀予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杜
武青董事長。

▲

陳光華館長（右）致贈感謝狀予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杜武青董事
長（左）

3. 自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啟用儀式 2018.10.30

圖書館於2018年10月30日辦理自動化書庫暨服
務中心啟用儀式，邀請到郭大維代理校長、楊
泮池前校長、李嗣涔前校長與多位校內各單位
主管出席。儀式除由歷任校長致詞表達對圖書
館發展之期許，現場亦請郭代理校長（時任）
親自操作系統、取得自動化書庫正式啟用後的

第一本出庫書籍，場面隆重且不失溫馨。2018
年適逢圖書館自舊館遷至現址滿二十週年，自
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能於此時啟用不僅展現本
▲

自動化書庫暨服務中心進行剪綵儀式，左起為：林添木董事長、
謝清福董事長、陳光華館長、郭大維代理校長、李嗣涔前校長、
楊泮池前校長、田嶋讓太郎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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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致力於提供豐厚學術內蘊的理念，亦為典藏
空間再造與讀者服務創新劃下新時代里程碑，
極具意義。

教育與推廣

4. 閉館後的音樂會 2018.11.11

「閉館後的音樂會」為慶祝臺灣大學創校90年

系列活動之一，2018年也是臺大總圖書館遷館
20週年，圖書館利用閉館時段的閱覽廳安排這
項創舉，在校慶週辦理該活動別具意義。音樂
會以爵士鋼琴三重奏進行，由爵士鋼琴家許郁
瑛小姐領銜，並集合低音提琴手徐梵先生與鼓
手林偉中先生等音樂家共同演出，三位音樂家

特別精心編排由臺大校歌與生日快樂歌Remix的
即興爵士版本，以此暖心祝福臺大90週年生日
快樂，並帶給所有與會朋友一場伴隨書香的美
好聽覺饗宴。

▲

「閉館後的音樂會」爵士鋼琴三重奏

5.「ASRS全面啟動！」自動化書庫推廣利用活動
2018.12.1-12.31

為使讀者更了解自動化書庫的運作模式及服務

內容，特推出「ASRS關鍵解密」、「與館員
同行」、「那年我們調閱的書」、「認同請分

享」等系列活動，透過中英文導覽、操作入
庫、預約出庫、FB按讚等方式，宣傳本館新增
的服務據點，並使讀者體驗自動化書庫的快速
與便利。

▲

「ASRS全面啟動！」系列活動

二

社科圖

（一）書展

1.「長期照顧」之社科視角書展及演講
2018.3.7-4.10

因應政府推出長照2.0政策，及臺灣邁入高齡社
會之現況，長照議題日益受到關注，因此，規劃
「長期照顧」之主題書展活動，除展出圖書館相

關館藏外，於3月27日下午邀請社工系楊培珊主
任以「長照新視界」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介紹長
照的新概念及國內外案例，期許與大眾共同營造
一個有品質的高齡未來。

▲

「長期照顧」之社科視角

2.「越南新貌」主題書展 2018.5.9-6.13

隨著南向政策的推展，為增進對越南的了解，
規劃辦理「越南新貌」主題書展活動，展出相

關館藏圖書及影片資料。並於6月1日中午舉辦

「無人知曉的澎湖越南難民營（1977-1988）」

演講，邀請劉吉雄導演蒞館分享拍攝紀錄片
「例外之地：臺灣海峽之澎湖越南難民營」見
聞，增進與會者對澎湖越南難民營的緣起、發
展、現況等歷史之理解。

▲

劉吉雄導演分享拍攝紀錄片之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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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識森林漫步」主題書展 2018.10.11-10.30

策畫推出「有一種美好：英文小說展」及「流
動的閱讀：英語學習用書與考試用書展」二項
主題書展，並於社群網站上辦理參觀分享即可
獲得小禮物之活動。

4.「與世界對話的經濟學」主題書展
2018.11.19-12.24
▲

「知識森林漫步」之「流動的閱讀：英語學習用書與考試用書展」

與經濟系合作展出經濟學相關教科書、經普圖
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作等圖書，並播放
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生平與理念之
「自由選擇的力量：米爾頓•傅利曼的一生與

理想」影片，且輔以辦理經濟金句及徵文活

動。並於12月5日晚間於社科圖大閱覽廳舉辦發
展經濟學家 James A. Robinson 教授之「國家為
什麼會失敗」之專題演講及簽書會。

▲

經濟系林明仁主任與James A. Robinson教授於社科圖合影

5.「關於風險，我們想的不一樣」主題書展
2018.12.3-2019.1.2

以風險社會概念作為主軸，與臺大風險中心共同

辦理書展，探討空氣污染、食品安全及氣候變遷
等議題，串接風險社會概念與永續社會轉型推動

之契機與挑戰。12月5日舉行開幕儀式，邀請臺
大社科院王泓仁院長、圖書館唐牧群副館長蒞臨

致辭。配合書展活動，風險中心亦於社科圖簡報
室辦理「每週一書講座」四場如下：
12.5
▲

「關於風險，我們想的不一樣」開幕儀式留影

許臺灣能源轉型一個新願景

12.12 久聞不知其毒：臺灣空汚治理的挑戰
12.19 從土地到餐桌的恐慌
12.26 氣候變遷社會學

（二）展覽

1.「當臺灣詩人李魁賢遇見義大利雕塑家艾倫‧
德梅茲」展覽 2018.3.10-4.30

本校藝文中心與社科院合辦「當臺灣詩人李

魁賢遇見義大利雕塑家艾倫‧德梅茲（Aron
Demetz）」展覽，其中三件作品置於社科圖閱
▲

於社科圖展出之雕塑家艾倫‧德梅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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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區，期待師生能透過自己的角度，與藝術找到
共鳴的瞬間，提升美學素養。

教育與推廣
（三）專題演講

1. 提高國際能見度，研究者還能做什麼? ─
啟動學術傳播的跨界思考 2018.3.23

由 黃 偉 富 博 士 主 講，以 個 案 方 式 分 享 研 究 者

應具備的能力與可應用之growkudos.com、
scienceopen.com等創新工具。

3.「研究產出與教學實務雙管齊科學的新世代資源
應用」講座 2018.6.7

由林啟賢博士和郝楠女士主講，針對社科領域研

究者應如何找尋研究題目及增進學術論文投稿率
予以分析和經驗分享。

4.「夏日館員分享沙龍」活動 2018.8.10

為拓展館員的思維，特別辦理「夏日館員分享沙
龍」活動，邀請葉舒佩小姐以「在地與他方的觀
察思考: 由點到面看圖書館與書店，一個讀者的

10個觀點側寫」為題，分享其參訪日本、泰國
等地之圖書館的所見所聞，同時亦邀請長庚大學

圖書館、靜宜大學圖書館館員參加，期望能促使
館員在輕鬆的氣氛下，相互交流。

▲

黃偉富博士演講

2. 別叫魚兒學爬樹：掌握思路(TPD)密碼，
人生輕鬆過」 2018.5.28

畢業季到來，為使畢業生在就業前能深入了解

自己，邀請范永銀先生進行專題演講，介紹思路

動力學（Thinking Process Dynamic，TPD），
解析6種類型的思路特質及適宜的工作等相關議
題，協助學生了解自我，順利邁向未來的人生。

▲

「夏日館員分享沙龍」活動

（四）其他

1. 新年新希望，123起步走

2018.1.2-1.23

承接新年的來到，推出「新年新希望，123起步
走」手寫明信片活動，讀者可至社科圖櫃臺免費
領取明信片，寫下關於2018年新的一年之自我期
許後再繳回櫃臺，社科圖會在2019年1月23日將

明信片郵寄給讀者，讓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

「別叫魚兒學爬樹：掌握思路(TPD)密碼，人生輕鬆過」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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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圖

1.「失智症」專題書展

2018.4.1-8.31

為使讀者能了解特定醫學主題領域內容及相關圖

書資源，醫圖不定期展出優良好書，或與時事
相關之各類型館藏，自館藏中挑選符合主題之圖
書，以吸引讀者借閱，提高館藏使用率及價值。
失智症（Dementia）是一群症狀的組合（症候

群），症狀不單純只有記憶力的減退，還會影響
到其他認知功能，包括有語言能力、空間感、計

▲

醫圖「失智症」專題書展海報

▲

醫圖醫用臺語班課程宣傳海報

算力、等各方面的功能退化，同時可能出現干擾
行為、個性改變等症狀，嚴重程度足以影響人際

關係與工作能力。總計推薦書籍48種、視聽資
料9種。

2. 醫圖電影院 2018.1.17-12.27

為提供醫學校區同仁休閒娛樂並推廣多媒體館
藏，醫圖嚴選優秀得獎作品辦理「醫圖電影院」

活動。11月6日更與片商合作，加辦1場星光特
映會，放映《大「醫」新鮮人》，2018年共計
991人參加。播放日期與片名如下：
1.17

樂來越愛你

3.29

野蠻爺爺

6.11

明天別再來敲門 7.25

動畫人生

4.26
8.22

奇異博士

可可夜總會

5.31

100公尺的人生

10.25 奇蹟男孩

11.06【醫圖特映會】大醫新鮮人
11.29 解憂雜貨店

12.27 人生剩利組

3. 醫用臺語課程 2018.10.17-12.12

2018年醫圖持續與本校醫學系系學會合辦醫用
臺語課程，邀請到資深具有豐富臺語教學經驗的
李恆德老師，規劃一系列主題課程，包含：基礎
臺語拼音、日用會話，醫學相關的器官及病痛簡
介、設施名稱、醫事人員常用語彙，以及臨床各
科問診之用語等精彩內容，提供略懂臺語但卻說

不出口的學員一個絕佳的學習管道。共計開設8
堂課，270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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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4. 醫用電子資源APP扭蛋祭 2018.11.23

為加強推廣醫用電子資源APP，醫圖舉辦「醫用電

子資源APP扭蛋祭」活動，參加者在完成下載安裝
相關APP後，即可轉動扭蛋機乙次。本次參與活動

的醫用電子資源包括：感染疾病及抗生素指南工
具John Hopkins ABX Guide、臨床醫藥通訊資料

庫Medical Letter、神經外科相關電子書及醫療程

序說明MedOne Neurosurgery、解剖生理學及各
類循環系統Visible Body。當日現場人氣熱絡，共

4. UpToDate Anywhere APP推廣活動～
輕鬆註冊， 資料庫帶著走 2018.11.20

為推廣更便利的查詢文獻途徑方式，醫圖在醫
學院杏園餐廳外舉辦「UpToDate Anywhere推

廣活動」，現場由館員指導如何申請個人帳密

與下載APP，完成指定任務之參加者即可獲得小
禮物。活動當天參與情況踴躍，活動廣受使用
者好評。

計162人次參加。

5.「夢想起飛，離別不感傷」畢業季活動
2018.5.17-6.10

畢業無須感傷，來醫圖拍張照！為使醫學校區畢業

生有個特別的紀念，醫圖於5月17日至6月10日舉辦

「夢想起飛，離別不感傷」畢業季活動，申請授權
及製作「醫學院大家長－張上淳院長」頒發畢業證

書的1：1等比例人型立牌，且提供豐富的拍照道具

讓參與者們自行使用。為鼓勵畢業生踴躍拍照，同

時推出拍照打卡送好禮的活動，只要於活動期間拍
照打卡上傳至個人臉書或Instagram標註「#2018臺
大醫學校區畢業活動」，即可領取精美小贈品。此

▲

UpToDate Anywhere APP推廣活動

5. 積極經營網路社群媒體，加強醫圖行銷推廣

醫圖持續透過活潑、親切的風格經營Facebook粉

絲專頁，運用幽默詼諧的文字搭配創意圖片的方

式，提供讀者貼切的服務訊息。為提升粉絲專頁

的觸擊率，不定期製作3分鐘以內的短影音，如：

外並於活動結束次日，從參加者中抽出2位幸運兒，

「醫圖改造紀錄」、「再見，沉思者」等，建立與

一隻，期望醫學校區的畢業生們未來瀏覽這些照片

透過Facebook Messenger的功能，即時回覆讀者

加碼贈送臺大出版中心「2018 NTU畢業紀念小熊」
時，仍記得醫圖真心的祝福。

粉絲們的連結；2018年起更開通線上諮詢服務，

的提問。9月27日於醫學院杏園餐廳外舉辦粉絲專

頁宣傳活動，透過同仁們手作物品，如：「醫圖盃

足球臺」與「大型木製彈珠臺」，吸引醫學校區師

生同仁們的目光焦點，再透過小遊戲方式與讀者
互動，成功地進行推廣行銷。

▲

深受醫學校區畢業生喜愛的醫學院張上淳院長人形立牌

▲

醫圖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推廣活動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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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圖書館遷館20週年專刊封面，代表20之國字「廿」，
巧妙地表現在主標題《典藏．韶光》裡
▲

研究與出版

館務報導
一

《典藏．韶光》—
臺大圖書館遷館20週年專刊

適逢總圖書館遷館20週年，特發行專刊，

從「中心價值」、「館員心事」、「讀者迴
響」、「館藏加值」與「願景展望」5大篇章分
別闡述圖書館的過去、現在、未來，讓關心本
館的校友、師長、同學、同仁都能夠由時間的
縱深與空間的寬廣，更深入地認識本館，並攜
手一同迎接圖書館的新變革與挑戰。

二

館訊

定期於每月15日寄送電子版館訊，將最新的

▲

圖書館服務與活動訊息送到讀者手上。內容主

專刊〈館員心事〉篇名頁，透視不同館員獨具風格的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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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年報

2018年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Annual Report

圖書年報：2017年版》，5月出版《國立臺灣大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 a t i o n a l Ta i w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y

2017

學圖書館年報：2017》，是圖書館工作成果之
發行人 陳光華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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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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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年報

年報

▲

圖書館使用手冊

三

研究與出版

簡介與利用指導手冊
一

《認識圖書館，從這裡開始》
圖書館使用手冊

專書出版
一

配合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SLIM）

圖書館與琉球大學於2011年6月簽訂合作計畫，整理臺北

從這裡開始》中文圖書館使用手冊，

球相關史料，進行全文翻刻、現代日文語譯、名詞解釋與

帝大時期館藏1719-1866年（清朝康熙至同治年間）的琉

上線，重新編輯出版《認識圖書館，

校勘及撰寫解題，於2013年起出版刊行《國立臺灣大學圖

以協助、指引讀者有效地利用圖書館

書館典藏 琉球關係史料集成》專書，共計五卷。第五卷於

資源；亦線上發佈英文版圖書館使

用手冊《Get a Fresh Start to Know

Your Library》，提供讀者線上閱讀或

下載參考。
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球關係史料集成
第五卷》

2018年12月出版，完成全套出版計畫。

二

本館與日本新瀉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孝庸老師於2015年簽

校史館中、英、日語簡介改版

訂合作計畫，將本館典藏的四件平曲音譜本—《平家物

校史館整體的簡介向來為18頁的A5

語 節附語り本》（平家物語 節錄語本）兩冊、《平家正

手冊形式，內容包含基本參觀資訊、

節》四冊、《平家正節》十五冊、和《平家物語》三冊，

常設展區各單元介紹，以及校史館服

進行全彩翻印，並將其內容草書解讀為現行字體的全文翻

務項目。但觀察許多公私立博物館，

刻作為對照。本系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平家物語

於入口處提供訪賓免費索取的館舍簡

音譜本》預計出版三卷，2018年12月發行第一卷《平家物

介，多為摺頁的形式，呈現的內容也
較為簡潔。因此將校史館中、英、日
語簡介大幅縮減改版，內容改為強調
校史館的緣起、展場平面圖、以及提

語 節附語り本》。
三

供的服務。英、日語版亦重新翻譯審
定，於6月份印製完成。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平家物語音譜本.
第一卷：平家物語節附語り本》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琉球關
係史料集成 第五卷》

《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專業培訓手冊》

繼2017年編印《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專業培訓手

冊》之「植物腊葉標本採集與製作」、「昆蟲標本採集與

製作」主題後，2018年推出第三冊「動物毛皮棍棒標本製
作」主題。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平家物
語音 譜本. 第一卷:平家物語節附語
り本》

▲

《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專業
培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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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研究與出版

紀念品製作
本館館藏豐富的特藏資料，其中如19世紀出版的

《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cultivés en France》、《Birds of Asia》等，
都有著美麗的花鳥植物繪稿，精緻生動、設色典

雅，2018年本館持續精選其中圖案印製成各式紀念

品，分享給喜愛的讀者，讓特藏珍善本不再束諸圖
書館之高閣，人人都能擁有美麗的一頁典藏。
一

臺大特藏L夾3款

取材自《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cultivés en France》。

二

▲

特藏所藏《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cultivés
en France》原件與紀念品實物對照。

臺大特藏筆袋2款

紅杏與里爾洛姆山楂花，取材自《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三

四

cultivés en France》。

臺大特藏A5方格筆記本

紅杏，取材自《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cultivés en France》。

臺大特藏一筆箋便條紙3款

▲

臺大特藏L夾

▲

臺大特藏筆袋2款

「一筆箋」是縱長約18公分左右的長形便箋，

在日本相當普及，近年也受到國內文創商品製
作的歡迎，多用來書寫節日祝福，或在寄送物
品時用作補充說明，傳達珍視對方的心情。此
次製作3款分別為：紅頸隼、栗頭蜂虎與小須
鳳頭雨燕，取材自《Birds of Asia》。

▲

臺大特藏一筆箋便條紙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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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發展
館員訓練
一

知識饗宴：專門為館員開辦的圖書館實務課程
日期

2018.6.7

二

課程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空間改造之經驗分享

講者

淡江大學圖書館 宋雪芳館長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金華分隊

2018.11.21

防災與急救教育訓練

2018.12.11

新世代自動化圖書管理與加值服務（館員篇）
「社會網路分析在領域分析的應用」
「 臺大圖書館ALMA自動化系統導入經驗」
「臺大圖書館ASRS建置經驗」

朱春成小隊長

本館副館長
本館系統資訊組
本館典藏服務組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教育訓練課程
日期

2018.9.17

2018.
9.19-9.20

採訪功能介紹

課程

唐牧群教授
陳慧華組長
劉應琳組長

講者

採訪編目組 杜宜凌館員

期刊功能介紹

採訪編目組
黃淨如館員、張育銘館員、
王盈智館員、張簡碧芬館員

編目功能介紹

採訪編目組 李惠玲館員

前臺功能介紹

系統資訊組 段又瑄館員

流通功能：基本操作與進階功能操作

滕天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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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發展
日期

2018.
9.25-9.26

2018.
10.01-10.02
2018.10.04

三

舉辦單位

紙本期刊點收及催缺

採訪編目組 張簡碧芬館員

流通櫃臺業務

閱覽組
典藏服務組

前臺功能介紹

學科服務組

黃瑞期館員
高也媚館員
吳朝裕館員

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
日期

2018.3.14

四

課程

課程

提高國際能見度，我們還能做什麼？
─啟動研究者的跨界思考

黃偉富博士

講者

2018.5.21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討論區的
陳設與服務

東海大學建築系
陳格理教授

2018.7.18

圖書館在行動學習的應用及研究趨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黃國禎教授

2018.11.27

簡報煉金術

萬芳醫院簡報講師 王南淵老師

周知同仁圖書資訊領域相關講座、研討會、研習班

除館內自行辦理之教育訓練，本館亦積極鼓勵同仁參加圖資領域各項講座、研習，以精進工作知能與館
員專業素養，2018年周知同仁相關課程活動訊息如下：
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18.
1.10、6.19

第17及18期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
（107學年度）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018.1.25

Libre Office課程工作坊

國立臺灣大學 計資中心

2018.2.9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
平臺教育訓練

文化部

2018.3.16

研究資訊管理趨勢與工具國際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2018.4.17

第六屆古籍保護與流傳學術研討會

臺灣古籍保護協會

2018.4.19

國家圖書館85週年館慶暨雲世紀下的新傳奇：
古籍加值與詮釋國際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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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發展
日期

2018.
4.20-5.28
2018.4.24

課程

雲端網頁建檔與管理及臺灣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檢索與運用課程

用閱讀培養青少年的堅韌力：
2018年書目療法服務中學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

舉辦單位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18.4.27

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十五：
圖書館員也是創意策展人

2018.4.27

關鍵報告: 數字與校園社群的連結

2018.5.7

2018專利價值鏈結─產學合作與技轉實務研討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2018.5.16

圖書館建築設計及科技創新服務與管理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018.5.17-18

圖書館在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中的角色與
實踐工作坊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18.5.23-25

亞洲數位學習論壇eLearning Forum Asia 201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018.5.29

國際交換捐贈機構查詢系統說明暨感恩會

國家圖書館

2018.6.1

學術圖書館研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018.6.6、
6.27、7.7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8.6.7

用一張圖說完大資訊：資訊圖像化實務工作坊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18.6.27

府城下午茶：館員實務座談分享會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2018.7.12

圖書館plus：資訊科技的應用與加值服務研討會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館

人工智慧於發展圖書館創新服務研習班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系列）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2018.7.17

校園性騷擾的新趨勢講座

國立臺灣大學 人事室

2018.7.18-20

微學習設計與應用工作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2018.7.16-20

2018.7.24

2018 Web of Science培訓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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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發展

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18.
7.30-8.24

107年度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2018.8.15

兩岸圖書館電子資源交流論壇研討會

2018.8.16

106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聯合標竿學習

2018.8.16

兩岸圖書館電子資源使用交流論壇研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與Elsevier合辦

2018.8.17

日本立教大學圖書館實習學生心得發表會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18.8.28

數位典藏－研究教學新價值講座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與Wiley公司合辦

2018.8.29

107年文化資產法令講堂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學科館員沙盒計畫工作坊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與臺灣大學、臺灣師範
大學、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

2018.9.3-7
2018.9.6

二十一世紀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專題演講

2018.9.13

107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編目研習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逢甲大學圖書館與
Elsevier公司合辦

國立臺灣大學 秘書室
與人事室合辦

國家圖書館與歌德學院（臺北）
德國文化中心合辦
國家圖書館

2018.9.17-20

出版品ISBN申辦及圖書資料送存暨海報徵集研習

2018.10.4-5

2018博物館經濟國際研討會

2018.10.12

博物館資料治理座談會

文化部

2018.10.12

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

2018.10.12

圖書館資源共享新趨勢

2018.10.19

2018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研討會--知識服務與多元連結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2018.10.25

只靠靈感還不夠？！如何鍛鍊文案力，讓讀者“買單”!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18.10.25

學術傳播與研究影響力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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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合辦

實踐大學圖書資訊處與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

館員發展
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18.10.26

智慧科技應用與服務創新研討會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018.10.29

2018 ORCID 臺灣工作坊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2018.11.2

校史檔案工作坊暨校史館營運分享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18.11.2

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第4次交流會暨校史工作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018.11.5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新版教育訓練課程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18.11.7
2018.11.8
2018.11.9
2018.11.9
2018.11.9
2018.
11.11-12

2018.11.12
2018.11.13-14
2018.11.23

圖書館雲端科技—啟動知識與服務的
全方位動能研討會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2018年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聯席會暨雲端
架構下圖書館聯盟新思維研討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18年第42屆臺灣Innovative使用者聯盟（TWIUG）會
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際博物館展示與經營交流工作坊

眾志成城‧工不可沒：圖書館志工的招募與維運座談會
2018年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國際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 博物館

逢甲大學圖書館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清潔綠美化講習會

國立臺灣大學 總務處

中階人員管理發展訓練班

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

IO Talk論壇第二場次RDA任意門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
國家圖書館合辦

107學年度第1期專責急救人員訓練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保護暨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2018.11.29

揮灑創意：3D列印創客實務體驗

銘傳大學圖書館

2018.12.5

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第22期

國立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2018.12.7

口述影像在圖書館服務的應用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8.12.9

東海特藏資料整理經驗談座談會

東海大學圖書館

2018.1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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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發展

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18.12.11

知書與知人：圖書館主題書展策展實務課程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018.12.11

圖書館創新與服務發展工作坊暨出國參訪學習分享會

國家圖書館

2018.12.12

丹麥奧胡斯圖書館Dokk1的空間重塑與創新服務講座

高雄市立圖書館

2018.12.21

107年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分享會─
架起大學與高中圖書館之間的橋樑

輔仁大學圖書館

館員擔任講座
日期

主辦單位

講座資訊

2018.2.5

國家教育研究院

採訪編目組陳秀珍編審、黃怡華股長受邀至該館「教科書機讀編

2018.5.5

國立臺灣文學館

特藏組阮紹薇編審受邀至「臺島紀行：伊能嘉矩主題展」中分享

教科書圖書館

2018.6.7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18.9.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目格式」諮詢會議，分享系統轉換及教科書編目相關經驗。

本館辦理『從觀風蹉跎」到「重返田野」：伊能嘉矩田野歷程的
地圖展示』經驗。

研究支援組魏怡君組員受邀至「用一張圖說完大資訊：資訊圖像
化實務工作坊」中分享關於『Gephi於書目資料視覺化的應用』。

系統資訊組吳瑟量、蔡玉紋、邱莉媛、江玉婷、林柏源等館員受
邀於「2018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研討會暨NTU Scholars說

明會」發表報告，發表主題依序為： 「2018年TAIR計畫報告暨

NTU Scholars簡介」、「NTU Scholars功能介紹」、「彈性的研
究人員物件管理」、「從NTUR到NTU Scholars：資料處理實務」
2018.9.27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2018.10.15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2018.11.1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以及「NTU Scholars安裝/設定」。

推廣服務組鄭惟中股長應本校圖書資訊學系陳雪華教授之邀，於
「圖書資訊機構實務」課程，以「精采繽紛的華麗演出－臺大圖
書館推廣活動實錄」為題分享推廣活動企畫辦理經驗。

校史館營運組張安明組長受邀至「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研討會：
知識服務與多元連結」分享其校史策展經驗。

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與典藏服務組劉應琳組長於本館主辦之「新

世代圖書管理與加值服務研討會」，分別以「臺大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導入經驗」與「臺大圖書館ASRS建置經驗」為題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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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發展

日期

2018.12.7

2018.12.14

主辦單位

臺灣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講座資訊

採訪編目組李惠玲館員受邀於「2018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

會員大會」，以「臺大圖書館RDA中文編目作業實務」為題，分享
編目規範轉換期間的工作經驗與心路歷程。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與蘇筱喻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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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圖書館利用教育與
人文資源推廣之經驗及心得。

館員參訪
日期

參訪項目

2018
5.23-25

陳光華館長應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暨澳門國際高等教育資訊研究學會邀請，前往澳門參加

2018
6.26

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帶領社科圖同仁參訪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和國立中興大學

2018.
10.15-19

唐牧群副館長應邀參加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100週年館慶暨「Facing the Future of the

2018.
10.17-20

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及段又瑄股長受邀至合肥參加中國科技大學舉辦的「艾莉貝斯集團

2018.
10.22-24

唐牧群副館長應邀參加上海財經大學圖書館舉辦的第三屆「全球化視野．大學圖書館館長

2018.
10.23-28

陳光華館長應北京大學圖書館邀請，前往參加北京大學暨圖書館120週年慶及「User-

2018.
11.26-12.1

陳光華館長帶領典藏服務組劉應琳組長及研究支援組魏怡君館員赴泰國曼谷參加第十屆

2018.
12.11-14

校史館營運組張安明組長、吳鑫餘幹事及歷史系博士生黃婉柔，為即將於2019年辦理的

「澳門研究文獻國際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

圖書館，除參觀其新近改造之空間外，亦進行館員交流活動。
Research Library」國際研討會進行交流。

產品中國使用者協會暨Summon中國用戶協會2018用戶年會」，於會中分享本館自動化系
統轉置經驗，並與其他圖書館互相分享使用經驗。

論壇2018」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為「資源共享、空間再造與組織轉型─新時代大學圖書
館的重塑之道」 ，與會者彼此學術交流分享經驗。

oriented Information Services」國際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

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2018)，並參訪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等圖書館。

「五四百年紀念特展暨研討會」前往北京大學及北京市檔案館申請調閱五四運動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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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

拾

館舍空間

總館地下一樓入口增設自動門

校友中心進駐圖書館提供服務

場地下一樓自習室入口門扇改為自動門型式，便利進

樓，服務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5時，歡迎臺大校友多

為推動圖書館無障礙使用空間，2018年12月將北側廣
出，同時可防止蚊蟲飛入，為讀者打造更加友善舒適
的閱覽環境。

校友中心辦公室於2018年3月正式遷入總圖書館一
加利用。

▲

▲

總館地下一樓入口增設自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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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書館一樓校友中心辦公室

館舍空間

汰換老舊消防偵煙設備

為維護圖書館消防安全，全面檢視並逐步汰換老舊有
故障疑慮之偵煙探測器，以確保人員和館舍之安全。

更新總館指標平面圖

因應圖書館組織調整及部份閱覽空間更名或異動，包
括：自動化書庫啟用、地下一樓學習開放中心交還本
館改為討論區、一樓校友中心進駐以及新增會議室等
館舍空間調整，陸續更新全館指標及平面圖，包含電
梯樓層指引、逃生路線平面圖及中、英文標示牌，於

2018年11月施作完成，期提供使用者明確清楚之空間
指引資訊。

社科圖館舍設備修繕維護作業

▲

為維護良好的環境，進行多項館舍空間及相關設備之

總館指標平面圖

修繕與維護。
一

冷氣空調設備之維修

地坪冷氣空調系統之冷氣主機感測水壓水管維

修、更換冷氣冰水泵浦馬達及馬達軸承軸封零

件、施作空調箱壓差管更換工程、更新溫度感測
器及偵煙感知器、調整空調自動化中央監控系統

參數、施作分離式空調冷氣機全面保養工程，及
各項週邊設備檢測清洗維修，藉以提高機具運轉

效能、延長設備使用壽命。
二

地毯整治工程

館舍內大閱覽廳及主要幹道地毯重新黏貼整治，
避免讀者絆倒風險。進行大閱覽廳消防排氣窗及

▲

社科圖地毯整治工程

▲

排氣窗電動馬達修繕工程

電動窗簾馬達之修繕作業，以及電子資源檢索區
集線器更換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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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館舍空間

徐州路閉架書庫空間營造
一
二
三
四

執行地下室木板隔間拆除工程，使空間變得較寬

敞舒適。

整治一樓辦公室之網路線，改善館員工作環境整
潔與安全。

搬遷二樓官書室圖書、拆除書架及清理搬遷已報
銷廢棄物。

為維護館舍安全，在一樓大閱覽廳與辦公室加裝
監視器設備。

▲

徐州路閉架書庫拆除2F官書室書架

醫圖一樓形象大廳改造工程

醫圖「一樓形象大廳改造工程」於2018年7月5日開工至12月14日竣工，工期達163天。嶄新的一樓形象大廳於

2019年1月22日剪綵啟用，以全新的面貌為醫學校區讀者提供新型態的優質服務。此次改造工程除了將門面重

新設計裝潢外，並增設Café輕食區，作為師生同仁進行腦力激盪及學術交流的場域；原影印區新增收納櫃，以
解決空間不足問題，並設置文創商品展示櫃，販售臺灣大學各式紀念品，讓影印區的營運與服務更為多元！

▲

醫圖經典牆

▲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醫圖空間改造部落格」

醫圖專屬展覽廳，與「沉思者」共存共享
之藝想空間

為完整記錄醫學圖書館空間改造計畫進度，提供醫學校區
師長及讀者瞭解進度，特成立空間改造歷程紀錄小組，以

詳實紀載各項工程及討論歷程；並建置「醫圖空間改造部
落格」，不定期發布文章、報導改造大小事等各個單元，
以建立館方與讀者分享改造進度及交流溝通的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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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圖書館建置空間改造部落格

Donations

拾壹

捐贈與贊助

各界捐款／捐贈
2018年募款總計46筆，新臺幣約557,938元（美金：臺幣=1:30），其中學術期刊募款為44筆，計249,388元，
圖書館專用款募得2筆，計308,550元。

贈藏記事
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18.1

外語補習班

各國語文教學學習參考用書約350冊

2018.1

地質系李寄嵎博士

地質系專書約100冊

2018.1.17

前駐日代表許世楷教授

個人著作及藏書約600冊

2018.1.11

桂文亞女士
（聯合報前兒童文學部主編）

兒童暨青少年文學、繪本書籍及一般文學等1,162冊

2018.1.12

楊泮池前校長

校長室藏書約1,000冊

2018.1.23

趙文瑞先生

個人藏書約4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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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與贊助

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18.1.25

中研院曾永義院士

《崑曲藝術大典》一套149卷

2018.1.29

臺文所柯慶明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期刊、研究報告、手稿、文件資
料，約3,000冊

2018.2

行政副校長張慶瑞教授

行政副校長室藏書約50冊

2018.2

土木系徐年盛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約40冊

2018.3.20

日文系徐興慶教授

個人日文藏書約540冊

2018.3.22

已故郭松棻教授
（由家屬代為寄存）

郭松棻教授手稿及文件9箱

2018.3.25

Japan Library Book Donation
Program

英譯日本領域專書14冊

2018.4.13

圖資系鄭雪玫教授

個人藏書約1,500冊贈圖資系

2018.4.17

師大圖資所卜小蝶教授代友贈書

個人外文藏書約300冊

2018.5.3

已故眼科楊燕飛教授
（由眼科陳慕師教授代贈）

眼科醫學相關書籍與期刊等約2,000冊

2018.5.24

韓國國家圖書館

韓文書籍18冊

2018.6

南京大學圖書館

人文類別圖書15冊

2018.6.8

日文系趙姬玉教授

個人藏書約300冊

2018.6.25

外文系楊小定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約100冊

2018.6.27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文亮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約100冊

2018.7.2

外文系高維泓教授

樂譜及個人研究領域專書約250冊

2018.7.3

地理系張康聰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1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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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與贊助

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18.7.10

生傳系蔡宏進教授

近期及最新個人著作5冊

2018.7.17

生技系潘子明教授

個人收藏386冊

2018.7.18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藝術類別書籍9冊

2018.8.4

電機系陳光楨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約160冊

2018.8.15

園藝系林晏州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約100冊

2018.8.24

國企系吳青松教授

捐贈個人藏書計1,700冊

2018.8.28

財金系葉小蓁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31冊

2018.8.31

新紀元大學學院

馬華文學書籍59冊

2018.10.3

法律系校友林信子女士

捐贈法律藏書300冊

2018.10.8

桂文亞女士
（聯合報前兒童文學部主編）

兒童圖書及一般圖書約500冊

2018.10.11

政治系明居正教授

捐贈藏書約1,000冊

2018.10.14

已故馬華文學史料家李錦宗先生
（由中文系高嘉謙教授代贈）

馬華文學書籍66冊

2018.11.3

鍾正山美術館鍾瑜館長
（由教務處李宏森組長代贈）

馬來西亞現代藝術教育之父鍾正山畫家畫作4冊

2018.11.18

化學系牟中原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48冊

2018.11.26

材料系韋文誠教授

個人研究領域專書9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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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校史館
博物館群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2018年度校史館參觀人數統計，全年開放天數共295天，共有51,909人次參觀校史館，其中導覽服務總計達201
場次（含中、英及日語）。年度重要訪賓如：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著名生物化學家Dr. Dale Boger 與Dr. Stuart

Schreiber、瑞典于默奧大學訪問學者、京都鳥羽高中參訪團、北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師生等。

校園記憶、文物與老照片徵集
一

法學院戳記，這兩個印記完整地敘述這座鋼琴在

高等商業學校禮堂鋼琴提報文化性資產

城中校區過往的歲月痕跡。日後將提報校內文化

2017年12月從本校城中校區徐州路區域入藏日

性資產登錄文物。

治時期YAMAHA鋼琴一座。城中校區徐州路區域
在日治時期為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地，戰
後改制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1947年改由本校接
收校舍、設備、教職員，作為臺大法學院校區使
用，成為日後法律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
的搖籃。

這座鋼琴原置於高等商業學校禮堂，從製造編號
「10154」查出是1929年日本YAMAHA鋼琴濱松工

廠生產。經過相關細節考證及整理，2018年9月
27日全貌呈現展示於校史館，除了復刻出鋼琴正

面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徽，音箱後方也留有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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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修後，內部琴弦整換、打擊系統修復， 鋼琴外觀重新烤漆，原鎖扣移除

延伸營運

二

邱萬興先生提供「511臺大學生日」照片

資深記者邱萬興先生提供校史館9張1987至1988

年校內「511臺大學生日」高解析度照片檔案，
供臺大校史館於5月11日臉書及部落格文章宣傳
使用。

「511臺大學生日」由來分別追溯自1985年5月
11日推動臺大「代聯會主席由學生直接選舉」

訴求的學生們從校門口集結在椰林大道遊行至傅
鐘，再折返校門口，沿途高喊「普選」及「我愛
臺大」，事後參與學生皆被記過，是為「普選事
件」。一年後，1986年5月11日，參與「普選事

▲

邱萬興先生提供之照片

▲

鹿鳴堂保留文物－鹿鳴劇場平面圖

▲

鹿鳴堂鹿鳴劇場拆除前影像紀錄

件」學生李文忠，認為其無故被退學，遂於當日
進行遊行及絕食抗議，是為「李文忠事件」。

由於接連兩年發生校園抗爭，且受到1987年初

「臺大教授聯誼會」成立，「教授治校」呼聲高
漲的影響，尚未解除戒嚴令的1987年5月11日，

部分學生組成「自由之愛」並以「511臺大學生
日」為由，再度在校園遊行訴求直接選舉。1988

年3月16日，代聯會更名為學生會，藉由選舉制
度變革，會長改由學生直接選舉產生，讓學生組
三

織的建構程序更符合民主精神。

鹿鳴堂紀錄

2018年7月，學校興建卓越聯合中心大樓，為符合

新大樓的綠覆率需拆除鹿鳴堂。校史館在公告拆

除前進行鹿鳴堂及鹿鳴劇場內的影像紀錄及物件

收藏。影像部分除拍攝室內外照片以外，並針對鹿

鳴劇場進行簡易環景拍攝並上傳至 google map。
物件徵集部分，取回鹿鳴劇場工作室內劇場平面

圖及僑委會使用時期留下少數海報文宣、獎座。
四

原臺大教職員單身女生宿舍公約看板

2018年10月，因校內高維泓教授通知，經教職

員住宿服務組協助，前往溫州街58巷14號教職員
宿舍取得以前女單宿舍公約看板。該建物為1982

年興建，原分為男、女宿舍，近期因消防安全法
規，打通兩個宿舍，不再作區別，供教員及職員
住宿使用。

▲

公約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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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藏高等商業學校鈴木源吾教授銅像

2018年10月，從社科院圖書館入藏鈴木源吾教授銅

像及文件數份。鈴木教授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
英語流利，日本戰敗後，他擔任日方與美國臺北領事
館及駐軍首長間重要會議上的通譯，也被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聘為經濟委員會的專門委員，同時也是臺大
法學院成立時留用教授，約在1948年左右返回日本。

此外鈴木教授也是日治時期高等商業學校畢業生及教
師，對於本校於徐州路校區的歷史極具意義。
六

恩格勒銀質獎章

▲

鈴木教授銅像

▲

恩格勒銀質獎章

2018年10月18日，入藏本校生命科學院黃增泉名譽
教授轉贈校史館恩格勒銀質獎章一枚，並發書函感謝
黃教授。此枚獎章為《台灣植物誌》第二版全六卷總
編輯黃增泉教授，代表接受國際植物分類學會頒發的
「恩格勒銀質獎章」。目前該枚獎章已展示在校史館
常設展區「學院成就與榮耀」之生命科學院展櫃中，
剛好與已展示的《台灣植物誌》相呼應。

七

臺北帝國大學臨時證書及
國立臺灣大學第一號畢業證書

2018年11月15日《出類拔粋：國立臺灣大學創校
九十年從帝大到臺大建校特展》於校史館舉辦開展典
禮，典禮上由本校機械系劉鼎嶽教授家屬轉贈的臺北
帝國大學臨時證書及國立臺灣大學第一號畢業證書原
件給本校，該兩份證書見證1945年臺北帝國大學轉制

為國立臺灣大學的歷史，對於本校是非常珍貴的歷史
文物。
八

▲

郭大維代理校長（右）代表本校接受劉鼎嶽教授家屬捐贈文物

▲

右為校門門柱燈具

校門門柱燈具（復刻）入藏

因教學二期機車停車場工程而拆除本校基隆路三段

156巷校門之門柱，該門柱為復刻仿製本校臺北帝國
大學時期之門柱，拆除後門柱上燈具移轉至校園規劃
小組存放。應校史館籌辦《出類拔粋：國立臺灣大學
創校九十年從帝大到臺大建校特展》之需要，由校園
規劃小組移轉該門柱燈具給校史館入藏並作為特展之
展品，讓報廢的校園家具有新的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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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展覽與講座
一

開啟B03時空膠囊@校史館

2018.3.17

選在臺北帝大創校日的下午辦理「開啟B03時

空膠囊@校史館」活動，當年實際參與時空膠

囊的B03同學約有36位出席。活動從播放回顧
影片揭開序幕，現場B03的心理系楊同學自願
擔任開箱人，開啟封存三年多的時空膠囊。接

著邀請所有與會的B03同學，一一上臺打開信
件，如果本人剛好在現場，由本人大聲唸出當
年所寫的信件內容，若未在現場，則由相同學
院系所同學代讀。由於時空膠囊信件數量相當
多，原定一小時的開箱活動無法全數開完，因
此活動結束後，繼續將所有信件開啟完畢，並
歡迎同學來信索取信件電子檔。
二

B03時空膠囊手稿展 2018.4.15-4.30

於校史館閱覽桌辦理「B03時空膠囊手稿

自願擔任開箱人的楊同學（左）與校史館張組長（右）一同開啟時空膠囊

▲

展」，展示3月17日開啟的兩百多封時空膠囊
手稿原件，並且搭配開啟活動當天的照片輪

播。凡是當年參與撰寫時空膠囊活動的同學，
展覽期間出示學生證核對身分，即可向校史館
索取本人的手稿原件複印或複製電子檔留念。

▲

▲

手稿展文宣

所有當天與會的B03同學與工作人員合影

▲

時空膠囊手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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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留言一句 傳情百年」活動
2018.6.11-7.6

邀請本校應屆畢業生，為30年後的自己書寫一段

後青春時代的記憶。6月10日畢業典禮並於綜合

體育館第二會場加開場次，歡迎同學留言傳情。
四

畢業季密室逃脫

2018.6.4／6.6／6.7／6.8

6月畢業季辦理共8場次的校史館密室逃脫活
動，提供給應屆畢業生離校前的一個特別的回
憶。此外，透過密室逃脫方式，讓參與者能夠

▲

留言一句，傳情百年 X 百年校慶時空膠囊活動

▲

逃脫成功的同學們歡興鼓舞

▲

透過大富翁問答遊戲，加強學員習得知識

大幅度的了解校史館及臺大校史，讓校史館除

了作為博物館外，有著另一種空間使用的可
能。
五

配合博物館群學習體驗營，辦理共同課程
「臺大人生存寶典」
2018.8.17 ／ 8.20／ 8.22

配合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校史館推出
「臺大人生存寶典」課程，作為三梯次的共同
開場課程。前半場以簡報帶領學員初步認識臺
大，認識臺大著名的地標，例如校門口、椰林
大道、傅園、傅鐘、醉月湖、小福、總圖、校

史館等，以及介紹簡單的臺大校史與校園生
活；後半場則以大富翁遊戲分組競賽，驗收學
員習得的知識。
六

配合圖書館新生活動「斜槓武士覺醒」
2018.9.3－9.28

配合圖書館辦理2018年新生活動「斜槓武士覺
醒」，作為獨立關卡的校史館推出題目為：請
新生至校史館內最「熱情」的展區（川流廳南
洋特展），從繽紛的球池中取出一顆最喜愛顏
色的彩球至服務臺兌換題目，題目的答案均可
從南洋特展中的展版文字中尋得。藉此機會，

對大一新生介紹臺大博物館群。期間開館19
天，共計356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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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出類拔粋：臺大創校90年從帝大到
臺大創校」特展 2018.11.15－2019.9.30

適逢臺大9 0年校慶，校史館川流廳推出「出
類拔粋：臺大創校90年從帝大到臺大創校特

展」。展場主要分成四大單元：(1)讓學術研究
在臺灣成為可能－臺北帝大：回溯本校創校時
期的根基與歷史，探究九十年前臺北帝大的籌

備與成立。該區包含1920年代臺灣設立一所大
學的臺人與日人觀點、推動臺北帝大創校的三
位關鍵人物（伊澤多喜男、幣原坦、大島金太
郎）、創校所需的錢、地、人從哪裡來？臺北

▲

11月15日下午開幕式，郭大維代理校長和與會貴賓合影

▲

「出類拔粋：臺大創校90年從帝大到臺大創校」特展開幕式，與會貴賓合影

▲

「讓學術研究在臺灣成為可能－臺北帝大」主題展區

帝大正式成立後的學術體系發展、臺北帝大學
生來源、日治時期與臺大有關的臺灣第一人；

(2)戰亂蹂躪後的重生－臺大早期：1945年，二
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派員接收臺北帝國大學，
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該區內容描繪羅宗洛校
長接收過程、呈現光復初期的篳路藍縷，例如
變動頻繁的校長、第四任校長傅斯年的建樹、
變局下的主管安排、以及當多數的日籍教師及
全數的日籍學生遣返回日後，臺大的師資及學

生來源等；以及(3)早期教具與文物和(4)早期校
園景觀等。
八

玖拾．究史：臺大創校90年校慶講座

2018.11.23

為慶祝本校創立90週年，校史館與歷史學系於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玖拾．究史：

臺大創校90年校慶講座」，計邀請7位教授們演
講6個講題，題目與講者依序為：(1)臺大校史與
經典研究／歐素瑛（國史館纂修暨臺大歷史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2)臺大初期理農部老師對
臺灣發展的貢獻／張文亮（臺大生物環境系統

工程學系教授）、(3)展示學術：1930年代的臺
北帝大與日本學術協會／呂紹理（臺大歷史學
系教授）、洪廣冀（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

授）、(4)臺北帝大南洋史學及其戰後遺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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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窈（臺大歷史學系教授）、(5)解讀臺大建築

臺大百年校慶時空膠囊 2018.11.15－11.30

九

之時代精神／堀込憲二（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兼

校慶期間特舉辦「臺大百年校慶時空膠囊」活

任教授）、(6)追尋臺大精神／陳弱水（臺大歷

動，邀請臺大人寫下給十年後自己的話，投進

史學系特聘教授）。該講座參與踴躍，共吸引

校史館時空膠囊專屬信箱，將在十年後2028

超過190人次，活動圓滿成功。

年臺大百年校慶時開箱，邀請大家回來一同見
證。校史館工讀生協助設計海報文宣、活動宣
傳，服務課同學協助設計吸引投遞時空膠囊的
抽獎遊戲（自製木造彈珠檯），並於活動期間

內中午排班至小福、小小福、活大等地區宣
傳。參加者領取專用信紙及授權書後，只要於
活動期間內將時空膠囊信件及簽妥的授權書，
繳交至校史館二樓服務臺並投箱，就可參加現

慶

臺大創校

校

場抽獎，校慶期間共計409人投遞時空膠囊。

講

90
年

座

攝影・凌德麟

08：30－09：10

報到

09：10－09：20

致歡迎詞

09：20－10：50

臺大校史與經典研究
歐素瑛

10：50－11：50

國史館纂修暨臺大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臺大初期理農部老師對臺灣發展的貢獻
張文亮

臺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11：50－13：00

午餐

13：00－14：00

展示學術：1930年代的臺北帝大與日本學術協會
呂紹理
洪廣冀

14：00－15：00

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臺北帝大南洋史學及其戰後遺緒
周婉窈

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15：00－15：20

休息

15：20－16：20

解讀臺大建築之時代精神
堀込憲二

16：20－17：00

陳弱水
17：00－17：20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前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

追尋臺大精神
臺大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綜合討論

11.23
2018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
Friday

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

玖拾．究史：臺大創校90年校慶講座海報

▲

發表者綜合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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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絡 電 話
臺大校史館
02-33662362
報名網頁

研討會網頁

▲

將完成的時空膠囊信件投遞進信箱

▲

「臺大百年校慶時空膠囊」投箱後，即可玩彈珠檯依據號碼 兌換小禮

延伸營運
十

館員的校史時光：訪舊總圖書庫與觀展

2018.12.28

校史館邀請圖書館同仁參觀舊總圖老書庫，以

及「出類拔粋：國立臺灣大學創校90年從帝大

到臺大建校特展」，2個小時內校史館同仁輪番
導覽，共17位圖書館員報名參加，大家共度一
個愉快的下午。

▲

圖書館同仁於舊總圖老書庫合影

▲

9月8日校史館志工專業訓練

▲

11月17日校史館「出類拔粋」特展導覽暨培訓課程

志工培訓

經由臺大博物館群在8月的志工聯合招募活動，校史館

共募集新進志工計20人，9月8日上午辦理校史館志工
專業訓練課程，包括3場次演講及校史館深度導覽介

紹；11月17日晚間辦理校史館「出類拔粋」特展導覽暨

培訓課程。本館新進志工經過三個月的訓練與實習，

已全數通過考核，已於12月起正式執行服務臺值勤、
展場服務、中、外文導覽解說等工作。

館務見習

淡江大學圖書館學系三年級實習生黃湘云，暑假至校

史館營運組實習共計120小時。負責校史館部落格的
後臺進行上稿文章故事、服務臺輪值、繕打訪談逐字
稿等，也協助博物館群的志工聯合招募培訓講座、兒
童學習體驗營、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交流會等活動的
服務與接待。

臺大圖書館年報 | 67

拾貳

延伸營運

紀念品開發
一

從帝大到臺大：「校徽」更迭地毯書籤

配合臺大創校90週年開發紀念品「從帝大到臺
大：『校徽』更迭地毯書籤」。書籤正面上方
是日本時代臺北帝國大學學生角帽上的徽章；

中間是1947至1948年短暫出現過的臺大證章；

下方徽記則是出自1958年出版的畢業紀念冊，
當時的大專院校校徽幾乎都是三角形，中間置
入校名以及代表學校特色的圖案。
二

臺北帝大財產標籤牌復刻吊飾共 3 款

▲

從帝大到臺大：「校徽」更迭地毯書籤正背面

▲

臺北帝大文政、理農、本部財產標籤吊飾

▲

「出類拔粋」紙膠帶

為慶祝創校 90 週年開發紀念品「臺北帝國大
學財產標籤牌復刻」，挑選館內三件藏品的財
產標籤牌進行複刻，分別是：臺北帝國大學本
部書桌、文政學部標本展櫃、理農學部卡片目
錄櫃。藉由財產標籤牌復刻及背卡古老傢俱說

明，讓大眾認識90年前大學的組織及具有文化
資產價值的文物。
三

「出類拔粋」紙膠帶

配合校史館於校慶推出的「出類拔『粋』：國立

臺灣大學創校90年從帝大到臺大建校特展」，

因而開發特展紀念品：紙膠帶。使用元素包含：
臺靜農教授的校名書法、陳維昭校長的「校史
館」題字、傅鐘圖樣、雷文及校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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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迄今80餘年，累積數以萬計獨特珍貴文獻史料、標本與文物藏品，並由校內
各系所單位設置多處不同屬性、規模之博物館進行典藏展示，以支援教學研究所需，同時見證本校發展歷程點
滴。合作館計有校史館、人類學博物館、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本館、農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

動物博物館、檔案館及醫學人文博物館等十館。2005年，臺大圖書館銜命辦理「臺大博物館群」整合業務；
2007年11月15日正式啟動，成功開創大學博物館的新格局。

活動、展覽、研討會
一

杜鵑花節定時導覽與博覽會設攤位 2018.3.10-3.11 / 3.17 / 3.24

杜鵑花節期間，臺大博物館群與訪客中心共同主辦三梯次博物館群定時導覽，共73人次報名參加。並於3

月杜鵑花節參加社團博覽會擺攤，宣傳臺大博物館群。且為配合臺大90週年校慶主題，博物館群推出集

卡活動，讓參與者在完成十館參觀巡禮蒐集完卡片後，能拼出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地圖，一窺臺大校園
早期的樣貌。

▲

博物館群定時導覽

▲

臺大博物館群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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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群十週年紀念暨南洋特展開幕」
感恩茶會 2018.3.20
辦理「博物館群十週年紀念暨南洋特展開幕」
感恩茶會，邀請博物館群成立十年以來，所有
參與的老師與工作夥伴共襄盛舉。當天由校史
館張安明組長擔任主持人，活動一開始先播放
博物館群回顧影片，接著由陳光華館長致歡迎
辭、郭大維代理校長、李嗣涔前校長致詞。之
後大家自由交流餐敘，並可自行選擇前往川流

▲

博物館群10館一家親，大夥兒笑得真開心

▲

校長、館長們來為博物館群慰勉、鼓勵

廳參加南洋特展深度導覽。
三

看電影《海洋奇緣Moana》＆
『南．洋』文化饗宴 2018.3.31

杜鵑花季期間，針對博物館群10週年「南．
洋：臺大博物館群東南亞與大洋洲點藏」特展

舉辦「看電影《海洋奇緣Moana》＆『南．
洋』文化饗宴」推廣活動。由本校博物館群、
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主辦。除了放映迪士尼動畫電影《海洋奇緣》

（Moana）之外，還有四位同仁與同學的東南
亞、大洋洲文化及神話的分享：大洋洲毛伊神

話、馬來西亞的華教、「pantang」：從禁忌
談起、紐西蘭原住民PUKANA遊戲。
四

南洋特展推廣活動及專題網頁製作

配合杜鵑花節活動，校史館川流廳「南洋：臺大

博物館群東南亞與大洋洲『點』藏」特展於3月
9至12日連續三天，安排在特展拍照區下方的球

▲

Mabel同學帶領大家體驗紐西蘭的PUKANA遊戲

▲

杜鵑花節臉書拍照打卡活動

池，隱藏裝有小禮物兌換券的驚喜扭蛋，只要

訪賓找出扭蛋，並且於臉書拍照打卡上傳，就

可拿扭蛋至服務臺兌換臺大博物館群十週年特
製紀念品，藉此行銷宣傳該特展。

另外，為完整保留該特展內容，特地製作專題
網頁並拍攝環景，並且新增展版英文內容，該

特展於9月30日結束，網站可為該特展留下永遠

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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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交流
五

悠遊一夏 探索臺大：臺大博物館群兒童
學習體驗營 2018.8.17 / 8.20 / 8.22

一

主辦大學博物館聯盟第三次交流會
2018.8.21

今年由臺大博物館群主辦大學博物館聯盟第三次交

本營隊分三梯次辦理，第一梯次為：校史、人

流會，會中舉辦專題演講，由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

類、地質、昆蟲；第二梯次為：校史、動物、

研究所張婉真教授主講「博物館、數位技術與策

農陳、檔案；第三梯次為：校史、物理、植

展」；成功大學簡報出席「2018 ICOM－UMAC」

物、醫學，三梯次活動起訖時間相同（8:40報

情形以及新進成員簡介。當天帶領成員館人員參觀

到～17:10賦歸），校史館提供的整體介紹課程

臺大磯小屋及校園導覽，最後進行綜合討論，針對

則安排在三個梯次的開場。體驗營一共招收60

「是否進行聯盟的聯合策展」、「擬聯合籌劃以

名學員，學員除了來自雙北地區之外，有家長

臺灣地區大學博物館或臺灣文化相關主題的特展於

從桃園專程接送，更有多人專程遠從臺南、臺

2019年至日本京都移展」以及「第四、五次交流會

中、苗栗前來參加。這次的體驗營考量各項管

議」等議案進行討論。

理成本，報名費雖有提高，事前已透過分階段
促銷方案，例如早鳥價、團體報名價、超值優

此外，博物館群亦於今年2月組團赴臺南參與國立

往，報名費亦包含營服製作，活動收入能支應

會」，會中討論「未來推廣教育活動、國內外共同行

成功大學主辦「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第二次交流

惠價加選等設計，提供民眾選擇。今年不同以

銷之可能性」、「巡迴移展之可能性：簡介『藝遊宇

活動整體開銷，圓滿達成任務。

宙』、『豆豆與神父』、『科技豪捷』」；11月赴臺
灣師範大學，參與該校主辦的第四次交流會。

二

「2018 APRU校長會議」各國校長訪問團
之博物館群參訪 2018.6.24

配合今年臺大主辦APRU校長會議，6月24日下午
分為三個路線為貴賓英語導覽本校博物館群：校史
館／人類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物理文物廳與醫
學人文博物館。藉由豐富標本館藏、懷舊氣氛的布

▲

動物博物館：辨識動物標本骨頭不同部位的形狀與功能

▲

大學博物館聯盟第三次交流會合影

展、精采深度的博物與校史導覽，提升本校形象。

▲

為APRU貴賓進行校史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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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招募

開發創校90年博物館群紀念品

公室今年聯合校內各博物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

年博物館群同慶筆記本」，使用臺大博物館群LOGO

因應臺大博物館群志工人力短缺情形，博物館群辦

適逢臺大創校90週年，博物館群辦公室特製「臺大90

本館、農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動物博物館、醫

建築，採風格典雅、裸背筆記本的設計樣式，大小為

學人文博物館），擴大辦理2018年臺大博物館群

志工招募。經歷一個月餘的作業，總共招募到75名
志工，並已於今年8月18日完成志工特殊訓練之培

訓講座，包含四場次演講及各館人員與志工交流，

明信片尺寸，以便於博物館群師生出田野時口袋隨身
攜帶使用。該筆記本主要分配至各博物館群成員館使
用於校慶推廣活動。

與會人數達90餘人。

▲

▲

志工召募海報

▲

8月18日臺大博物館群志工培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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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自2006年7月21日起營運「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原圖中心）」，
以專門圖書館為定位，致力於徵集與整理國內外原住民族相關議題的研究資源，提供讀者閱覽利用。

館藏資源與利用

原圖中心關注國內外原住民族發展狀況、重要議題等
相關研究方向進行館藏徵集，範圍遍及原住民族相關
研究學門，包含：一般論述、參考書、宗教與信仰、
自然科學及技術、社會與民俗、人口與經濟、教育、
政治與法律、醫藥及心理、歷史、語言與文學、藝術
等，廣泛徵集各大類圖書資訊資源。

資料類型以中文、日文、外文圖書、多媒體影音資料
與電子資源為主，持續發展館藏內容的深度及廣度。
2018年原圖中心總館藏量近4萬冊（件）。

▲

原圖中心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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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一

閱覽服務概要

原圖中心典藏之各項圖書資料服務提供館內閱

推廣活動與展覽
一

覽使用，不開放外借；凡關心原住民族議題且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等介紹，並示範原資網操作，以

源。開放時間除國定假日與校定假日外，每日

及中心內資料查詢利用方式，引導使用者更有效且

開放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8:00-18:00，週六

妥善的利用中心內實體與線上各種資源。

9:00-17:00；每月最末週三為閉館日。

（件），入館人次計有5,505人次，其中具原住
民身分者共560人。
二

原圖中心針對不同使用者提供客製化導覽服務，導
覽內容包含原圖中心成立與特色、各項資源使用、

年滿18歲之讀者即可進入本中心利用館藏資

2018年原圖中心館藏資料使用量5,414冊

參觀與導覽解說

2018年原圖中心共進行15場導覽，計有302人次。
二

特展與座談研討會

2018年原圖中心與臺大圖書館、臺大人類學系暨

人類學博物館、臺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合作籌辦

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入口網改版

「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文化再發現」特
展。[相關條目參閱本年報36頁]

原圖中心於2018年10月完成入口網改版上線，
以使用者檢索習慣為設計原則，強化網站之視

2018年3月31日與臺大博物館群合辦「看電影《海

覺呈現，並結合原圖中心實體書目與線上資

洋奇緣Moana》＆「南・洋」文化饗宴」映後討論

源、活動訊息等各類型資訊，以因應數位時代

活動，期望藉由電影觀賞與映後文化分享，讓參與

之需求，提供讀者更多元、更便捷、更親切的

者對東南亞以及大洋洲文化有更多的認識。[相關

資訊整合入口網服務。

條目參閱本年報70頁]

2018年6月8日與臺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AWAKE, A Dream from Standing Rock》的放映
座談會，邀請導演Myron Dewey分享世界原住民族
環境正義議題。

▲

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入口網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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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KE, A Dream from Standing Rock》放映會後合影

延伸營運

三

合作辦理新書發表會

2018原圖中心共辦理三場新書發表會：

2018年2月8日《Lmuhuw語典・泰雅族口述傳統重要語彙匯編（1）》新書發表會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原圖中心、臺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共同合辦，當天眾多原住民藝師、創作者、學者等人皆熱情參
與，共同見證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成果。

2018年4月21日與臺大出版中心合辦《「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新書發表會。

2018年9月12日舉辦《他者視線下的地方美感──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文物》新書發表會。

▲

四

《Lmuhuw語典》新書發表會與會來賓合照

▲

《「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新書發表會

執行「播下希望的種子」部落贈書計畫

部落贈書計畫啟動至今已走訪過30個部落，2018年陸續走訪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民小學、南投縣羅娜部
落的阿滵弩全人發展協會，及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透過贈書活動為部落盡份心力，並促進部落與原

圖中心間的互動與合作。

▲

▲

南投縣羅娜部落：阿滵弩全人發展協會

▲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民小學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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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展

原圖中心常設的主題書展，2 0 1 8 年策畫以下主題：

1.「Yaku ka Kaxabu a saw：噶哈巫的復振之路」
2017.11.11-2018.3.31

2.「重訪伊能嘉矩」2018.4.1-7.31

3.「臺灣原住民族文學」2018.8.1-12.31

分別呈現平埔族群的運動的艱辛過程、日治時期人

類學家研究的再讀，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的精彩創
作，透過書展讓讀者再深入發掘臺灣原住民族多元

的文化、歷史與中心所藏的豐富資源。

六

週六電影院

▲

原圖中心2018年主題書展

▲

原圖中心週六電影院海報

原圖中心自2007年3月開始規劃週末影片放映活

動，至2018年止已播放96部影片。挑選以臺灣及世
界原住民族群、臺灣歷史、多元族群教育、社會環

境議題等為放映主題，期望透由影片放映活動，觸
發參與者認識並關心全球族群議題。
2018年播放片名如下：

1月

2月

3月

4月

滾拉拉的真愛旅程 ／女獵鷹人

52赫茲我愛你 ／ 「很久沒有敬我了你」電影‧
音樂‧劇－跨界紀實
打不倒的勇者 ／奔跑吧，人生！
鐵道下的貧民窟 ／ 披薩的滋味

5月

世上最美的奇蹟 ／ 一千次晚安

7月

海 ／ 逃出亞馬遜

9月

馬拉拉：改變世界的力量 ／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6月

8月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跨性夏威夷
被出賣的台灣 ／ 當龍吞了太陽

10月 高更：愛在他鄉 ／夏威夷公主
11月 夢幻部落 ／ 失落之城
12月 10+10 ／ 幸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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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一

原圖中心電子報

為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並提供讀者即時訊息，
原圖中心於每月底發行次月電子報，自2007年

5月起發行至今，內容包含「近期活動消息」、

「原住民族相關活動報導」、「原圖中心館藏導
覽」、「國內外原住民資訊網站介紹」、「原民
快訊」等。2018年發行第111期至第122期。

電子報網址：

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134

二

▲

原圖中心電子報

▲

2018原圖特刊

原圖特刊

自2011年起發行《原圖特刊》，精選當年度的

電子報內容，以印刷形式發行出版，同時出版電
子版，與讀者一同分享每年度原圖中心的努力成
果。

特刊網址：

https://tiprc.apc.gov.tw/sites/default/files/
tiprcbook_2018.pdf

臺大圖書館年報 | 77

Statistics

拾參

綜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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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7

2018

1,846,752

1,866,108

1,887,162

2,388,036

2,401,998

2,410,040

2,957,174

3,145,125

3,234,375

227,623

245,087

245,087

214,097

214,097

214,097

183,413

185,462

186,932

27

27

19

2,369

2,157

2,063

4,432

4,204

4,324

52,940

54,046

54,081

11,889

12,328

12,387

570

598

627

公開取用電子書（冊）
微縮資料（片、捲）
視聽資料

現期報紙（種）

現期中日（韓）文期刊（種）
現期西文期刊（種）
電子期刊（種）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種）
資料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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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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1,238,309

1,122,752

1,130,617

374,001

326,637

355,683

950,005

948,401

960,628

2,562,315

2,397,790

2,446,928

綜合統計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讀者別

總圖書館

2016
校內

校外（含校友）

24小時自習室

社科圖

小計

校內

醫圖

校內

657,928

663,585

235,312

205,625

239,805

950,005

948,401

960,628

1,917,002

1,811,954

1,864,018

319,340

274,432

277,896

98,001

83,744

83,799

417,341

358,176

361,695

160,299

157,760

156,134

35,615

33,596

26,678

195,914

191,356

182,812

26,985

32,632

33,002

5,073

3,672

5,401

32,058

36,304

38,403

2,562,315

2,397,790

2,446,928

校外（含校友）

系所圖書室
（數學系、物理系、化
學系與法律學院）

小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小計

總計

2018

731,685

校外（含校友）

小計

2017

圖書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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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百分比

2017

百分比

2018

百分比

102,235

28.4%

91,209

28.6%

88,099

29.1%

35,106

9.8%

29,904

9.4%

29,224

9.7%

123,583

34.4%

105,502

33.1%

95,885

31.7%

56,767

15.8%

55,552

17.4%

58,402

19.3%

11,186

3.1%

10,340

3.3%

10,582

3.5%

17,238

4.8%

17,207

5.4%

13,506

4.5%

13,488

3.7%

8,885

2.8%

6,728

2.2%

359,603

100%

318,599

100%

302,426

100%

臺大圖書館年報 | 79

拾參

綜合統計

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2016

文獻傳遞─外來申請（件）

文獻傳遞─對外申請（件）
小計

圖書借閱─外來申請（件）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小計

總計

2017

2018

14,052

11,753

11,490

1,784

1,338

1,732

15,836

13,091

13,222

17,114

18,843

18,341

2,806

2,695

2,430

19,920

21,538

20,771

35,756

38,640

33,993

電子資源使用
電子資源類型

2016

網路資料庫 （點擊次數）

註：包含公開取用電子書及付費電子書全文使用統計

761,409

891,154

273,522

216,576

166,294

14,586,574

15,129,096

14,910,196

機構典藏

項目

收錄書目資料
全文資料

2018

763,038

電子期刊 （點擊次數）

全文使用 （次數）（註）

2017

臺大學術典藏
項目

2016

2017

2018

209,042

222,015

222,853

77,855

85,009

85,111

2018

本校研究人員
研究產出

2,678
241,313

計畫

網站典藏

9,626

本校產出資料

268,940

全文資料

項目

2016

網站數量

網站版本數

2017

2018

8,000

10,000

10,950

30,528

36,500

38,000

65,951

參考與推廣服務
參考諮詢（件）

項目

利用指導
引導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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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70,581

69,765

52,751

8,657人 / 298 場

8,610人/ 277 場

8,430人/ 251 場

3,901人 / 189 場

3,677人/ 222 場

1,928人/ 161 場

總圖書館

Main Library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Tel

Fax

+886-2-3366-2326
+886-2-2363-4344

E-mail 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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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886-2-2365-8902

E-mail ntukoolib@ntu.edu.tw
web.lib.ntu.edu.tw/koolib/

醫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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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uml.m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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