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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適逢本校創立九十周年，臺大圖書館在全體同仁的努力

之下，推出臺大學術典藏系統（NTU Scholars）、啟用自動化書庫

系統（NTU ASRS）、建置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NTU SLIM）、
發展領域網絡分析服務（DNA Services），完成了多項重大任務，

不同面向的成果好似水到渠成，讓本館好整以暇地邁入2019年，並

在這一年落實各項更全面、更有效率、更符合學術圖書館角色的服
務。

NTU SLIM系統上線之後，本館積極宣傳各項服務功能，並推

動利用指導服務以及舉辦服務工作坊，持續匯集與採用讀者使用

端與館員管理端的意見與建議。目前NTU SLIM已完成整合實體館
藏、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數位化館藏系統於單一平臺，成功
介接自動化書庫系統，以及本館近20個自行撰寫之業務程式如尋

書系統、薦購系統等。更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雖有陣痛期，但隨

著NTU SLIM漸趨完備，讀者已樂於使用NTU SLIM的一站式資訊檢
索功能，並申請各項閱覽相關服務。除此之外，本館在2019年啟

用悠遊卡繳費服務，讀者以悠遊卡繳納圖書逾期滯還金、賠書款、
閱覽證遺失工本費等，簡化了付款與退款流程；對於臺灣大學系統
三校一卡通用服務，提高借閱至10冊並開放續借1次，亦提供三校

讀者共同使用討論室；學科館員積極地前進系所，親赴53場系所

會議，與逾千位教授進行面對面的圖書資訊服務交流，成功將DNA
Services、NTU Scholars推介給每位教師。對於圖書館的各項服

務，同仁們總能以讀者的角度去思考、規劃與實施，持續推出新服
務或擴大服務範圍，因此獲得來自各方的好評與肯定。

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經營校史館與統籌博物館群是校方授予本館的延伸任務，2019年6月本校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博物館群營

運要點》，我隨後獲聘為博物館群功能性總館長，並邀得胡哲明教授擔任副總館長，共同為校級總博物館的設

置投注心力。在國際交流上，我們至日本京都參加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2019年會，並發表2篇海報論文；
在國內的交流互動上，我們以臺大博物館群名義申請加入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獲得審查通過，成為甲種團體
會員，旋即以觀察員身分首次參與會員大會，並參加2019全國博物館論壇北區場次。

本館另一延伸營運項目｢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目前是全球最大線上佛學研究主題資料庫，由本校哲

學系榮退教授釋恆清法師於1995年肇創，2003年起由本館接手營運，至2009年移至本校文學院執行，2018年4
月起再度由本館接續承辦。佛圖收藏逾41萬篇書目資訊、7萬篇全文檔案、內容含括全球45種語言以及15種資
料類型，在計畫同仁孜孜矻矻勤奮不懈之下，每年皆有豐碩成果，亦自2019年起將其年度成果納入本館年報內
容款目。

2019年報編輯完成之際，已是2020年4月。此刻，一場方興未艾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正改變全球

各國的生活方式，大學圖書館的服務模式亦深受影響。所幸在國家的專業應變下，圖書館配合政府與學校的各
種防疫措施，適度適時地調整服務對象、內容與方式，終能持續開館並提供各項服務。我要特別感謝全體同仁
共體時艱，證明了圖書館有能力面對不同難題與挑戰，更期盼全球疫情早日過去，各地圖書館得以重新營運提
供完全不打折的服務，亦能恢復彼此間的訪問交流，共同為更優質的圖書館發展貢獻心力。

謹誌，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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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Overview

圖書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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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歷史。

由於校區分散及歷史淵源，校總區有總圖書館、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以下簡稱社科圖）、自動

化書庫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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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指導及研究支援等服務，並依據師生需求提供
多元使用空間。此外，更透過本館網頁（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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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底，總館藏量已逾820萬冊／種，是目前國內館藏資料量最豐富的大學圖書館。本館組
織如下一覽：

館長

圖書委員會

副館長
館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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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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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現況

Spotlight

參

重要工作成果

重要工作成果
舉辦「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藏書贈藏儀式暨座談會」
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同為著名小說家與本校校
友，圖書館自2008年開始，透過柯慶明教授居中
聯繫，獲得李渝教授同意捐贈藏書，於2015年

將300箱的圖書以海運方式運送回臺，其後再經

過一年多的整理、編目與上架，於2016年6月完
成贈書處理，共計中西文圖書9,419冊，期刊562

冊。兩人的藏書以文史哲和藝術類圖書為主，分

別入藏總圖書館和臺文所。2018年4月更在郭松
棻長子郭志群先生同意，妹妹郭珠美教授等協助
下，簽署「郭松棻先生手稿資料永久寄存與重製
合作同意書」，本館不僅代為保存郭松棻的手稿

資料，更預計將其數位化，未來開放各界瀏覽與研究利用。
為表達感謝之意，本館與本校臺文所合作，於2019年3月25日在本館日然廳舉辦贈藏儀式暨座談會，郭
松棻的公子郭志群、郭志虹，妹妹郭珠美教授，妹夫阿久津英和其他親人，皆特地從美國回臺參加贈藏
儀式。當日座談會邀請國內多位臺灣文學研究的名家出席，深入探討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作品的時代
背景與成就，會中反應熱絡，會後佳評如潮。現場同時精選兩人的藏書和手稿進行微特展。為保存這場
經典的儀式與座談，重現二位小說家驚人的魅力，活動全程錄影，並上傳至本館影音@Online。

▲

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藏書贈藏儀式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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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工作成果

辦理「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贈藏儀式」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係財團法人台灣亞太
發展基金會前身所屬檔案，對於研究戰後臺灣
文化政策變遷等具有指標意義，由本校歷史系
陳翠蓮教授於2018年9月上旬與圖書館聯繫，

希望爭取該批檔案入藏。因本校前身為日治時
期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歷來累積許多獨特及
具有學術價值之相關圖書與文獻檔案，本館典
藏的臺灣資料舊籍數量尤其龐大，為臺灣史資
料重要的收藏機構。感謝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的捐贈，相信可以提升本館學術底蘊，並充實

▲

本校學術研究能量。為表達感謝之意，特於

贈藏儀式現場

2019年6月14日在本館第一會議室辦理贈藏儀式，邀請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康寧祥董事長、張郁仁董事
與本校歷史系陳翠蓮教授一同參與，場面隆重溫馨。

「前進系所」成功宣導NTU Scholars及DNA領域網絡分析服務
2019年3月至10月推動「前進系所」活動，學
科館員親赴系所會議進行圖書資訊服務簡報
交流，與教師們面對面接觸，增進與系所及
教師間的互動，達成提升臺大學術典藏系統
（NTU Scholars）能見度及宣導慎防學術詐

騙觀念之活動目標，同時藉此機會行銷本館針
對研究者或院系所量身打造的領域網絡分析服

務（Domain Network Analysis Service，簡稱
DNA Service）。該服務以視覺化圖型呈現領

域內主題發展的現況，產出領域分析報告，提

▲

館員至財務金融學系進行前進系所活動簡報

供教師辨識研究典範及新興趨勢，並發掘潛在合作對象。

「前進系所」活動總計聯繫校總區7個學院67位系所主管，成功獲得53個系所同意，單位達成率79%，
共計觸及約1,090位教師。走出圖書館的主動行銷也讓DNA服務在推出的次年，服務量翻倍成長，總計
受理24份申請單，產出包含研發處八大研究中心、生技系等2份單位分析報告，以及22份教師個人研究
領域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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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成果

完成《國立臺灣大學校級總博物館規畫構想》草案
為準備「校級總博物館」之設置規劃，博物館群總館長陳光華教授與副總館長胡哲明教授領導博物館群

工作團隊，自2019年10月23日起帶領博物館群辦公室成員，密集拜訪各院院長及成員館館長，溝通參
與博物館意向並交換意見，已彙整完成《國立臺灣大學校級總博物館規畫構想》草案，並提交校務會議
專案報告。內容包含：緣起、使命與功能、組織編制與人力、選址與空間規劃、聯合庫房選址、營運模
式、其他合作單位、所需經費、工作排程等。

▲

10月31日拜訪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

▲

11月8日拜訪臺大醫院陳石池院長

主辦「2019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由本館擔任召集館的「臺灣OCLC管理成
員館聯盟」自成立以來迄2019年已是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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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於本館國際
會議廳舉辦會員大會。

本次會員大會共計66個單位124人與會，會
中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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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辦
事處楊舒萍經理、淡江大學資圖系陳亞寧
副教授及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王麗蕉主任
分享新知與實務經驗。此次會員大會同時

▲

陳光華館長與得獎者合影

舉辦新任聯盟主席選舉，本館陳光華館長獲票選為下一任聯盟主席，任期至2022年底。當天會議圓滿落
幕，與會館員熱烈交流，不僅促進圖書館同道拓展視野，也透過會員大會加強聯盟凝聚力，期待聯盟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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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肆

讀者服務

讀者服務

閱覽服務
一

新增悠遊卡繳款服務

本館於2019年3月試行悠遊卡繳款服務，提供讀者

二

配合本校眷屬卡開放申請，本館自2019年10月
起提供眷屬卡讀者入館閱覽服務，持眷屬卡讀

以悠遊卡繳納逾期滯還金，付款迅速不須找零，

者經閱覽組建檔後，可自行刷卡入館，亦可攜

服務上線後深獲讀者好評，遂於6月擴大辦理，

入個人背包及書籍，但不提供借書及自習室服

新增「圖書遺失賠償費用」、「閱覽證遺失工本

務。

費」、「置物櫃鑰匙遺失工本費」等繳款項目。
2019年透過悠遊卡繳費的讀者共計733人次。

提供眷屬卡讀者入館閱覽服務

三

修訂論文收繳作業服務

依據2018年11月28日新頒布之學位授予法，研
議修改本館現行論文收繳作業方式，修訂學位
論文延後公開說明網頁、「國立臺灣大學學位
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及「國立臺灣大學博碩
士論文授權書」之相關說明，並協助呈繳本校
紙本論文及電子檔案至國家圖書館典藏。

四

社科圖調整閱覽服務政策

1. 因應讀者建議，自2019年5月起調整廣播次
		 數，取消11:30、19:30播音，施行後效果良

▲

新增悠遊卡繳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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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讀者服務

2. 考量社科圖已逾新館落成宣傳巔峰期，經綜
		 合評估人力配置與服務內容，自2019年6

五

		 月起調整團體導覽申請規範與總圖一致，修

法律圖建置專屬網頁並升級臨時閱覽證

2019年利用「臺灣大學中英文網頁製作平

臺」工具，建置法律圖專屬網頁（http://

		 正導覽範圍限於一樓，且不接受商業旅行社

homepage.ntu.edu.tw/~ntukoolib） ，即時提

		 之申請，以維護師生閱覽環境之寧靜。

供法律學門相關資訊，延伸服務觸角，提升法
律圖形象及服務品質。

3. 2019年8月起訂定閉館後讀者提取留置物之
		 處理作業流程，並提供緊急連絡人電話，由

自2019年6月24日起，校外讀者臨時閱覽證改用

		 社科院承辦人轉知保全依原則協助辦理。

晶片感應卡取代條碼刷卡，提升進館效率。

▲

館際合作服務
一

升級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務

為增進本校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

三

榮獲107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第一名

2019年3月28日於淡江大學圖書館舉行第十四屆

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臺科大）三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二次會員大

一卡通用服務」再升級，提高借閱冊數為10冊，

前十名大專校院圖書館」第一名。

校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交流，2019年「三校借書

並開放可續借1次或延長最長借期至60天。2019年

本校計有2,523位師生申請「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

務」，臺師大及臺科大合計3,244人向臺大申請，

三校師生可持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逕至合作館借

閱圖書。
二

法律圖網頁

開放三校讀者共同使用討論室

會，本館獲頒「107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

四

簽訂館際合作圖書借閱服務要點

2019年陸續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

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以及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
新科技大學圖書館續訂館際合作圖書互借協議

書。

因應三校讀者共同選課、討論之需求，本館自

2019年10月28日起，開放臺師大、臺科大師生，

可與本校師生共同使用總圖討論室，惟須由本校

師生提出線上申請。臺師大與臺科大圖書館亦同
步開放三校讀者共同使用其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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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典藏服務
一

推動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營運

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自2018年10月正式啟用以

五

社科圖1樓開架閱覽區書架為螺旋式排列設計，讀

者尋書較為不易，為提升讀者服務品質，於2019

來，持續進行館藏搬遷，截至2019年底已完成近

年暑假期間進行書架標示改善計畫：

52萬冊圖書入庫作業。為力求提升服務品質，於

2019年7月1日至9月30日進行滿意度調查，以瞭解

1. 新增索書號指示箱；

書庫設備使用情形，調查結果顯示使用者對於各

2. 改變原指示箱正面呈現方式，改以標示架號

方面均感滿意。

二

社科圖進行書架指標改善計畫

		 及該架類號區段；

整理館藏並調整典藏架位

3. 書架間安插類號書擋，增進讀者取書及工作
		 人員上架之效率。

隨著自動化書庫正式啟用，積極進行待入庫館藏

的前置整理作業，包括圖書盤點與除塵除霉、回
溯建檔與紀錄修正、補貼條碼並視書況加裝保護

袋等。對於已完成館藏移置的區域，調整架位安

排以改善讀者瀏覽書架感受，提供更為舒適的閱

讀環境，並進行大規模過刊移架為日後館舍空間

調整預作準備。
三

管理閉架書庫並改善典藏環境

為容納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移回約9,000件之視聽

資料，特於多媒體服務中心增設閉架庫房，以移

置罕用光碟，提升空間使用效能。另於2019年12
月完成水源校區書庫館藏盤點，並將之全數遷入

自動化書庫，空間後續將歸還校方另做他用。此

外，為改善舊總圖書庫典藏環境，加裝通風扇定

時與感應設計，以達空氣對流之效。
四

社科圖進行紙本期刊使用調查

為了解社科圖紙本期刊使用率以做為未來空間調

▲

六

社科圖書架指標改善計畫

法律圖法學典範書屋正式啟用

法律圖一樓法學典範書屋自2019年6月27日開放使

用，以收藏法學名著、營造經典學習閱讀空間、
傳承臺大法律人治學風範為服務宗旨，廣泛徵集

教師推薦之法學名著及法律學院教師出版著作，
逐年增進館藏質量。

整規劃及續訂參考，特於2019年3月至5月進行紙

本期刊使用調查，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1. 669種期刊中使用227種，使用率為34%；

2. 現期期刊區使用192種、1,177次，使用率為
		 59.6%；

3. 過期裝訂期刊區使用66種、128次，使用率
		 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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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圖法學典範書屋

讀者服務

七

醫圖調整中西文現刊及休閒期刊架位至3樓參考室

為配合「醫學圖書館閱

讀討論區與行政辦公室
整建工程」，將原放置

於2樓之中西文現刊及

休閒期刊架位調整移至

3樓參考室內，以方便閱

覽。

▲

醫學圖書館中西文現刊與休閒期刊移至3樓參考室的右側高櫃

學科與參考服務
一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匯集本
校科研能量，永久典藏學術成果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為本校研究產出

的分享平臺，除完善的研究人員發布、維護與

匯出個人著作及簡歷功能，同時提供開放取用

（Open Access）與開放資料（Open Data）之環

境。本平臺由學科館員提供個人化更新服務，加
速教師著作清單之更新頻率，目前已開通2,801位

教師簡歷，並匯入257,498筆研究產出及72,477筆

計畫資料，其中收錄67,937筆全文檔案及研究數
據。

二

▲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

臺大圖書館館參考服務部落格

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建立優質知
識支援服務

本館於2010年創立「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

tul.blog.ntu.edu.tw），已累計發表842篇文章，

2019年造訪人次逾56萬（較2018年成長18%）、
點擊次數逾92萬（較2018年成長19%）。部落格

文章結合本館資源與服務、熱門時事，2019年新

增68篇文章，主題著重於「學術投稿停看聽」，

內容涵蓋投稿選刊、Open Access、掠奪型出版

等，並透過本館Facebook粉絲專頁、館訊、利用
指導課程等管道宣傳，為臺灣學術圖書館領域重

要之知識服務專業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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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讀者服務

更新「常問問題網站」，為讀者指點迷津

本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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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造訪人

次逾17萬（較2018年成長27%）、點擊次數逾35

萬（較2018年成長30%）。2019年更新逾80則條

目，包括英文版內容、學位論文繳交與上傳的相
關說明。

四

協助系所執行「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本校獲補助之「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圖書計畫」，已於2019年5月31日全數執行完畢，
總計自2006年起共執行117項圖書計畫，所採購

▲

臺大圖書館常問問題網站

▲

臺大圖書館專題書目

▲

社科院圖書館線上環景導覽系統

▲

ClinicalKey Student醫學學習平台的介面

圖書之借閱次數已逾42萬次，其中包含提供館際
借書次數逾2萬9千次。本館亦提供專題書目網站

（http://d8.lib.ntu.edu.tw/booklist），讀者可依計
畫別瀏覽購置之相關圖書。

五

社科圖更新線上參考資源

1. 因應新聞所新生利用指導需求，於2019年8

		 月13日更新社科圖網站之《新聞所新生線上
		 學習》網頁各項學習單元內容和連結。

2. 2019年9月新增社科院圖書館線上環景導覽

		 系統（http://cvweb.lib.ntu.edu.tw/main/
		 koolibpano/index.html）。

3. 利用Zuvio平臺設計圖書館利用指導課程之線

		 上測驗，讓新生能透過線上課程自我學習並
		 能立即獲知學習成效。
六

醫圖引進優質醫學電子資源

為支援醫學校區教學與研究，醫圖主動引進各種

新式醫學電子資源，提供醫學校區師生同仁們試

用，並參考使用心得與相關單位之需求後向醫院
提出訂購申請。2019年新訂「ClinicalKey Student

醫學學習平臺」與「Primal Pictures Anatomy.tv
3D互動人體解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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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研究支援服務
一

領域網絡分析服務量翻倍成長

研究支援組於2018年新創領域網絡分析服務（Domain Network Analysis Service，簡稱DNA服務），協助教師

或系所透過視覺化圖形，從海量的文章中快速掌握研究主題發展的歷史及現況分布，分析國際合作走向，可

做為領域發展方向的客觀參考指標。除在創立首年即完成10份報告外；2019年起更前進系所，積極深入院／

系務會議主動行銷，也讓DNA服務在推出的次年，服務量翻倍成長，總計受理24份申請單，產出包含研發處
八大研究中心、生技系等2份單位分析報告，以及22份教師個人研究領域分析報告，主題如下：
1. Dementia（失智症）

11. Asthma & In Vitro（呼吸道過敏與替代性試驗）

3. Atmospheric Pressure Plasma &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13. Intrinsically Disorder Protein（固有無序蛋白質）

2. Osteoporosis（骨質疏鬆症）

12. Skin Sensitization & In Vitro（皮膚過敏與替代性試驗）

（常壓電漿及介電質放電）

14. Nano-Medicine & Drug Delivery（奈米醫學與藥物傳遞）

4. Secondary Cell Wall &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15. Biosensor & Diagnostic（生物傳感器與診斷）

（次級細胞壁轉錄調節）

16. Exercise & Cancer（運動與癌症）

5. Chinese Syntax & Chinese Grammar（中文句法）

17. Exercise & Colon Cancer（運動與大腸癌）

6. Syntactic Analysis & Generative Grammar（句法分析與生成語法）

18. Exercise & Cancer Prevention（運動與癌症預防）

7. Nitrate Transport & Biotic and Abiotic Stress

19. Plant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植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植物遇逆境之膜上轉運蛋白分配）

20. Gut Microbiota & Metabolite（腸道微生物叢與代謝物）

8. Ambient Ionization & Mass Spectrometry（常壓游離質譜）

21. Telomere & Aging（端粒與老化）

9. Serpentine Soil（蛇紋土壤）

22. Rare Earth Elements（稀土金屬）

10. Allergy & In Vitro（過敏與替代性試驗）

二

轉換多樣工具精進研究分析成效

2019年利用Pajek及Citespace軟體，新增「主路徑

分析（Main Path Analysis）」，方便研究者瞭解

學科主要發展脈絡；利用Gephi及VosViewer軟體

發展「主題環（Topic Ring）」，以觀察系所研究

方向相較於同領域之發展趨勢差異及熱門群聚度
表現。

三

與研發處合作推廣，擴大DNA服務規模

2019年11月更新DNA服務2.0版說明網頁（https://

www.lib.ntu.edu.tw/events/2019_dna/），進一步

取得和研發處合作推廣的契機，未來在全校性的
徵求研究計畫信件中也能一鍵連結本網頁，以鼓

▲

主題環範例圖

勵教師申請DNA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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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讀者服務

醫圖研究力分析服務

醫圖長期投入文獻計量學研究，透過研究力分

析小組快速精確地支援醫學校區各種研究計畫、

學術評比等，協助醫學校區長官瞭解學術研究能

量。2019年除例行性研究產出分析報告外，更

配合醫院醫政會議各科部論文評比需求，提供

29個醫療相關單位相關論文評比數據，並透過

VosViewer軟體視覺化分析其研究脈動及合作型

態。

▲

DNA服務2.0版服務說明網頁

多媒體服務
一

豐富影音＠Online服務內容

「影音@Online」網站支援跨載具、跨系統的使用
介面，提供精彩館藏、達人推薦、網路電視、活

動實錄與數位化專案成果等豐富內容，並持續增

加專題演講相關影片及MOD版授權影片內容，提
供讀者優質的線上影音服務。

二

館藏推介服務，提升館藏使用率

1.「愛樂小沙龍」主題音樂館藏展

於多媒體服務中心增設「愛樂小沙龍」主題音

樂館藏區，展出不同主題之音樂館藏，供讀者

聆賞。

2.「愛閱小沙龍」主題影片館藏展

搭配圖書聯合推出「愛閱小沙龍」主題影片館

藏展，於多媒體服務中心展出實體館藏，供讀
者觀賞。

3. 主題館藏推介服務

為吸引讀者善加利用多媒體館藏，以圖書館

「影音Focus」部落格為平臺，編製各類影片
片單與介紹，向讀者推薦新進館藏、館藏評

析，以及與時事節慶等議題相關之主題影片，

並透過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增加館藏曝

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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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FB推介「影音Focus」館藏

讀者服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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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優化多媒體服務中心小團體區設備

更新小團體使用區設備為藍光光碟播放機，並增

設獨立耳機音量調整設備，提升讀者閱聽品質。

熱門影音排行榜，提供讀者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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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服務
一

拓展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整合及應用

業離校查核、調閱申請、忘記密碼重設機制

自動化系統（SLIM）。2019年整合電子資料庫、

SLIM介接之程式。

及圖書館單一入口跳轉平臺（SSO）等系統與

本館於2018年10月11日正式轉換為雲端圖書館

電子期刊系統，以及數位化館藏，讀者可藉由整

3. 維護讀者資料庫

合式單一雲端服務平臺同時查詢紙本、電子及數

透過讀者資料匯入、讀者記錄轉檔等介接程

位化資源，以一站式服務滿足查詢需求，不但減

式，更新SLIM讀者資訊，同時建立讀者資料

輕管理負擔，更提升使用界面的直觀及便利性。

庫，使資料管理保持即時性。

開放式的系統架構亦便利相關介接服務的開發。

4. 更新網站資料

2019年透過介接程式，串接專題書目網站及特藏

包括圖書館網站、影音@Online、影音

資源網站，大幅提升維護效率。本著服務讀者的

Focus、數位學習網、常問問題、期刊捐款芳

熱忱，本館持續努力開發與改善服務功能，提供

名錄等各類網站內容。

更便捷的資訊服務。
二

5. 修改圖書館行動版APP

包括iOS及Android版本查詢功能改寫、讀者

讀者服務系統

專區重新介接、熱門新書及熱門影音資料功

為加強服務效率，減少紙本作業流程，本館致

力發展各項e化業務系統；2019年配合導入「雲
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SLIM）及自動化書庫

（ASRS）營運，更進一步進行多項系統整合介
接：

1. 介接SLIM與ASRS

使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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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介接SLIM與各項業務系統

開發包括：賠書系統、代借系統、讀者薦購

能修改等。
三

資訊基礎建設

本館於大數據時代為增強競爭力，2019年持續更

新改善軟硬體基礎建設以鞏固資訊安全，打造穩
定的資訊使用環境，作為圖書館向前邁進之堅實
後盾：

1. 軟體資訊建設

(1) 維護網路入侵防禦設備

本館於2017年導入入侵防禦系統（Intrusion

系統、三校館際合作證件查詢系統、三校讀

Prevention System，簡稱IPS），監控網路及

書及熱門新書目錄、視聽（館藏）借閱排行

正常及具有傷害性的網路資料傳輸行為。

者轉檔程式、尋書系統、專題書目、每日新

系統、指定參考書系統、書目問題回報、畢

資料傳輸行為，能即時中斷、調整或隔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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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2) 建置虛擬化數據中心效能監控軟體

從Application、Network、CPU、Memory、

Storage 五大面向針對各臺主機服務進行分

析，使用嵌入式深度封包檢測（DPI）技術辨

識應用程式，提早反應效能劣化的情況。

(3) 導入管理IP／MAC軟體

針對區網內的使用者／電腦，進行IP／MAC、
使用者帳號認證等多重控管機制，以辨識未

經授權的設備或訪客連入內部網路，對區網
連結進行全面性的控管。亦提供所有連網紀

錄、警示紀錄及多種報表，以達到監控與稽
核雙向的需求。

2. 硬體基礎建設

(1) 重新布建實體網路

分區規劃設置資訊箱，依照國際化標準進行
結構化布線工程，改善行政區域網路品質。

四

圖書館網站維護更新

2019年於本館網站首頁「熱門新進館藏」視覺化

預覽中新增視聽資料，提供讀者多樣化閱讀素材

之選擇，並例行維護館內12個網站如後：

1. 考古題：新增碩士班109年及轉學考108年試
		 題。

2. 特色館藏：提供館內特藏資源、數位化資源，
		 以及各專藏文庫收錄清單。

3. 電子書清單網站：過去可供查詢本館電子書

		 各平臺使用說明和收錄清單之整合性平臺，
		 自2019年8月1日起整併至雲端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SLIM），原系統使用至2019年12月31
		 日止。

4. 失物招領系統：提供拾獲日期與地點、外觀
		 描述、物品分類及存放地點等資訊，隨時更
		 新。

(2) 汰換老舊伺服器，建置虛擬化主機

5. 數位典藏歷年課程表網站：與教務處、總務

伺服器，降低機房耗電、善用虛擬化平臺效

		 校課程演變及查詢教師授課資訊的重要來源

汰換超過有效年限之設備，並移轉為虛擬
益。

		 處合作建置的數位典藏資源平臺，為呈現本
		 網站。

(3) 增設儲存及電力備援設備

6. 常問問題網站：提供熱門問題排行榜、最新問

備，並具備整合至現有架構同時可擴充新架

		 問題解答。

因應巨量資料所需的儲存空間，增設儲存設

		 題、問題分類等功能，協助讀者於線上獲得

構之功能；增設電力備援設備，穩定各區域

7. 活動報名系統：簡化報名流程，增加系統自動

毀損。

		 與管理工作更為便捷。

資訊箱網路電力，避免網路設備遭異常斷電

		 通知功能、報名資料管理與統計功能，使報名

(4) 整合備份空間

8. 期刊捐款芳名錄：為感謝各界人士支持本館

之後，資料儲存安全性提高。2019年整合備

		 意。

自2017年導入新一代重複資料刪除備份系統

份硬體空間，將虛擬平臺皆納入備份，近90

臺虛擬機，以及多臺重要實體伺服器，涵蓋

各式系統及資料庫，以差異性備份速度大幅

縮短備份時間並減少網路使用量，更可有效

節省備份儲存空間，降低備份空間硬體設備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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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訂購經費，特別設置捐款芳名錄以表謝

9. 圖書館館訊網站：保存本館歷年來每月發行
		 之館訊內容，至2019年底共計238期。

10.回報系統：供讀者與館員填報網路與系統問

		 題並記錄處理方式，同步建置為技術人員知
		 識庫，2019年共登錄約720筆報修及新需求案
		 件。

讀者服務
11.紀念品管理系統：協助業務單位有效控管紀
		 念品庫存及進出數量，管理品項已達150種。

12.開放期刊系統：於2018年起以開放程式碼建

		 立之系統，持續提供本校圖資系所管理《圖
		 書資訊學刊》，提升投審稿過程效益。

2019年本館網站總瀏覽量達3,445,260次，平均
造訪停留時間為1分23秒，各子網站瀏覽統計請

見第13章〈綜合統計〉。

五

跨館整合查詢系統MetaCat+

讀者可透過即時跨館整合查詢系統MetaCat+優化

的介面設計，同步查詢國家圖書館與國內各大專

院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等80所圖
書館的館藏目錄。系統除提供館藏地資訊，更可

六

圖書館APP

本館於2016年推出自行開發的新版「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APP」，提供iOS與Android兩個下載

版本，截至2019年底iOS版本累計下載8,976次，
Android版本累計下載5,140次。本款APP提供各

項便利讀者的圖書館行動應用服務，如最新消

息推播、書目查詢，館藏續借及預約、瀏覽影評

與試聽音樂等，並持續新增功能與修復問題。
2019年加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

稱 AR）功能，透過虛擬畫面與真實場景的互動，
提供截然不同的資訊體驗。此外，本館也著手於

APP中結合Beacon定位功能，開發更貼近讀者

需求的服務，預計於2020年推出。

連回原圖書館檢視該本館藏之借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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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檢視各館的查詢筆

數，也可指定圖書館進行查詢。MetaCat+受到
各館與讀者的認可，加入的圖書館數量也持續

增加，本年度新增崑山科技大學書目查詢系統至

MetaCat+，2019年達231,613次瀏覽量。

▲

圖書館APP（Androi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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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s

伍

館藏資源

館藏資源

7%

非書資料（件）

* 含視聽資料、微縮資料（片、捲）、
地圖等

電子書 (冊)

41%

圖書 (冊)

52%

截至2019年底，本館總館藏量已逾820萬冊（件），
各類型圖書資料（不含連續性出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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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人文司補助之「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已於2019年5月底全部執行完畢，本
校在圖書館及各學院合作下，自2006年起總共
獲補助117項計畫新臺幣6.96億元，購置圖書達
3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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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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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淑教授捐贈臺靜農教授書畫作品14種16件。

2. 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所藏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商業
學校」教務相關校史資料67冊，經註冊組同意移
交圖書館典藏。

3. 卜道教授捐贈影音資料76件。

4. 財團法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捐贈台灣亞洲基金
會檔案資料283冊。

5. 日本富山大學副校長池田真行捐贈其岳祖父牧高
治於臺北帝國大學取得的「第壹號」博士學位證

書，以及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生物學科學士卒
業證書（理農第五六號）等資料。

6. 白先勇教授捐贈手稿資料96件。

館藏資源
7. 故國分直一教授家屬鯉川禎子女士繼2010年捐贈
其外祖父藏書與手稿資料予本館後，同意將其享
有之國分直一教授創作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

予本館。

8. 汪其楣教授捐贈文學與戲劇等手稿資料一批。

9. 丁 貞 婉 教 授 再 捐 贈 陳 其 茂 先 生 大 型 單 刷 版 畫

（monoprint）《澎湖海濱》1幅。該畫作於齊邦

媛教授擔任中興大學外文系系主任期間掛於系主
任辦公室內（記於《巨流河》一書）。陳其茂先生

▲

臺北帝國大學第1號博士證書

編目專案
一

配合自動化書庫工程及各組館藏整理，
持續進行舊籍回溯作業

捐贈本館之畫作資料累計為891幅。

10. 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捐贈《科學月刊》創刊
早期的檔案資料一批。

四

配合自動化書庫工程進展與館藏整理，持續進

本計畫由教育部支持，協助我國圖書館加入

行回溯編目工作，包含擬遷入自動化書庫之

OCLC管理成員館，以提升編目效率、推動中文

中、西文圖書及醫圖UDC舊籍館藏1,597冊。
二

書目國際化，並提高臺灣出版成果之能見度。

本館擔任「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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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館編目成果分享予合作圖
書館，計轉入中文書目紀錄20,015筆，西文書目

館，負責執行計畫相關事宜，已順利完成2019
年計畫之各項工作。
五

紀錄8,452筆。2019年12月26日舉辦之NBINet合

論文及出版品）上傳至全球性書目資料庫OCLC

金威獎。

WorldCat中，藉以推動臺灣與國際間書目交換，

與國內外各圖書館書目資訊共建共享。2019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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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中文名稱權威參考
資料庫計畫」，共同建立中文人名權威標目，

提供國內圖書館參考使用，2019年共提供權威
檔2,492筆。

上載本館編目成果至OCLC，增加書目
曝光度

持續將本館原始編目之中西文書目成果（含本校

作館館長會議中，本館獲頒金心獎、金量獎、
三

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OCLC管理成員
館」2019年計畫

計上傳本館原始編目紀錄8,702筆，更新館藏資訊

（Update Holding）15,541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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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國家圖書館書目資訊中心召集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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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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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ation

陸

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

自有館藏數位化
一

進行珍貴舊藏檔案及影音數位化工作，2019年
共完成中西文善本書、舊籍手稿檔案與影音資
料共約16萬多個數位檔。

二

進行珍貴舊籍數位化，並積極推廣利用；2019
年共新增6個資料庫，供讀者透過網路使用。

1. 特藏地圖

收錄特藏組庋藏地圖，來源除臺北帝國大學

附屬圖書館外，亦包含原藏於理農學部地質
學教室、理農學部農業經濟學教室、文政學

部國史研究室、醫學部解剖學教室、人類學
研究室等單位之資料。收錄內容除少數亞

洲古地圖外，多以日本在明治時期至二戰結

束之間所測繪的各式東亞地圖（外邦圖）為

主。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673筆，674個

影幅。

2. 臺靜農教授手稿資料庫

臺靜農教授（1902-1990），安徽霍邱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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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靜者。幼承庭訓，讀經史、習書法。早年研

習新文學，曾蒐集並整理家鄉歌謠2,000首，
亦從事文學創作及外國文學作品翻譯。1946

年4月，渡海來臺，任本校中國文學系教授，
2年後掌理系務，持續20年間，中文系之規模

聲名，為之宏著。於臺大任職27年後退休，
獲名譽教授榮銜。臺靜農教授任教大學50餘

年，一生治學，文學、藝術、經史，卓然成一

代大師，1985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其

文藝作品亦獲頒1989年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文化創作獎」。臺教授精書法、善畫梅花，

又擅篆刻，其書藝積一生精力，變化創新，
終成一大家。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1,640

筆，15,624個影幅。

3. 臺灣堡圖

為特藏組庋藏1921年修正、重新印製之大

正版臺灣堡圖。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38
筆，401個影幅。

數位典藏
4. 五萬分一蕃地地形圖

6.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

為特藏組庋藏之五萬分一蕃地地形圖。資料

本館蒐藏一批「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

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58筆，58個影幅。

係本校早期（1945至1960年前後）大學部四
年級畢業生之「畢業論文」。由於當時書寫

5. 臺北帝國大學卒業論文

複印情況並不方便，文、法學院的畢業論文

臺北帝國大學於昭和3年（1928年）創立，

多以手寫而成；理、農、工、醫則因多以英

創立之初，規範學生的修業時間為最短3年，

文表述，故以打字完成；且論文之撰寫者多

最長6年。學生全部科目試驗合格後，還需參

為今日知名人士，如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

加包括論文試驗及口頭試驗的學士試驗，合

哲、教授兼詩人余光中、故前加州大學校長

格後始獲頒學士學位；本館收藏一批當時提

田長霖等，更顯此批學士論文保存與研究價

交學士試驗的「卒業論文」，數量雖不多，

值之珍貴。當時臺大正值草創時期，各系學

但具學術研究價值。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

術研究與教學均屬起步階段，更可從各系教

料196筆，203個PDF檔。

授指導的學士畢業論文中，一窺學問奠基工
作之紮實。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1,113
筆，1,141個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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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數位化。第一期（2015

年）完成872冊（約218,000個影幅），第二期

（2016年）完成707冊（約140,000個影幅），
第三期（2017年）完成2,384冊（約440,000個

影幅），第四期（2018年）完成1,501冊（約
247,000個影幅），第五期（2019年）完成907

畫」—「臺大數位典藏資料介接及相關數位素材
擴充完備計畫（II）」，執行本館臺灣相關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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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參與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及數位加值應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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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約133,000個影幅），五期合計完成6,371
冊（合計約1,178,000個影幅），其數位化成果

皆已上傳「臺灣華文電子書庫Taiwan eBook」

（http://taiwanebook.ncl.edu.tw）。

▲

1911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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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

原生數位化資源
一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NTUWAS）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NTU Web Archive
System，簡稱NTUW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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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及主題分類，了
解各網站在不同時間點的風貌，為臺灣網站歷史與重
要原生數位資源（born digital）的重要典藏。

2019年NTUWAS收集臺大相關、臺灣文化資產及選

舉議題等重要網站，截至年底，蒐集網站數量已達

▲

11,014種，網站版本超過39,000筆。
二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臺灣大學機構典藏（NTUR）經驗與協助推動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

截至2019年底，本校機構典藏系統（National

於2019年11月8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B2演講廳舉

計收錄222,854筆資料，其中85,125筆為全

家衛生研究院圖書館陳雅琪、連瓊勻二位機構典藏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y, 簡稱N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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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會中邀請亞洲大學圖書館廖淑娟館長，以及國
承辦人員蒞臨分享，本館則有吳瑟量、蔡玉紋等二
位同仁發表報告。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簡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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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同年底，參與TAIR計畫的學校或學

術機構共有139所，收錄總資料量逾226萬筆，
其中全文數量超過148萬筆。

為促進眾多新舊參與單位獲取機構典藏新知及

經驗交流，本館與逢甲大學圖書館合作辦理
「2019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研討會」，

22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

2019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演講者

數位典藏

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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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底，系統收錄之本校研究者有2,801位、

推出各式平臺以展現臺大及臺大人之學術成果

而本校產出共計收錄290,820筆資料，其中67,937筆

升與展現臺大整體學術水準之目的，本館相繼
與研究能量。為簡化性質重複的系統以節省研
究者維護個人學術成果的人力和時間、專注進

研究產出計257,498筆資料、計畫計72,477件資料，
為全文資料。

行研發和創新研究，使本校更具國際競爭力，

本館於2016年開始進行一站式服務平臺之評

估，2017年起執行導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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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臺灣

大學機構典藏（NTUR）及臺大學術庫（NTU
Academic Hub, 簡稱AH）各項功能至單一平

臺，兼具NTUR清楚記錄臺大研究傳承與發展、
AH具體展現研究者個人學術履歷之優點，有效
提高本校師生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並
與國際接軌。

▲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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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職員生利用指導活動
一

新生學習入門書院課程：歡迎光臨臺大
圖書館

配合本校「新生學習入門書院」調整為10分
鐘的簡短宣導型式，為加強傳播效果，運用活
潑的視覺設計呈現簡報內容，並以輕鬆生動的
口條介紹圖書館重點資源與服務、推廣圖書館

APP、電子版使用手冊等實用資訊，2019年共計
2,100人參與。

二

新生利用指導：從前有個布可塢
ONCE UPON A TIME IN BOOKWOOD

▲

開學典禮後進行圖書館資源與服務介紹

▲

尋寶活動現場

2019年9月2日至9月27日舉辦跑關遊戲式利用指
導活動「從前有個布可塢」，透過趣味的活動
關卡設計，激發新生參與動機，從解答的過程
中實際體驗並了解本館的豐富資源、貼心服務
及空間位置。為鼓勵同學參加，另設置「人人
有獎」、「迎新大獎加碼抽」、「封關大奬」
三階段獎勵活動，本活動總計吸引472人參加。

http://www.lib.ntu.edu.tw/events/fresh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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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進教師圖書館之旅

2019年9月5日及9月11日共辦理兩場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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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服務及教研資源，
並熟悉圖書館環境，共計10位教師參加。

四

職員圖書館之旅

2019年10月3日舉辦一場職員圖書館之旅，內容
包含實地參觀總圖書館與資源利用講習，以協

助職員認識圖書館環境與資源，共計35位職員
參加。
五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2019年9月9日、9月17日及9月20日舉辦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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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86位研究生
參加。
六

Know Your Library 新進國際生圖書館之旅

2019年9月10日、9月16日及9月17日舉辦三場新
進國際生圖書館之旅，全程以英語帶領國際生
認識圖書館環境及相關服務，並講授資源利用
講習課程，使國際生更加瞭解本館服務，共計
60位國際生參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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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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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辦理之「教學助理認證研習會」展場擺攤
活動，共計666人參加。

▲

教學助理認證研習會展場擺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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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圖辦理法律學院新生圖書館之旅

應法律學院院長要求，社科圖於2019年9月25日
辦理「歡迎大一新生法律學院圖書館之旅」，
進行環境導覽及服務介紹，以拉近圖書館與大
一新生的距離。

九

帶新朋友走透透的「醫圖之旅」

為協助醫學校區新進師生同仁熟悉資源與服
務，醫圖於2019年9月26、27日及10月8日舉
辦三場「醫圖之旅」活動。活動全程以輕鬆有
趣的方式分組進行，透過趣味搶答，讓參與者
能迅速瞭解醫圖的各項服務、資源、空間與設
備。藉由館員由淺入深的引導，參與者皆可成
為醫圖達人！

資源利用課程
一

HELP & MASTER講堂提升讀者資訊素
養及能力

為強化師生資訊素養，圖書館規劃二種不同取

向的課程，「HELP」系列著重資料庫與主題式
資源指引；「MASTER」系列著重主題式概念
資訊素養養成，由館員、校內外教師與專家講

授，課程內容兼具理論與實務，自2018年推出
以來獲校內外讀者廣大迴響。2019年度HELP
與MASTER講堂共計舉辦40場次，參與人次達
1,033人，其中MASTER講堂各場主題如下：

6.19 別當叢林裡的小白兔！如何避免誤觸掠奪性期刊的網羅
主講：本校圖資系 林奇秀老師

7.17 【Pre-MASTER】學術好朋友，不只是Google—圖書
館可以做更多！
主講：本館學科服務組 劉雅姿編審
7.17 【Pre-MASTER】碩班博班入門課—那些你不想太早
面對的事
主講：本校化工所校友 吳柏霆
10.8 練好碩論基本功—給論文撰寫者的畢業指南
主講：本校工管系 戚樹誠老師

10.16 我們與論文主題的距離—淺談如何尋找研究方向，以
工商心理學研究為例
主講：本校心理系 吳宗祐老師
10.22 資訊查找策略與學術文獻資源查詢管道
主講：本館學科服務組 黃文琪編審

11.13 利用引文資料庫激發研究靈感—以Web of Science為例
主講：科睿唯安 官欣瑩講師
11.21 勝過實驗風暴—天使救援！
主講：本校昆蟲系 張俊哲老師

12.3 運用LaTeX寫作
主講：本館學科服務組 吳銘群組員

12.5 從方法規劃、資料分析到論文寫作—以SAGE
Research Methods為例
主講：SAGE林啟賢博士
12.11 這樣寫，更有說服力—實用的學術寫作句型
主講：本校寫作中心 蘇虹菱老師
12.19 認識學術引用格式與搜尋參考文獻
主講：本館學科服務組 黃瀅芳組員
▲

以小組方式進行實地導覽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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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講堂 ─ 圖資系林奇秀老師

二

▲

館員協助課堂教學預約網頁

推動「館員協助課堂教學」

於暑假間向系所主管提供「館員協助課堂教學」

服務資訊，透過與系所必修課合作，擴大學生

對圖書館資源及服務的認識。2019年9月至11月

共計辦理93場利用指導課程，累計142小時，共
3,453人次參與；較去年同期場次成長21%、人

次成長55%。課後滿意度調查獲教師100%高度
滿意回饋，學生部分整體滿意度亦達97%。本館

並新增「館員協助課堂教學」預約網頁（https://

www.lib.ntu.edu.tw/node/3570），方便教師預約
三

課程。

▲

學科館員至生命科學院生化所授課

▲

Aremos經濟統計資料庫系統之操作使用

▲

菇圖樹屋：英語學習諮詢

社科圖辦理資源利用講習課程

2019年辦理圖書館與資料庫利用指導或教師約課

講習活動，計14場、304人次。3月4日及10月23

日辦理「EndNote X9文獻管理與引用神器」課

程；11月13日辦理「Aremos經濟統計資料庫系

統之操作使用」課程；法律圖亦於12月19日辦理

四

「Lexis Advance資料庫應用課程」。

社科圖推出英語學習系列活動

2019年社科圖與外文系退休教授周樹華老師合

作，辦理英語學習系列諮詢服務及專題演講，促
進學生自學能力，內容包括：

1. 菇圖樹屋：英語學習諮詢 2019.3.6–12.18

協 助 教 職 員 工 生 解 決 英 語 學 習上 的 疑 難 雜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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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術英語診療室 2019.9.1–12.31

針對研究生推出一對一客製化之「學術英語
診療室」指導服務。

3. 英語學習專題演講 2019.5.5–12.4

針對與研究、求職等實用主題辦理專題講
座，學生參與踴躍。主題包含：寫出與國際

接軌的英文履歷與求職信、英語面試全攻

略、學術英語論文寫作學院-Wiley Researcher
Academy（WRA）實作工作坊、閱讀英文學

術論文的技巧、如何用英語做簡報等。
五

▲

學術英語診療室

▲

新進不分科醫師職前訓練

▲

1-6月醫圖講習課banner

醫圖跨部合作辦理講習課程

醫圖積極與醫學校區各單位合作辦理講習課程，
分享館藏資源，支援教學研究。2019年共辦理15
場，約有1,000人次參與。

六

醫圖規劃客製化與數位化電子資源講習
課程

醫圖每年規劃電子資源系列講習課程，2019年除

常用資源外，特別加入「新版圖書館整合查詢系

統（SLIM）」與「投稿前你必須要知道的事」；

同時受理「團體預約講習課程」，配合時間及課

程需求，親赴單位進行講習。2019年共受理23場

團體講習，約有400多人次參加。在實體課程之
外，更挑選熱門課程進行直播，錄製的線上課程

亦上傳數位學習網，便利自主學習。

數位學習
一

數位學習網持續新增內容

本館數位學習網（https://elearning.lib.ntu.edu.tw）提供豐富

且多樣的授權影片，包括圖書館線上導覽、文學戲劇、語言
學習等主題資源介紹，以及圖書館舉辦之課程影片，以利師
生隨時隨地上網學習。

2019年持續新增影片，例如「HELP」、「MASTER」講堂課
程錄影檔25部，以及配合圖書館新系統SLIM上線所剪輯的17
部系列功能介紹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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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學習網SLIM系統系列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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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科圖推出「自學資源」專區，自學不
求人

2019年4月於社科圖網站新推出「自學資源」專

區，由外文系教師及館員錄製有關英語學習和

EndNote書目軟體等資源的介紹影片，讓學生能

不限時空自我學習，提升學術英語能力及研究學

習技能。

▲

社科圖網站「自學資源」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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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訪賓需求安排參觀特藏、社科圖、原住民族圖資中心及自動化書庫，或與相關組室交流。
2019年全館受理校內外導覽申請，共進行91場導覽，國內外訪賓計1,436人次。
2019年至總圖書館參訪之國內外學術與文化相關團體訪賓如下：
美國

環太平洋大學協會、哈佛美術圖書館、斯克蘭頓大學、北卡大學圖書館、南加大圖書館、亞洲基金會

日本

鶴見大學、九州大學、新宿御苑學院、YKK株式會社、山口縣立大学、筑波大學、東北大學、外務

韓國

嶺南大學

馬來西亞

新紀元大學學院陳六使圖書館

泰國

瑪希隆大學

印尼

雅加達IPEKA國際高中

蒙古

蒙古國家圖書館

臺灣

檔案管理局、成大圖書館、清大圖書館、臺北聯合大學圖書館、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

省、圖書館總合展營運委員會、京都府立鳥羽高等学校

書館、宜蘭縣立高中職圖書館、政大圖檔所、本校外文系、本校圖資系、本校法律學院、本校物理治療

系、和平高中、彰化高中、師大附中、羅東高中、新店高中
中國大陸及
港澳地區

北京大學、廣西大學、首都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昆山杜克大學、北京

首都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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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圖參訪

社科圖係由名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自2014年
落成啟用後，參訪團體紛至沓來。2019年參訪

及導覽之訪賓團體計有43場，877人，外賓來自
世界各地，包含中國、日本、美國、香港、泰
國、奧地利、蒙古、韓國等。

互動交流
一

一、訪賓交流

1. 與日本大阪教育大學合作和算線裝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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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城地教授於3、4、12等月來館
		 進行調查與書籍出版前置作業。

2. 與日本新潟大學合作平家物語音譜本

		 日本新潟大學鈴木孝庸教授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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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出版事前作業。

3. 清華大學圖書館來訪進行標竿學習 2019.8.8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來館進行標竿學習，由清

▲

大圖書館綜合館務組王珮玲組長領隊，共計33
位館員來訪，上午參觀總圖書館及自動化書庫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參訪社科圖

服務中心，並與本館業務相關組室進行分組交

流，互動熱烈。下午安排至社科圖、校史館參

三

訪及座談，雙方館員交換許多寶貴經驗，獲益

醫圖參訪

良多。

2019年初醫圖啟用1樓形象大廳後，仍持續進行

「2樓閱讀討論區與行政辦公室整建工程」，施作

期間館舍環境影響參訪場次，本年僅接待陽明大

學圖書館館員、成大醫圖館員、日本高知大學護理

系學生、本校圖資系學生、本校護理系泰國及香

港交換生、中國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參考諮詢部

梁麗明副主任、輔大圖資系學生，共計7場訪賓導

覽。

▲

日本高知大學護理系學生參訪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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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大館員與本館特藏組進行交流

▲

清大圖書館參訪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

教育與推廣

4. 日本圖書館總合展營運委員會「臺灣圖書館研
		 修」活動 2019.12.6

日本「圖書館總合展營運委員會」於12月4日至
7日辦理「臺灣圖書館研修」活動，來自日本大

學圖書館如立命館大學、立教大學、西南學院

大學、獨協大學等，以及圖資界同道如丸善雄

松堂株式會社、JCC株式會社、株式会社ブレイ

ンテック、金剛株式會社等共計16人，12月6日
下午來館參訪並進行雙邊業務簡報，交流圖書
館實務經驗與分享新知。

▲

「臺灣圖書館研修」參訪交流

二

特藏資源借展與推廣

1. 借出臺灣古碑拓本《重修海東碑記》予國立中
		 央大學崑曲博物館辦理「兼美：紅樓・夢・崑
		 曲」特展（展期：2019.9.30–2020.3.6）。

2. 結合時事撰寫「特藏記事」臉書文章，推廣特
		 藏資源。

▲

「特藏記事」專欄文章刊載西文善本書的杜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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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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書展、講座、影展、特展等活動蓬勃呈現，繽紛精彩。
一

總圖書館（含系圖）

（一）書展

1.「2018 Openbook好書獎」得獎書展
2019.3.6–3.31
展出由OPENBOOK閱讀誌邀集各界專家評選出
的年度得獎好書，分為「中文創作」、「翻譯
書」與「美好生活書」等三大類共30冊精彩著

作，現場並陳列得獎作品的評審推薦語，提供讀

▲

「2018 Openbook好書獎」

▲

第一屆臺大蘊麗獎藝術主題書展

▲

「遙遠的問慰，是風裏的花香-柯慶明教授追思書展」

▲

深獲讀者喜愛的書展特製紀念書籤與印章

者更具深度的欣賞觀點。

2. 第一屆臺大蘊麗獎藝術主題書展 2019.4.10–5.12

與本校藝文中心合辦「第一屆臺大蘊麗獎藝術主
題書展」，推廣圖書館美術類相關館藏。藝文中
心及蘊麗畫室協助選書、撰寫書籍介紹，展示基
本美學、珍稀圖書或是具有強烈設計感的影像圖

文藝術類館藏共計33冊；另於日然廳發表參加首
屆蘊麗獎的徵件作品，與書展相輔相成。

3. 「遙遠的問慰，是風裏的花香—柯慶明老師追思
書展」 2019.5.24–6.30

本校臺文所、中文系名譽教授柯慶明老師

（1946-2019）於2019年4月1日猝然逝世，其一
生教研卓越、著作等身，對本館貢獻至深。熱心
圖書館服務，自稱為「圖書館行走」，不僅長期
提供顧問諮詢，更開啟本館收藏近代名家手稿計
畫：協助王文興、林文月、臺靜農、葉維廉、王

禎和、殷海光、鄭鶱、白先勇、葉嘉瑩、齊邦
媛、黎烈文等名家手稿入藏，並擔任特展策展
人。書展展出柯老師豐沛的出版與編輯著作，以
及自2000年以來，陸續指導本館辦理12場「臺

大近代名家手稿系列展」的相關文書資料，讓讀
者領略柯慶明老師的鴻儒氣度、豐厚學養、博愛
胸懷與無盡文采。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9_KoChi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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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拒當菜逼八！臺大新鮮人必看好書展
2019.9.11–10.13
於開學季舉辦「拒當菜逼八！臺大新鮮人必看好
書展」，分別展出五大主題精選館藏，包括「我
的觀察啦」（校園資產與紀錄）、「擺脫塑膠人
生」（人際、社交）、「新生發展史」（遊學、

傳記）、「情字這條路」（情感生活），以及
「最佳學伴」（圖書館資源介紹與利用重點），

鼓勵新鮮人透過閱讀了解校園生活可能有的樣
貌，並了解校園特色及圖書館所能提供的幫助；
書展現場另外規劃「夢想 on board」活動，讓

新生寫下自我期許後由參觀書展的讀者給予打氣
貼紙，鼓勵新鮮人表達內心的嚮往與願望。

5. 非常偵探—冷硬派推理小說書展
2019.11.13–12.10

以冷硬派推理小說為主題，展出各國冷硬派小說
計34冊，以及相關黑色電影等多媒體資料，並配

合主題設計「徵求目擊者」活動，邀請推理同好

▲

眾多新鮮人的願望

▲

「徵求目擊者」好書推薦活動

▲

配合聖誕脫單計畫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所設計的兩款包裝紙

們推薦心目中的優良偵探小說。

6. 聖誕脫單計畫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
2019.12.16–12.25

Blind Date with a Book（簡稱盲書）活動由館

員事先至書架上挑選推薦書籍，精心包裝後，

附上提示內容讓讀者隨機借閱，自2016年首次
舉辦以來屢獲好評，成為本館每年例行活動。
2019年主題為「聖誕脫單計畫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希望在充滿歡樂與溫馨的節慶中，
幫助架上的圖書脫離孤單，總計借出346本（每

日限量30本）。本次活動特別設計兩款包裝紙，

一款選用本館特藏《田代安定文庫》內的植物圖
譜，以經典的紅綠配妝點聖誕氣息；另一款以圖
書館建築搭配雪花與花環等元素，傳遞滿滿的聖
誕祝福。自製包裝紙深受喜愛，是活動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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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愛閱小沙龍」系列館藏展 2019.5.9–12.31

為打造閱讀／聽氛圍、提升主題館藏能見度，

本年度展出主題包括：「向母親致敬—那些女性教

館藏展，分別在2樓門廳與4樓多媒體服務中心

「Eternal Moments—攝影與永恆片刻」、「我們與

自2019年5月起陸續推出「愛閱小沙龍」系列
聯合展出相關主題館藏，展示期間皆可外借。

▲

我的事」、「Traveling—島內出走臺灣慢遊」、
牠們—動物與人」。

「愛閱小沙龍」館藏展

（二）影展：午後電影院 2019.3.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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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校師生之外，亦有許多校外人士踴躍
參與。2019年共播映31部電影。

3 月 ｜ 天生領袖｜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林肯／
最黑暗的時刻／曼德拉

漫漫自由路

4 月 ｜ 動物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是隻豹／小黃狗的窩／
親愛的大笨象

5 月 ｜ 另類母親｜我媽媽是派對女孩／人生失敗組／
沈默茱麗葉／幸福百分百

6 月 ｜ 勇往直前｜搶救最美的球季／人生達陣／
希望不滅／打不倒的勇者

（三）特展：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
本與風格傳衍特展 2019.1.4–4.28

2019年1月4日至4月28日與本校藝術史研究所合

辦「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

特展。展覽以狂草為主旨，並依託書史上最負
盛名的懷素《自敘帖》，結合曾作為〈自敘帖〉
真偽討論證據的幾種明清刻帖，輔以高清原寸照
片、墨跡與當代大型水墨創作，講述狂草的風格

發展與意義轉換。圖書館亦於展場展出涵蓋懷
素、董其昌及董陽孜等古今書法家的圖錄，以及
中外文書法主題書籍。

9 月 ｜ 奇幻情謎｜班傑明的奇幻旅程／水底情深／
時空永恆的愛戀／夢鹿情謎

10月｜ 有愛必勝｜溺水小刀／親愛的初戀／淑女鳥／
愛人怪物

11月｜ 動物與人｜遇見街貓Bob／夏綠蒂的網／
我的小牛與總統／牧羊小英雄

12月｜ 依然年輕｜高年級實習生／別跟山過不去／
年輕氣盛／愛的禮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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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鏡像—懷素自敘帖摹刻本與風格傳衍」特展

教育與推廣
（四）其他

1.「意郵未盡：重溫手寫的美好」豬豬賀年傳情活動
2019.1.3-1.15

取材本館期刊館藏1853年《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裡的姬豬圖譜，

設計成豬年賀歲明信片，讀者於活動期間於流通

櫃臺跟館員道聲「新年快樂」即可獲得，並由圖

書館負擔郵資代為寄出。設置於總圖與社科圖的

「圖書館郵便局」總計收到294張明信片，寄往

▲

2019豬豬賀年傳情活動

▲

精心佈置的圖書館郵便局

▲

圖書館LOGO三色氣球

▲

畢業生揪團拍照

臺澎金馬，以及海外17個國家。

2. 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藏書贈藏儀式暨座談會
2019.3.25

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同為著名小說家與校

友，自2008年開始，透過柯慶明教授居中聯
繫，歷經多年溝通，於2015年將300箱的圖書以

海運方式運送回臺，2016年完成贈書處理，共

計中西文圖書9,419冊，期刊562冊，以文史哲
和藝術類圖書為主，分別入藏總圖書館和臺文

所。2018年4月簽署「郭松棻先生手稿資料永久
寄存與重製合作同意書」後，更預計將手稿資
料數位化，未來開放各界瀏覽與研究利用。

為表達感謝之意，本館與本校臺文所合作，
2019年3月25日於本館日然廳舉辦贈藏儀式暨座
談會，深入探討兩人作品的時代背景與成就，
對談精彩熱絡，會後佳評如潮。現場同步精選
藏書和手稿進行微特展。而為保存這場經典的
儀式與座談，重現二位小說家驚人的魅力，活
動全程錄影，並上傳至本館影音@Online。

3. 畢業季拍照活動「What's your true color?」
2019.5.27–6.16

響應校園畢業季辦理「What's your true color?」
拍照活動，以印有圖書館LOGO的紅、黃、藍
三色汽球布置日然廳成為「原色小屋」，期許
畢業生跨出校園後對人生永保熱情（紅色）、
面對問題時應有的沉穩（藍色），以及勇於展
現與人相處的活力（黃色），活動深受同學喜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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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動化書庫大解密」推廣利用活動
2019.11.7–11.28

為歡慶自動化書庫啟用屆滿週年，特舉辦「自

動化書庫大解密」活動，期間進行9場中英文導
覽，讓師生瞭解自動化書庫的建置效益與運作
機制，並對自動化書庫服務的創新與便利留下
深刻印象。

5. 《科學月刊》文物捐贈儀式 2019.12.27

▲

「自動化書庫大解密」活動

▲

「國家檔案在論文寫作之應用」專題演講

▲

社科院王泓仁院長及政治系張登教授親臨書展開幕式

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於1970年1月1日
正式發行《科學月刊》，在創刊50周年前夕，

為保存科學知識相關文化資產，特將50年601
期《科學月刊》的數位版權捐贈予本校科教中

心，並將創刊早期珍貴的檔案資料捐贈予本
館。2019年12月27日於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辦理
贈藏儀式，由管校長代表接受贈藏，並回贈該
基金會劉源俊董事長感謝狀及紀念品。
二

社科圖

1.「致我們終將發光的未來－畢業季特企」
2019.3.1–6.1

2019年推出「致我們終將發光的未來—畢業季
特企」，內容包含主題書展、專題演講及手作活
動，並與社科院、外文系教師合作辦理，各項活
動之時間和主題如下：
3.4

論文寫作小幫手—EndNote講習

3.5

寫出與國際接軌的英文履歷與求職信

3.25
5.29
3.26
4.25
5.16
5.22

主講：柯佳伶講師
主講：周樹華老師

打造好感求職妝容—社會新鮮人彩妝實作工作坊
主講：張淑涵彩妝師

國家檔案在論文寫作之應用
主講：許峰源研究員

國家考試經驗分享場次一

主講：許凱雯同學、王淳慕同學
國家考試經驗分享場次二

主講：高于亭同學、呂承儒同學、陳怡瑾同學
英語面試全攻略

主講：周樹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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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我們終將發光的未來」實習週主題書展

2019.4.22-6.3

配合社科院「學生實習週」活動，於2019年4
月22日舉辦「致我們終將發光的未來」主題書

展開幕儀式，展出館藏包含：職人人生經驗、
職涯規劃、求職須知、海外留學與工作、英文
CV與履歷撰寫、職場禮儀、人際溝通等主題。

2 手作的溫暖，畢業贈言快閃活動

2019.5.28-6.1

▲

「鉛印時光—字體銅模修復計畫」特展

▲

經濟系系林明仁主任參與鉛印時光活動

邀請社科院院長和系所主任提供給予畢業生之
贈言，每日提供一則贈言之鉛字印刷，讓學生
自行利用圓盤印刷機打印贈言卡片，讀者反應
熱烈。

2. 辦理鉛印推廣活動，拉近讀者與圖書館的距離
2019.8.1–8.26

與日星鑄字行合辦「鉛印時光 --字體銅模修復計

畫」特展，帶領讀者瞭解鉛印時光，認識鉛字印
刷行業的興衰，並於2019年8月19日邀請日星鑄
字行老闆張介冠先生，進行「第一次修字就失

敗：日星鑄字行第二次字體銅模修復現況分享」
專題講座，分享其在修復字體銅模方面的經驗與
心路歷程。

3. 合辦「越南語學習角落」活動，創新多元文化服務
2019.10.1–12.31

因應南向政策與學生實習需求，與社工系、社科
院、國際事務處合辦「越南語學習角落」活動，
於社科圖2樓設置「越南語學習角落」專區，以

《遇見越南》為主題，展出越南語學習、越南歷
史文化、旅遊等資料。社工系亦同步規劃相關活

「越南語學習角落」活動

▲

動，如越南語學習、108課綱越南語課程、越南

文化與特色物產、越南旅遊經驗談、校外參觀越
南街與美食、越南語老師阮蓮香分享、越南時尚

通、參觀東南亞書店「燦爛時光」等計12週次之
活動，在校園成功打造多元文化的交流場域。

▲

越南國服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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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社科院、劍橋大學出版社合辦「如何成功出版
學術研究成果？」專題講座 2019.10.14

由社科院王泓仁院長主持開場致詞，邀請劍橋

大學出版社全球人文社科圖書出版發展總監
Chris Harrison及全球人文社科圖書期刊出版總監

Patrick McCartan擔任主講者，內容涵蓋以下議
題：簡介撰寫與出版研究成果、如何在頂級際期
刊上發表文章、出版期刊文章訣竅、解析同儕互
審流程、用英語出版第一本學術圖書、圖書出版

技巧、介紹Elements—新興出版形式、擴大學術
影響力、開放取用出版。

5. 社科圖臉書粉專推出「沙沙@辜圖日誌」，強化
與讀者交流 2019.7.15–12.31

為加強與讀者的交流與互動，自2019年7月15日
起在社科圖FB粉絲專頁上，推出「沙沙@辜圖

日誌」，以布偶沙沙為主角，仿照365 grateful
project，由館員每日貼一則文章和照片，以行銷
館藏、服務、活動等各項訊息，受到許多讀者的

▲

如何成功出版學術研究成果？

▲

臉書專頁推出的第一篇《沙沙@辜圖日誌》

喜愛。

6. 「來自2020的Best Wish」聖誕樹，給師生最好
的祝福 2019.12.1–12.31

於大閱覽廳中央搭建高4.5米LED聖誕樹，祝福

師生們於年末畫下美好的句點，且將來年祝福傳
達給彼此，讀者路過紛紛拍照留念，留下美好回
憶。

▲

「來自2020的Best Wish」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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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圖

（一）書展

1.「關於風險 我們想的不一樣」風險社會主題書展
2019.5.1–5.31

本次書展與本校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合作
舉辦，期待透過跨領域的合作，為「風險」的
討論與思考擦出新的火花。展出內容延續對風

險社會概念的討論，透過食品安全、氣候變
遷、空氣污染三個子題進行串接，邀請觀展者
共同思考社會永續轉型的方向。

2.「民以食為天 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主題書展」
主題書展 2019.7.1–7.31

食物是我們生活的動力，同時也是提供能量和社
會基礎的重要互動媒介，食品的生產和消費更是
一連串經濟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近年來濫用
食品添加物或受污染的食品事件層出不窮，醫圖
特選食安相關館藏回應社會議題。

▲

「環遊世界旅行書展」

▲

閱選書展海報

3. 環遊世界旅行書展 2019.8.22–10.6

突破慣例在暑假的尾聲與新學期的開始期間，精
選非醫學相關的休閒館藏辦理「環遊世界旅行書
展」，除以較輕鬆的主題讓師生同仁們在假期間
獲得旅遊資訊外，也熱情迎接即將入學的新生。

4. 閱選書展 2019.11.18–12.22

邀請醫學校區各科部選書委員至醫圖挑選書籍，
評閱書籍內容是否符合教學需求，以便購置最符
合讀者需求的圖書，亦可作為讀者進修學習與即
時補充醫學新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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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展：醫圖電影院 2019.1.17–12.26

為增進醫學校區師生同仁人文素養及發揮電影寓教於樂

的功能，共舉辦9場午間電影欣賞活動和1場電影特映會
（含映後座談），分別放映：
1.17

小丑的眼淚

4.25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3.28
5.23
6.27
7.25
8.29

一級玩家

療癒心方向

照護人，有你真好【特映會+映後座談】

淑女鳥

無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

10.30 波希米亞狂想曲
11.28 我的嗝嗝老師
12.26 你是我的勇氣

（三）專題講座

1. 舉辦「心系列講座」

希望藉由「心系列講座」有趣活潑的主題，讓師生同仁

▲

「網路與醫學～個人品牌經營」海報

▲

「斜槓世代—當醫師不只是醫師」講座後合影

▲

醫用臺語課程海報

能在忙碌的學業及工作之餘，達到情緒放鬆轉換心情的
效果。
1

「網路與醫學—個人品牌經營」講座 2019.5.14

邀請蓋瑞醫師分享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在醫師與部落

客的身分之間悠遊來去，並藉此創造特色經營個人品牌。
2

「斜槓世代—當醫師不只是醫師」講座 2019.12.18

邀請網路YouTube影片創作者蒼藍鴿醫師，分享身為

醫師轉換成從事網路媒體影片製作的心路歷程，以及
將醫學知識普及至一般大眾過程之中的努力及巧思。
2. 與醫學系系學會合辦「醫用臺語班課程」
2019.10.16–12.18

與本校醫學系系學會合辦「醫用臺語班課程」，邀請具
資深臺語教學經驗的李恆德老師，由淺入深的規劃一系
列主題課程，包含基礎臺語拼音、日用會話，到醫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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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內容，提供臺語略懂但
卻說不出口的學員一個絕佳的學習管道。共開設9堂課
程，計241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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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左圖右史」醫學圖書館空間設計圖展			
2019.01.22–3.31
展出1989年醫圖遷入現址後，各樓層之平面圖、傢俱

設計圖、改造工程設計圖。帶領讀者一窺醫圖在不同
時空中的空間設計變化，同時也對過程中支持醫圖空
間改造的多位長官、教師與所有同仁表達無限的感謝
與敬意。

2.「一機在手，掌握脈動！用BrowZine APP 看期刊
很簡單」2019.4.26

為加強推廣網頁版及APP版的BrowZine期刊瀏覽服
務，由同仁現場協助讀者進行安裝及設定，期望透
過該項工具的使用，增加師生同仁學術研究的便利
性與即時性，用最簡單的方式隨時隨地獲取第一手

▲

「左圖右史」醫學圖書館空間設計圖展海報

▲

BrowZine APP期刊瀏覽服務

▲

畢業季活動宣傳海報

的研究新知，本活動共計94人參加。
3.「IPA生物路徑分析軟體試用說明會」
2019.5.2–5.3

Ingenuity Pathways Analysis（IPA）為目前內容最

完整、註解最準確的生物醫學分析研發軟體暨資料
庫，研究人員可藉其迅速找出基因、藥物、與生物
代謝路徑或致病因子之間的關係。醫圖特邀請廠商
進行資料庫試用說明與功能應用分享，以協助醫學
校區同仁操作IPA資料庫時能更加得心應手。
4.「歡慶畢業，祝福相隨」畢業季活動
2019.5.17–6.10

為使醫學校區畢業生留下特別的紀念，特別邀請時
任醫學院院長的張上淳教授於醫圖臉書粉專發文祝
福，凡留言並標註對象者，即可獲文創紀念品醫師
熊的抽獎機會，同時在醫圖大門口準備豐富的拍照
打卡道具，以及張上淳院長頒發畢業證書的人型立

牌，提供給參與者自由運用。凡拍照上傳個人臉書或
Instagram，並標註「#2019臺大醫學校區畢業活動」

者，可獲精美小贈品1份。畢業季活動計406人參加，
響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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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經營社群媒體，加強網路行銷推廣 2019.9.26

醫圖持續透過活潑、親切的風格經營網路社群媒

體，提供讀者醫學校區各項動態、新增資源、

熱門活動等，更透過Facebook Messenger功能
提供即時線上諮詢服務。9月26日舉辦「臺大醫
圖：NTUML, makes you excel」Facebook粉絲

專頁宣傳活動「我們要的不多，給我3,000讚就

好！」，透過小遊戲與讀者互動，成功行銷粉絲
專頁，2019年突破3,000粉絲按讚與追蹤。

▲

醫圖臉書粉專推廣活動

▲

出示APP畫面，即可玩一次幸運轉盤

▲

館員協助讀者下載APP並借閱電子書

6.「拉近你與解剖的距離，Primal Pictures APP就在
你身邊」2019.11.19
Primal Picture 3D互動人體解剖資料庫提供解
剖圖譜影像、解剖部位說明、超音波、MRI等資

訊，除線上版本外，亦提供行動裝置APP服務。
為加強推廣APP版本，讓使用者隨時一手掌握解
剖資源，特別舉辦推廣活動，參加者出示APP畫
面即可轉動幸運轉盤，並獲得精美小贈品一份。
7.「ClinicalKey Student註冊下載抽贈品 學習知識
帶著走」 2019.12.13

ClinicalKey Student資料庫係為整合性醫學學習

平臺，為推廣此資料庫及相關APP之使用，特舉
辦推廣活動，由館員指導讀者註冊個人化帳號、

下載「ClinicalKey Student Bookshelf」APP後
成功借閱電子書，即可參加彈珠臺遊戲，並獲得
精美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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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報導
一

簡介與利用指導手冊

館訊

定期於每月15日寄送電子版館訊，將最新的

一

9月以紙本、電子版同步發行「2019圖書館使用

圖書館服務與活動訊息送到讀者手上。內容主

手冊」，加入QRcode以協助指引讀者有效利用

題豐富多元，包含「服務訊息」、「參考報

各項資源與服務；英文版圖書館使用手冊《Get

報」、「講習活動」、「活動報導」等單元。

二

a Fresh Start to Know Your Library》則發行電

年報

2019年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圖書室年報：2018》；5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年報：2018》，是圖書館工作成果之展
現。

▲

圖書館年報

《認識圖書館，從這裡開始》圖書館使用
手冊

子版，提供讀者線上閱讀或下載參考。
二

圖書館中文簡介摺頁改版

配合近年圖書館新系統、新服務上線，12月完
成圖書館中文簡介摺頁改版更新，以期加強訪
賓、讀者對圖書館之認識及瞭解。

▲

醫學圖書館年報

▲

2019圖書館使用手冊

▲

圖書館新版中文簡介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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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出版
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植物圖
譜》再版

本館於2017年啟動《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田中

文庫植物圖譜》再版計畫，於2019年10月再版。

該書於1998年初版，由本校園藝學系、植物學系

教授從田中文庫的書籍中挑選具代表性的植物圖

片，並附上出處、學名及說明而成。此次再版，
特邀請本校兩位教授為本書撰寫新的內容：園藝

暨景觀學系名譽教授蔡平里撰寫二篇文章，一

篇介紹田中教授畢生與柑橘和書籍結下的奇緣，

另一篇則根據近年發現的新史料，對田中文庫核
心館藏—Penzig Library的購入始末詳加考證探

討；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退休教授謝長富

則爬梳大量的文獻資料，將書中每幅圖版的說明

翻新擴寫，並自田中教授手稿資料中挑選四張櫻

二

花素描，附加詳盡說明。

《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專業培訓
手冊》

編印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專業培訓手冊

第四冊，主題為「紙質檔案保存修護與手作應
用」，用於紙質檔案修復課程推廣活動。

紀念品製作
一

新製3款臺大特藏L夾

1. 特藏L夾（NO.11）：館藏章

圖書館館藏章通常蓋於圖書的書名頁正中

央，是辨識該書為臺大館藏之主要依據，另
有形狀不一的暗記章，蓋於正文內之固定

頁，為辨識館藏的輔助依據。本款L夾蒐羅
各時期之館藏章及暗記章（皆以原尺寸呈
現），從「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臺
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到「國立臺灣大學藏

書」，期間還有「臺北帝國大學預科圖書之
印」，由中可窺見臺大校名之更替、校史之
發展，值得所有臺大人擁有！

2. 特藏L夾（NO.12）：田中文庫

本款特藏L夾特別典雅，取材自田中文庫之

植物圖譜，為薔薇科山楂之一種。田中文庫
原為田中長三郎教授（1885-1976）之私人

藏書，田中教授是著名的果樹園藝專家，曾
任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學‧熱帶農學
第二講座」教授兼附屬圖書館第一任館長，
專攻柑橘研究，本文庫多數為植物或園藝相
關資料，其中多為1778年以前的植物學古刊
本，尤以印刷術發明初期的4冊善本書（稱為
搖籃期刊本）最為珍貴。

3. 特藏L夾（NO.13）：本草圖譜—木半夏

十分素雅的植物「木半夏」，取材自《本草
圖譜》，為日本岩崎常正於文政11（1828）
年所著，一套93冊，另有索引2冊；本館典

藏的是大正年間重刊本中的84冊，是館藏
▲

▲

田中文庫植物圖譜再版封面

《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
專業培訓手冊》

日文線裝珍籍之一。《本草圖譜》分冊揭載
山草、芳草、毒草、水草、穀部、菜部、果
部、灌木等各類植物，不僅補中國《本草綱
目》詳於說而略於圖的缺點，且廣泛收羅

中、日之外的西洋特有植物，是當時十分珍
貴難得的彩色植物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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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製2款臺大特藏藏書票

1. 特藏藏書票（NO.3）：田中文庫

取材自「田中文庫」藏書《Traité des arbres et
arbustes qui se cultivent en France en pleine

terre》中的「薔薇科山楂」植物圖譜，樸實的素
▲

描筆觸盡顯低調典雅之美，整體望之是枝繁葉茂
的豐收美圖，細部觀之其枝、葉、花、果則各有

特藏L夾—館藏章

姿態，因此我們發揮巧思，將圖譜拆解成5張獨

特的藏書票，帶領讀者靜靜品味手繪植物插畫的
細節與魅力。本套藏書票既可獨立張貼於單本愛
書，更適用於套書或系列類型之藏書。
2. 特藏藏書票（NO.4）：
《Pomologie française》

取材自精美的《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cultivés en France》，本

▲

套書由法國植物學家與藝術家A. Poiteau（1766-

特藏L夾—田中文庫

1854）與P. J. F. Turpin（1775-1840）所繪，並
以點刻方式彩色印刷成書，內載約400多幅漂亮

生動的果樹繪圖，本館每每精選其中果樹拿來製

作L夾、筆袋、筆記本等紀念禮品或螢幕桌布，
無一不受讀者好評。本次新製藏書票，再度精選
李子、山楂、蘋果等不同品種果樹進行設計，一
如以往的優雅舒心。在如此精緻的藏書票上簽上
自己的名字，再輕輕地貼到心愛的藏書裡，將讓
每個人的閱讀體驗與生活日常，變得更加美好。
▲

特藏L夾—本草圖譜—木半夏

▲

特藏藏書票—田中文庫

▲

特藏藏書票—Pomologie franç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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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出版

臺大特藏A5方格筆記本（NO.4）：金
蘋果

以本館特藏資料《Pomologie française》中的
金蘋果植物圖譜素材，設計成同系列第四款方
格筆記本。
四

圖書館帆布袋（NO.1）：肩斜背兩用帆
布袋

本館首次推出帆布袋，以總圖書館21公尺挑高
門廳之建築線稿，結合特藏田中文庫之「薔薇
科山楂」植物圖譜，不僅典雅獨特，恰到好處

▲

臺大特藏A5方格筆記本—金蘋果

▲

圖書館肩斜背兩用帆布袋

▲

特藏夾鍊袋—大吉大利

▲

圖書館金屬書籤

的文青風更是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這款簡約精
緻的帆布袋採用厚度適中的帆布材質，輕巧背
負毫無負擔，卻又十分耐用可裝圖書及各式物

品，最特別的是同時提供100公分長背帶與60公
分手挽帶，滿足斜背與肩背的不同需求，適用
於上課、購物、泡圖書館、逛書店、輕旅行等
任何時刻。
五

臺大特藏夾鍊袋（NO.2）：大吉大利

B5尺寸的夾鍊袋輕巧防水，是最實用的
收納袋，設計上彙集田中文庫18世紀圖書

《Pomologie française》、《Histoire et des
orangers》，以及《本草圖譜》裡3種柑橘圖
譜，橘子本象徵著吉利，鮮艷橘黃果實綴以綠
葉，更叫人感覺溫暖、豐收與愉悅。大吉大利
夾鍊袋同時也做為圖書館肩斜背兩用帆布袋的
包裝袋。
六

圖書館金屬書籤改新包裝

圖書館金屬書籤改新包裝，炫麗煙火下的可愛
總圖，讓讀者更愛不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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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醫圖文創總有新鮮貨

醫圖積極開發與醫學校區相關之專屬文創紀念

品。2019年推出3款與醫學意象結合之限量口

袋型筆記本，A6大小尺寸輕巧好攜帶，上掀式
線圈設計便於撕取，並考量使用需求搭配不同

內頁。另有2款四方便當袋，圖案取自「臺大醫
學人文博物館」之外型輪廓，並以線稿方式呈
現，獨具文藝學院風格。獨家製作、大受歡迎
的「手術袍醫師熊」與「護理師熊」，則繡有

民國36至38年工作人員制服上佩帶之銅製院徽
徽章，極具藝術美感及歷史意義。

▲

▲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四方便當袋

文青帆布袋—院長最愛款

▲

醫圖限量口袋型筆記本

▲

手術袍醫師熊及護理師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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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館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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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7

跟著館員走，揭開土耳其圖書館的神秘面紗

2019.7.11

香港大學實習學生心得發表會

2019.7.29
2019.8.28
2019.9.2

2019.11.11
二

課程

INCITES為館員增添助力：順應大學策略發揮圖書館
效益

講者

典藏服務組 張端桂編審、
系統資訊組 蔡玉紋組員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實習學生：

呂濱、甘進昇、葉琦珊、蔡子維
Clarivate Analytics 官欣瑩顧問

消防滅火教育訓練

德安消防公司 葉俶題經理

圖書修護面面觀（圖書基本修護淺論 / 一般書籍典

典藏服務組 謝孟君組員、

掠奪性期刊（館員篇）

本校圖資系 林奇秀主任

藏保存與維護：以康乃爾大學圖書館為例）

特藏組 林慎孜組員

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系列課程
日期

2019.3.26
2019.10.28
2019.11.13

課程

講者

預見未來教學的挑戰與趨勢

長庚大學圖書館 王惠玄館長

別當叢林裡的小白兔！如何避免誤觸掠奪性期刊的

本校圖資系 林奇秀主任

網羅

影像行銷力—社群影音傳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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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點子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權自強執行長

館員發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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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領域各項講座、研習，以精進工作知
能與專業素養，2019年周知同仁相關課程活動訊息羅列如下：
日期

2019.1.9
2019.1.22

課程

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原動力演講

劍橋圖書館員論壇—變革的動力：探索新的角色、技術與商
業模式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

舉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019.1.29

108年資通安全健檢課程

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2019.2.22

2019年教育訓練各項課程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

2019.3.19

CONCERT2019年研習暨座談會—圖書館與學研力

2019.2.22

第18期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019.3.26

eLearning，the Future！高教深耕e起來！研討會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2019.4.10–12

防火管理人初、複訓講習

本校人事室、總務處合辦

2019.4.13–27

DocuSky：跨時代的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工作坊（共3場）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

臺灣數位人文學會、

本校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2019.4.17

未來圖書館—價值、影響、定位研討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19.4.18

108年駐警人員保全人員教育訓練

本校總務處駐警隊

108年度行政人員環境教育知性研習營（共2梯次）

本校人事室

2019.4.18–26
2019.4.19
2019.4.19–5.28

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專題演講（二十六）：圖書
館轉型與創新服務研討會

雲端系統建檔與管理運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檢
索與運用訓練課程（共10場次）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19.4.24

導盲犬識別暨身權法規教育訓練課程

本校秘書室

2019.4.24–26

臺大公文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宣導說明

本校總務處文書組

2019.4.26

體驗跨出虛擬走入現實：AR擴增實境實務工作坊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19.4.29

人與書在此邂逅—圖書館主題策展與行銷研習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

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2019.5.13–14
2019.5.17

學術期刊創新經營趨勢工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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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發展
日期

2019.5.17

課程

舉辦單位

IO Talk 論壇（一）：IO斜槓GIS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家圖書館

108年度基本電話禮貌講座

本校人事室

2019.5.24

圖書館融入大學社會責任之推動研討會

靜宜大學圖書館

2019.5.28

2019年第11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文授權發表暨競賽

國家圖書館

2019.5.31–8.2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共3場）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9.5.31–9.21

圖書維護工作坊（共6場）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9.5.23–24

2019.5.31

從書之屋轉型為人之屋—以德國哈姆市立圖書館為例，談談
圖書館如何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第三個活動空間

臺北市立圖書館

2019.6.12

臺灣古地圖與采風數位教材研討會

東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9.6.13

107學年度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暨急救人員再訓練講習

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繪本療癒，預約幸福：2019年公共圖書館繪本書目療法服務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19.6.18–8.10

圖書館從業人員暑期數位學習推廣計畫

國家圖書館

2019.6.21–7.5

108年度古物保存與管理維護研習營（共3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9.6.13

論壇

2019.7.1起

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

2019.7.11

走讀「利吉惡地」地質公園：地質與環境教育閱讀推廣活動

2019.7.11–8.7

臺大中英文網頁模板製作平臺教育訓練課程（共3場）

臺中市立圖書館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
教育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臺灣師

2019.7.12–13

第二屆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會

2019.7.15–9.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8年度暑期研習班（共8項課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東亞繪畫國際策展人經驗分享工作坊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9.7.27
2019.7.30

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Moving Towards
an Open Infrastructure 專題講座

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國家圖
書館、國際圖書資訊科學學會

國家圖書館

2019.8.14

海峽兩岸圖書館電子資源交流論壇

國立逢甲大學圖書館

2019.8.15

海峽兩岸圖書館電子資源交流論壇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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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8.15–16

課程

SCOPUS 大學排名數據與永續發展目標SDG指標大解析（共3
場）

舉辦單位

Elsevier

2019.8.28

108年度防護團常年訓練課程

本校校園安全中心

2019.8.30

108年度RDA中文編目實務課程

國家圖書館

2019.9.2

雲端圖書館服務平臺第一次教育訓練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學科館員沙盒計畫工作坊3—從資料找契機：用研究資料拓展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2019.9.3

學科服務

訊中心

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

2019.9.5–6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2019年會

2019.9.6起

第19期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08年度緊急應變演練

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2019.9.9
2019.9.17–18

2019年保存修護與科學分析國際研討會（含專題講座及工作
坊）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9.9.18

走向雲端新趨勢—服務型圖書館新紀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19.9.18–11.30

圖書館從業人員秋季數位學習推廣計畫

國家圖書館

108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編目研習會

國家圖書館

2019.9.20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成功大

2019.9.24–27

OA Week系列活動

2019.10.17–18

2019博物館的當代挑戰國際研討會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19.10.17–25

108年主管培力營（共2梯次）

本校人事室

2019.10.18

圖書館 × 學術發展與校際影響力研討會

2019.10.22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專題講座

2019.10.23

館合發展之經驗分享座談會

2019.10.23–25
2019.10.24

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泛科學院、國家圖書館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ACS Publications、iGroup
Taiwan

國家人權博物館
東吳大學圖書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尋根究底—攝影傳統正負片保存研討會

國立臺灣美術館

迎向百年：圖書館創新實踐2019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研討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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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發展
日期

2019.10.24–25
2019.10.25
2019.10.25–11.4

課程

提升圖書館員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
108年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座談會：我們與研究生的距
離—學位論文服務經驗談

2020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人才培育計畫說明會

2019.10.29

大甲溪上游泰雅族抗日戰役

2019.11.8

原住民族傳統香氣食材運用

舉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本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2019年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國際研討會：形塑美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2019全國博物館論壇（共4場）

文化部

2019.11.19

臺北大學圖書館沙龍—空間美學活動

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

2019.11.26

競技殿堂奧林匹克賽特展

國立體育大學

2019.12.3–6

第十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2019.11.14–15
2019.

11.16–12.22

2019.12.5

麗新世界—學術性出版的國際趨勢

訊中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臺灣數位人
文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第四屆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年會

國家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

108年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座談會：學院館員與師生的距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Librarianship and LIS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2019.12.17

蒙古國家圖書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國家圖書館

2019.12.20

地方創生與圖書館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2019.12.6
2019.12.10

2019.12.26

離

Education 研討會

108年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座談會：以讀者為本—運用設
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於圖書館實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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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究所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銘傳大學圖書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館員發展

館員擔任講座
日期

主辦單位

講座資訊

2019.3.11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學科服務組林秋薰組長及研究支援組魏怡君組員受邀至政大圖書館，於學

2019.3.18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典藏服務組周利玲編審於代理醫學圖書館主任期間，受邀至陽明大學圖書

科服務工作坊中，就本館學科服務及研究DNA服務進行專題經驗分享。

館，以「臺大醫圖空間改造歷程分享」為題分享醫學圖書館空間改造之經
驗與心得。

2019.3.19
2019.3.21
2019.4.19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研究支援組魏怡君組員、賴璟毅組員受邀至「CONCERT2019年研習暨座
談會—圖書館與學研力」，分享「見樹也見林：臺大圖書館的新創研究
DNA服務」。

陳光華館長受邀至「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研討會：圖書館轉型
與創新服務」主講「學術圖書館的創新服務」，演講內容並刊登於第28期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2019.4.25

淡江大學圖書館

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受邀至淡江大學圖書館分享「本館自動化系統轉換

2019.4.26

中興大學圖書館

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受邀至中興大學圖書館，於「體驗跨出虛擬走入現

經驗」。

實：AR擴增時境實務工作坊」，分享「AR在圖書館的應用—以臺大圖書
館為例」。

2019.4.29

漢珍數位圖書、
UDN聯合線上

推廣服務組李嫣紅編審受邀至中興大學圖書館，於「人與書在此邂逅─圖
書館主題策展與行銷」研習會，主講「從紙本到數位－圖書館策展實務分
享」。

2019.6.13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社會科學資源服務組童敏惠組長受邀至「2019年公共圖書館繪本書目療法

2019

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

採訪編目組黃怡華股長受邀於該聯盟教育訓練擔任「書目原編上傳」課程

2019.9.18

中興大學圖書館

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受邀至中興大學圖書館，分享「臺大圖書館ALMA

2019.10.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閱覽組陳欣妤組員於「108年大學校院圖書館實務座談分享活動」，主講

2019.11.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

推廣服務組鄭惟中編審受邀至五校策略聯盟辦理之「識『圖』小馬：資訊

7.17、7.24、8.7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聯盟

高級中學

服務論壇」，擔任第4場「公共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主持人。
講師。

自動化系統導入經驗分享：走向雲端新趨勢」。

「我們與研究生的距離：學位論文服務經驗談」。

社會的生存法則」微課程，以「人要衣裝，簡報要金裝」為題進行專題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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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日期

2019.11.8

2019.12.9

館員發展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逢甲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

講座資訊

系 統資訊組吳瑟量幹事及蔡玉紋組員受邀至「2019臺灣學術機構典

藏（TAIR）研討會」，分別進行「2019年TAIR計畫報告」及「NTU
Scholars 建置與使用經驗分享」。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與蘇筱喻股長受本校圖資系蔡天怡助理教授之邀，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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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員參訪
日期

參訪項目

2019

典藏服務組張端桂編審及系統資訊組蔡玉紋組員參加土耳其柯克大學（Koç University）舉辦之

4.8–12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ff Week 2019 國際圖書館員週交流活動，進行文化交流、經驗分
享，並參訪當地著名圖書館、博物館等景點。

2019

系統資訊組李惠玲幹事奉派至新加坡參加「IGeLU 2019 Conference」，與全球Ex Libris產品其他用戶

2019

行政組林鳳儀組長奉派至新加坡參加第十一屆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OCLC Asia Pacific

2019

陳光華館長帶領校史館營運組張安明組長、吳鑫餘幹事，並邀請博物館群胡哲明副總館長及歷史系師

8.26–30
11.19–23
12.8–12

成員經驗分享與交流。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2019），與其他會員單位文化交流並參訪當地圖書館。

生一行共7人，參加東大臺大雙邊會議，此行拜訪東大教養教育高度化機構、文書館、綜合博物館的
小石川分館及IMT分館、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洽談未來臺大與東大早期學術鏈結研究、特展規劃
及博物館相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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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 Facilities

拾

空間與設備

空間與設備

建置空間管理系統

調整掃描服務區配置

建置，包含討論室、自習室，以及總圖研究小間之預

趨勢，2019年撤離數臺影印設備，總圖近舟山路側影

2019年6月起推動總圖與社科圖「空間管理系統」之
約、報到與座位登記，取代目前繁瑣的登記及借用流
程，讓讀者可隨時隨地線上預約與自行借用，不必親
臨櫃臺辦理。本案已於12月完成招標作業，預計於
2020年9月底完成。

推動門禁管理系統更新計畫

2019年8月起著手本館「門禁管理系統」升級方案，

為提供讀者更為舒適的掃描環境，順應影印需求縮減
印室部分空間得以釋出，並調整作為掃描服務之用。

裝設自習室入口自動門

2019年3月於總圖B1自習室大門口加裝自動門，除便
利讀者進出之外，阻絕蚊蟲進入自習室，並減少傳入
自習室的噪音，提供讀者更舒適的自習環境。

冀解決總館與各分館之間門禁讀者資料不同步，以及
讀者資料無法即時更新等問題。新系統規劃與本館讀
者資料庫及本校卡務系統介接，以有效改善門禁作業

流程，並提升讀者資料的即時性。本案已於12月完成
招標作業，預計於2020年9月底完成。

增設討論室投影設備

於總圖4間討論室增設投影設備，提供讀者更便利

的討論環境。討論室225與344配備投影機，討論室
226-2與346提供電子觸控螢幕。

▲

討論室提供電子觸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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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空間與設備

總館外牆清洗煥然一新

總館十三溝面磚及灰白外牆之建築特色經長年日曬雨
淋已顯髒汙暗淡，在總務處經費支援之下進行外牆清
洗作業，範圍涵蓋本館正面及北側廣場一側牆面，採
人員懸吊方式作業，有效節省高昂之鷹架架設費用，
也讓本館外牆煥然一新。

花梨木家具回廠整修恢復原貌

花梨木桌椅為臺大實驗林為本館量身打造之家具，用
料極為珍貴，惟因經年高度使用留下杯水印痕及大小

▲

煥然一新的總館外牆

▲

花梨木家具回廠整修前與整修後

損傷，經修補師父巧手整修，回復原始木材溫潤光
澤，將繼續在總圖陪伴讀者度過美好的閱讀時光。

長期置物櫃搬遷便利讀者使用

為活化館舍空間利用，並提升置物櫃使用效率，本館

搬遷置物櫃至B1自習室外兩側迴廊，便利讀者就近取
用，滿足本校教師及學生入館閱覽或自習等長期置物
之需求。

▲

長期置物櫃搬遷便利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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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與設備

社科圖館舍設備修繕維護作業

為提升優質閱覽環境，進行多項館舍空間及設備之修
繕與維護。2019年進行之項目包含：全面檢修更新照

明設備、更換裝訂期刊區空調室外機之電子基板、更
新地下室空調箱馬達皮帶、安裝厠所緊急按鈕之防誤
觸外盒、整治人工草皮屋頂、拆卸大閱覽室掉落之單
扇窗簾、更換地坪輻射空調之冰水主機馬達零件、保
養檢測玻璃自動門、更換大閱覽廳空調監控系統之溫
度感測器、維修大閱覽廳電動捲簾馬達等。

▲

更新社科圖大閱覽廳空調監控系統之溫度感測器

辦理徐州路閉架書庫空間整理與維護
一

二

徐州書庫館藏入藏自動化書庫第一期計畫

2. 進行蚊蟲防治並向總務處申請環境消毒經費

圖書共20,491冊、待註銷共3,009冊。

3. 因應舊法社分館建築被臺北市政府指定為市

補助。

9月9日完成驗收盤點造冊作業，共計完成入藏

定古蹟，配合辦理相關管理維護計畫，並參
與文化部召開之「臺大法學院」提報國定古

舊法社分館館舍維護

蹟專案小組場勘會議。

1. 施行地下室天花板拆除重漆、建物外牆大型
告示帆布拆卸工程、更換一樓大書庫入口之

4. 7月5日申請徐州校區側門於暑假期間開放側

抽風機集中式開關及定時設備，增強書庫之

5. 回覆徐州路書庫屋頂因施作塗布水性隔熱漆

門以利通行獲准。

玻璃門鎖、修繕廁所污水管線、安裝地下室
通風條件避免白蟻為害。

造成反光擾鄰乙案。

醫圖2期空間改造正式開工，展望明年煥然一新
醫圖構思許久的2期空間改造工程終於在11月1日進
行動工，本期改造工程係以「學習共享空間」為主，
輔以各樓層廁所的翻新及行政辦公室的整合。未來醫
圖2樓將提供多元的討論與學習空間，包括開放討論

區、討論室、陽光角落、簡報練習室、創客學習區、
影音欣賞室與樂活室等。這些複合性的空間可因應不
同的讀者需求進行講習課程、會議討論、教學諮詢、
文獻查詢、視聽欣賞或影音編輯等功能，相信2期工
程完工時將會是醫學校區讀者最喜愛的區域。

▲

學習共享空間3D設計圖－開放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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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Donations

捐贈與贊助

捐贈與贊助
各界捐款／捐贈
2019年募款總計54筆，新臺幣約656,441元（美金：臺幣=1:30），其中學術期刊募款為51筆，計486,635元，
圖書館專用款募得3筆，計169,806元。

贈藏記事
時間

贈送者

2019.1.3

徐登芳先生

2019.1.16

施淑女士（中文系校友）

16件臺靜農教授書法作品

2019.1.16

郭大維前代理校長

308冊校長室藏書、35張光碟

2019.1.17

羅清華前副校長

27冊副校長室藏書

2019.1.30

外文系應小陵教授

65冊個人藏書

2019.2.18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出版社版權主任
Martine Bertea

389張黑膠唱片

內容

於國際書展贈 Mers d'Asie du Sud-Est 等5冊書籍

2019.3.18

段昌國先生（歷史系校友）

300冊俄國史相關個人藏書

2019.5.2

已故馬華文學史料家李錦宗先生

380冊星馬文學相關個人藏書

2019.5.15

已故中文系鄭騫教授

139冊個人藏書，含線裝書86冊

2019.5.17

管中閔校長

100冊校長室藏書

2019.5.24

胡家興建築師事務所

498冊建築相關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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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與贊助
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19.6.14

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283冊圖書（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

2019.6.17

桂文亞女士

780冊兒童及一般圖書

2019.7.1

法律學院客座教授艾伯文（Paul Bovend' Eert）

3冊指定參考書

2019.7.8

李琨先生

臺大圖書館照片一幅（含框約65cm X 90cm）

2019.7.8

已故帝大校友黃衍埊教授

73冊藏書，含26冊珍貴線裝書。

2019.7.31

蕭春明先生

923冊影劇研究相關個人藏書

2019.8.1

化工系黃孝平教授

130冊個人藏書

2019.8.6

法律系曾陳明汝教授

15冊法學相關藏書

2019.9.4

汪有功先生

約5,000冊近代史相關藏書

2019.9.9

已故神經科洪祖培教授

約5,000冊醫學、藝術相關藏書

2019.9.12

生化科技系黃青真教授

248冊個人藏書

2019.9.17

澳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研究中心

5冊中文圖書

2019.10.18

化學系劉廣定教授

88冊個人藏書

2019.10.21

中國國家圖書館

98冊中文圖書

2019.10.28

哲學系佐藤將之教授

78冊個人藏書

2019.11.6

國立臺灣文學館

114冊臺灣文學之歐亞多語言譯作

2019.11.6

桂文亞女士

492冊兒童及一般圖書（與12.16合計）

2019.11.13

經濟系黃金茂教授

145冊個人藏書

2019.11.19

羅昌發大法官

5冊個人藏書

2019.12.3

中文系潘美月教授

145冊個人藏書

2019.12.16

鄭國美女士

31張黑膠唱片，多錫劇、蘇州評彈

2019.12.16

韓國國會圖書館

30冊韓國出版品

2019.12.16

桂文亞女士

492冊兒童及一般圖書（與11.6合計）

2019.12.17

外文系王沐嵐教授

116冊個人藏書

2019.12.23

蕭育和先生（政治所校友）

200冊個人藏書與新近出版品

2019.12.25

已故哲學系陳平坤教授

1,330冊個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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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館
博物館群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2019年校史館開放天數共291天，計有48,303人次參觀校史館，導覽服務總計達216場次。年度重要訪賓如：美

國南美以美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泰國法政大學、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WTO前統

計部部長、科威特大學、印度德里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及里昂大學、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歐洲高級工
程教育和研究學校協會、泰國瑪希敦醫學大學等訪團。

校園記憶、文物與老照片徵集
一

人文大樓籌建紀錄及回顧資料蒐集

2019年1月7日參與本校人文大樓開工典禮，進

二

與，校史館將持續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保存。

校長室移交39件校禮及校長辦公桌等家具，本
館進行列冊與分類收存。

行現場記錄及相關文獻初步蒐集。該案為本校校

史上重要事件之一，歷經13年校內外之討論與參

校長室移交物件清點與造冊

三

特殊畢業證書電子檔入藏

2019年1月徵集到由校內甫上任一級長官簽署之
畢業證書掃描入藏，並陸續獲得臺北帝大第一

屆證書農學科藤岡保夫（1931年畢業，原件黃
彥傑私人收藏）、臺北帝大第一號博士證書昆

蟲學牧高治（1938年畢業，原件藏於圖書館特
藏組）、本校附設商業專修科嚴盛銓（1948年
畢業，原件由家族收藏）等特殊畢業證書電子
▲

開工儀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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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新任一級長官署名之畢業證書

荷蘭籍夫婦捐贈長輩遺留之校史及臺灣
史資料入藏

▲

Getty Kooy 遺留之明信片

荷蘭籍Pheifer夫婦捐贈母親Getty Kooy（臺北
高等商業學校教師Johannes Jacobus Kooy之
女）遺留之信件及明信片集冊兩冊，為珍貴的

校史及臺灣史資料，於2019年4月25日由管中閔
校長代表學校受贈，並由校史館收存。
五

林二先生老照片5張入藏

電機系已故校友林二先生為國內知名作曲音樂

▲

圖書館金屬閱覽證

▲

林二先生老照片

家，早期更為電子音樂演奏之先驅者。本館入

藏 5 張林二先生照片，其中包含林二先生與前妻
巴哈女士（美籍小提琴家）合影照片數張。
六

圖書館金屬閱覽證6張入藏

入藏圖書館金屬閱覽證6張，並於「智慧的原
鄉－臺大舊總圖90年紀念」特展中展示。

七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矮櫃及講臺入藏

▲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講臺

▲

太陽花學運使用之黑板

2019年8月入藏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為本校管理
學院前身）禮堂中的矮櫃2座及講臺1座。

八

太陽花學運使用之黑板入藏

2019年8月入藏太陽花學運時期使用之黑板1
張，為臺灣當代史重要藏品，黑板上之學運情
形平面圖為本校法律系學生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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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雲鵬校友捐贈畢業證書入藏

2019年10月入藏植物病蟲害學系蔡雲鵬校友畢業證書
一張。

十

口述歷史訪談作業

本校牙醫專業學院為籌設院史館，邀請校史館與醫圖

共同執行口述歷史訪談作業。校史館於2018年6月提
出「牙醫專業學院院史館口述訪談計畫」草案後，以
季為單位，持續進行口述訪談作業，迄今已完成關學
婉、韓良俊、藍萬烘、蕭裕源等教授之訪談工作，執

▲

訪問蕭裕源教授

▲

臺灣大學校園建築變遷互動地圖簡史網站

▲

管中閔校長於開幕式致詞

▲

服務課同學設計四六事件互動地圖

行成效良好。

推廣活動、展覽與講座
一

臺灣大學校園建築變遷互動地圖簡史網站
一期完成
展示校總區從清代至1950年代校園地貌建築變
遷，並針對每個建築做詳盡的歷史介紹，讓社
會大眾可透過該網站瞭解公館地區及臺灣大學
變遷歷史，該網站擬分成三期進行，目前完成
第一期建置。

二

與臺師大合辦「微光漸顯：四六事件70週
年紀念」特展及講座 2019.3.29–4.19／4.13

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時，被軍警所逮捕的

學生中以「臺灣大學」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今臺師大）為主。2019年為四六事件70週年，
兩校在這個時刻攜手合辦紀念特展與講座，共同

回顧與反省這段歷史，更顯意義非凡。「微光漸

顯：四六事件70週年紀念特展」3月29日於臺師

大圖書館開展；本校則於4月13日舉辦「四六事
件與臺灣大學」講座，由本校歷史學系陳翠蓮教

授主講、臺師大歷史學系吳文星名譽教授主持。

特展及講座內容均完整紀錄在專題網頁（http://

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90329_

April4/），《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一書亦於4月

下旬完成初版二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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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南鵬翼─臺北高商百年紀念之文物故
事與重逢」特展 2019.4.25–6.30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於1919年成立，
2019年適逢100年，校史館特舉辦「圖南鵬翼－
臺北高商百年紀念之文物故事與重逢」特展，
並與本校檔案館及國立中興大學合辦之「百年
檔案‧追本溯源—臺大與興大校史檔案聯展」
舉行聯合開幕式。開幕式當天除邀請校內外貴
賓蒞臨外，更由管中閔校長代表本校接受臺北

高等商業學校教師 Johannes Jacobus Kooy 後
代捐贈校史及臺灣史文物。
四

「新潮湧動：五四運動百週年紀念」特展
2019.5.2–8.31

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五四運動」，以及五四
前後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潮與社會變
化，深刻改變了近代中國的面貌，影響所至，

披及臺灣。校史館舉辦「新潮湧動：五四運
動百週年紀念特展」，冀圖在五四運動一百

▲

臺北高商百年紀念特展海報

▲

管校長代表受贈校史及臺灣史文物

▲

新潮湧動特展主視覺

年後的今日，以臺灣大學自身的角度，回顧
「五四」的歷史軌跡，期能瞻望未來、惕勵前

行。本次特展於2019年5月1日舉行開幕，邀集
校內外貴賓蒞臨，並由管中閔校長代表學校致
詞，說明特展及相關系列活動舉辦之背景。

▲

新潮湧動特展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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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努力與天爭：五四百週年國際研討
會」2019.5.3

為紀念五四運動已屆百年，圖書館與文學院於
本校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合辦「努力與天爭：

五四運動百週年研討會」，會議共分4場次，
主題包含：「臺灣大學與五四運動」、「五四

運動與中國孝道文化」、「五四：一場世界
主義的公民運動」、「五四運動與自由主義傳

統」。全日吸引超過120人次參與聆聽演講與討
論交流，活動圓滿成功。
六

▲

「努力與天爭：五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綜合座談

▲

訪賓參訪清代古厝之情形

▲

「輕醒」校園文化資產推廣暨校史館過夜活動

▲

「臺大人生存寶典」共同課程

校園早期聚落導覽路線開發 2019.5.18–5.19

與本校秘書室訪客中心合作，共同規劃校園主

題式導覽路線。2019年開發「校園早期聚落導
覽」路線，透過學生會文化部合作宣傳下，藉
由兩場導覽活動向訪賓介紹校總區清代時期的
先民聚落遺跡及發展歷程，讓訪賓得以瞭解校
總區土地的歷史，增加認同感及提升文化資產
意識。
七

協辦學生會「輕醒」校園文化資產推廣暨
校史館過夜活動 2019.5.29

協助本校學生會文化部辦理「輕醒」校園文化

資產推廣暨校史館過夜活動，由校史館講述
「校園文化資產概況與困境」並帶領導覽，增
進參加者對校史之了解、認同與興趣。
八

配合博物館群學習體驗營，辦理三梯次
「臺大人生存寶典」共同課程
2019.8.19–8.23

以「臺大人生存寶典」共同課程，作為博物館

群學習體驗營8月19日、21日、23日三梯次的開
場。前半場先建立營隊規矩，並以賓果團康作
為暖身遊戲，加深學員彼此間的認識，接著以
簡報課程帶領學員認識臺大著名的地標並介紹
臺大學生生活，寓教於樂，學員收獲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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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圖書館新生活動「從前有個布可塢」設
計校史館專屬關卡 2019.9.2–9.27

配合108學年度圖書館新生利用指導活動「從前有

個布可塢」，作為獨立關卡之一的校史館主題為
「達文西密碼」，設計與舊總圖演變為校史館展廳

的相關歷史年代問題，答對者可獲得校訓鉛筆一
支，並有機會獲得財產吊牌或出類拔粋紙膠帶紀念
品。活動期間開館22天，參加人數共227人。
十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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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網頁

為完整保留川流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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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使特展
成果不隨展期結束而消逝，特拍攝環景攝影並
製作專題網頁，並於2019年10月上線（https://

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81115_

▲

出類拔粋特展專題網頁

▲

校史館「舊總圖90年特展」海報

TheEarlyYearsofNTU）。

「智慧的原鄉－臺大舊總圖90年紀念」特展
2019.11.15–2020.9.30

臺大舊總圖書館起造於臺北帝國大學時期，1929年
3月動工，同年11月29日前棟完工落成，今年適逢
90大壽。歷經圖書館、古蹟劇場和校史館等不同身

分，未來還可能成為博物館，因此由圖書館、校史
館、博物館群共同策劃「智慧的原鄉」特展，透過
展示舊總圖的老照片、文物及相關故事，緬懷舊總
圖的人文歷史之餘，也期盼大眾能支持舊總圖在不
久後的將來華麗轉身，蛻變成為一座知識泉源的博
物館。

舊總圖90年特展開幕合影

▲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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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培訓

校史館目前志工總人數為24人，主要協助服務臺值勤、展場服務，以及中、日、外文導覽解說等工作。為感謝志

工辛勞貢獻與熱心投入，於2019年1月5日舉辦年度志工期末檢討暨聯誼會，除於會上頒發志工服務獎狀，邀請志
工親友觀禮、共享榮耀，並藉由會議促進兩造之溝通與合作默契。此外，為培養志工導覽技巧、增進導覽知能及
校史內涵，於2019年辦理各項專業培訓課程如下：
1.10、1.12

校史館資深志工許秀娟女士導覽見習課程

2.22

臺大校園深度導覽課程

1.30
4.19

4.30、5.24
4.9、5.7

5.16、5.18
5.30
8.29
11.1

參訪臺大檔案館暨DIY課程

赴臺師大圖書館進行四六事件特展導覽活動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深度導覽課程

訪客中心合辦志工種子導覽員培訓活動

商學百年、圖南鵬翼、新潮湧動特展深度導覽課程
校史館志工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工作坊

▲

臺大人類館深度導覽課程

▲

校史館資深志工許秀娟女士導覽見習

▲

「民主路途縱崎嶇、自由星火從未滅」微型特展

訪客中心108年期初培訓暨志工大會之傅朝卿教授 「臺灣
近代建築」專題演講

臺大人類館深度導覽課程

臺大校史館志工口述歷史工作小組會議

館務見習

安排香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三年級葉綺珊及淡江大學圖書
館學系三年級傅郁恩到館實習。葉同學實習內容為中英文
導覽、館藏整理與數位化作業、參考圖書室建置工作、主

題展覽策畫執行與解說等，共計160小時。傅同學實習內
容為參考圖書貼標、兒童學習體驗營隊隨輔、主題展覽策

畫執行、解說、卸展與活動分析等工作，共計120小時。2
位實習生並共同策畫執行「民主路途縱崎嶇、自由星火從
未滅：回顧近年港臺在爭取民主路上經歷過的社會運動」

微型特展，自2019年7月15日至8月30日開展期間，獲得大
量迴響，其留言板「民主牆」上張貼之便條，累積有231
張之多，充分表現此微型展的吸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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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迄今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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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館。2005年，臺大圖書館銜命辦理「臺大博物館群」（以下簡稱
博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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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校園暨博物館群參訪導覽」集卡活動

配合本校3月杜鵑花節與11月校慶，博群與訪客中心共同主辦三梯次「博物館群定時導覽」，博群也設計

限定拼圖小卡，鼓勵訪賓自行走訪參觀。拼圖小卡原始概念為雙變圖卡，正面為博群十館暨經典藏品簡

介，反面則將圖樣分拆，訪賓遍訪各館可獲限定圖卡並拼貼出完整圖樣。2019年為紀念推動本校「杜鵑

花節藝術季」之醫學系謝豐舟名譽教授（1946.11－2018.11），杜鵑花節之走訪集卡活動便以其畫作「杜
鵑花叢」作為圖案；11月校慶期間為慶祝舊總圖起造90年紀念，圖卡反面將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老照片

分成10塊，其上押字「昨日圖書館、今日校史館、明日博物館」，擴大宣傳臺大未來之校級博物館計畫。

▲

二

杜鵑花節集卡正面

更新竹北校區碧禎館之臺大博物館群展示

▲

杜鵑花節集卡背面

臺大博物館群曾於2014年以海報輪展方式布置竹北
校區碧禎館以達行銷目的。2019年以打造臺大博物

館群意象為主軸，將各館建築及經典館藏、博群校
園地圖等精彩手繪圖樣巧妙融入設計，以掛旗形式
簡介博群與各館，成效良好。

▲

碧禎館1樓走廊區兩側

臺大圖書館年報 | 67

拾貳
三

延伸營運

辦理第十屆「悠遊一夏 探索臺大：臺大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 2019.8.19／8.21／8.23

本營隊分三梯次辦理，第一梯次為：校史、動物、農陳、檔案；第二梯次為：校史、人類、地質、昆
蟲；第三梯次為：校史、物理、植物、醫學。活動共招收61名學員，包含10名由臺北市及新北市家扶中
心推薦的經濟弱勢學員，另有10名學員遠從彰化、臺中、
新竹前來參加。已邁入第十屆的體驗營不斷求新求變，各
成員館用心提出各式創新課程構想，除授課講解外，更搭
配遊戲、實驗、手做等，致力增添整體內容豐富度，也讓
學員從活動中加深學習印象並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

物理文物廳：物理魔法師

▲

體驗營海報

訪問交流

國際博物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ICOM）創立於 1946年，係全球博物館界最重

要的非政府國際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因其龐大國際影響力，博群於

2018年底便積極爭取入會，於2019年2月28日獲准以團體會員資格加入。為積極參與協會事務、爭取國際交流
合作機會，博群總館長暨校史館館長陳光華教授、副總館長暨植物標本館館長胡哲明教授、校史館組長張安
明、組員楊蕙華，以及動物博物館幹事林怡蓉一行5人，特於2019年8月31日至9月8日期間赴日本京都參與第

25屆大會，主題為「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並在大學博物館及典藏委員會（ICOM-UMAC）

議程中發表兩張海報：（1）植物標本館與動物博物館關於標本製作主題、（2）校史館之學生日記365天活

動，獲得熱烈迴響。會後博群也獲邀於2020年9月參與ICOM-UMAC假澳洲雪梨大學博物館舉辦之第20屆年會，
博群成員館將積極投稿以爭取曝光機會，以深化國際關係。

▲

會前工作坊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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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展中合影

▲

海報發表

延伸營運

重要大事紀
一

行政會議正式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博物館群
營運要點》

2019年6月11日第3043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灣
大學博物館群營運要點》，並由管中閔校長具名聘
函，於9月底前聘任博物館群功能性總館長、副總

館長、成員館館長。博物館群辦公室（以下簡稱博
辦）隨後統一製發功能性館長名片，以利館長代表
二

博物館群或該成員館對外交流。

加入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團體會員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係由國內博物館人士所組成之

▲

博物館群功能性館長名片

▲

拜訪獸醫專門學院鄭謙仁院長

▲

拜訪理學院吳俊傑院長

專業社群組織，長期致力於博物館專業發展相關議
題之研究，並積極推動各專業委員會之運作發展，
以促進臺灣博物館事業發展及相關國際合作交流。
博辦以本校博物館群名義於2019年11月6日申請加

入團體會員（甲種會員）獲得審查通過，12月21
三

日旋即以觀察員身分首次參與會員大會。

研擬設置校級總博物館

為準備「校級總博物館」之設置規劃書，博群總館

長陳光華教授責成副總館長胡哲明教授執行，自

2019年10月23日起由胡哲明副總館長帶領博辦密
集拜訪各院院長及成員館館長溝通參與博物館意向
並交換意見，最終彙整完成《國立臺灣大學校級總
博物館規畫構想》草案，內容包含：緣起、使命與
功能、組織編制與人力、選址與空間規劃、聯合庫
房選址、營運模式、其他合作單位、所需經費、工

作排程等。12月24日向學校行政團隊初步報告，
2020年1月4日於校務會議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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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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專門圖書館之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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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圖中心以關注國內外原住民族發展狀況、重要議
題等相關研究方向為主軸進行館藏徵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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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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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原圖中心總館藏量達4萬冊。

讀者服務

▲

原圖中心新書展示區

原圖中心積極辦理各項推廣活動，促進各界對臺灣及世界原住民族群之瞭解與認識。
一

閱覽服務概要

原圖中心典藏之各項圖書資料僅供館內閱覽使

用，不開放外借。年滿18歲之讀者即可進入本
中心利用館藏資源。開放時間除週日、國定與
校定假日、每月最末週三閉館外，每日開放時
間為週一至週五8:00–18:00，週六9:00–17:00。

2019年館藏資料使用量為4,378冊（件），入

館人次計有4,835人次，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共
4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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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入口網

原圖中心入口網站以使用者檢索習慣為設計原
則，強化網站之視覺呈現，結合實體書目與線
上資源、活動訊息等各類資訊，提供讀者更多

元、便捷及親切的資訊整合入口網服務，2019
年使用達1,922,046人次。

延伸營運

三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建置「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提供完整原住民族各類型訊息之入口平臺，內容包含：原住民族相
關網站、活動訊息、研究資源等，2019年使用達947,148人次。

▲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入口網

▲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推廣活動與展覽
一

參觀與導覽解說

針對不同使用者提供客製化導覽服務，內容包
含：原圖中心成立與特色、各項資源使用、臺
灣原住民族文化介紹等，並示範操作臺灣原住
民族資訊資源網，以及中心內資料查詢、利用
方式，引導使用者更有效並妥善地利用實體與

線上資源。2019年原圖中心共進行17場導覽，
計486人次。

二

專題論壇與演講

1.「咱攏佇遮：轉型正義從認識自己開始」專題演講
2019.5.17

與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和解小組合辦全國巡迴講座，由該小組專案助
理杜宜蓁小姐分享，以互動式的方式進行，讓
更多民眾認識與理解何謂轉型正義。

2.「大甲溪上游泰雅族抗日戰役」專題演講
2019.10.29

邀請泰雅族文史工作者尤巴斯．瓦旦老師以原
住民族角度講述日據時代泰雅族人抗日戰役的
歷史。

3.「原住民族傳統香氣食材運用」專題演講
2019.11.18

邀請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馬燕萍秘書
長分享自身經驗，將臺灣原住民族飲食文化及
傳統智慧傳遞給關心相關議題的民眾，精彩的

▲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師生參訪原圖中心

演講吸引民眾熱烈參與，原住民族電視臺亦前
來採訪報導本場活動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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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學在臺大」演講與「山．都市．植物．原住
民生態與環境」參訪活動 2019.11.27

與本校臺灣研究學程、臺文所、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及植物標本
館聯手籌辦臺灣研究學程，透過專題演講、校
園走訪及原住民族植物主題書展，讓與會民眾
更加深認識都市原住民居住文化及原住民族植
物及應用。

三

新書發表會

▲

「大甲溪上游泰雅族抗日戰役」

2019年11月25日舉辦《臺灣高砂族之音樂》新

書發表會，該書原為黑澤隆朝所著之《台灣高砂
族の音楽》（1973年出版），被學界公認為臺

灣原住民族音樂研究之經典鉅著。為重現已絕

版之原書內容，並深究原著者於1943年在臺灣

音樂調查的過程，王櫻芬教授與多位專家學者合

作，耗費十餘多年完成《台灣高砂族の音楽》中

譯本《臺灣高砂族之音樂》（南天書局出版）。

▲

「山‧都市‧植物─原住民生態與環境」

王櫻芬教授於新書發表會分享其寫作甘苦，與聽
眾對談關於原著者之研究歷程。

四

「播下希望的種子」部落贈書計畫

本計畫啟動至今已走訪過約30個部落，2019
年前往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學、屏東縣牡
丹鄉牡丹國民小學及屏東縣來義鄉來義高級中
學，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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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桃園市義盛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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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櫻芬教授分享著作甘苦

▲

屏東縣來義高中

延伸營運

五

主題書展

原圖中心常設的主題書展，2019年共展出「影
像敘事．凝望臺灣」、「尊重，同理—閱讀多
元性別」及「臺灣原住民族歷史事件」等三個
主題，呈現近代臺灣的各種歷史記憶、多元性
別的認識與同理，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及

▲

「影像敘事。凝望臺灣」主題書展

▲

「尊重，同理—閱讀多元性別」主題書展

▲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事件」主題書展

▲

原圖中心電子報

歷史。
六

週六電影院

原圖中心自2007年開始規劃週末影片放映活
動，至2019年止已播放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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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藉由影
片放映活動，觸發參與者認識並關心全球族群
議題。2019年播放片名如下：

1月 何處是核廢料的家／相馬看花：消失的福島
2月 血琥珀／金剛：骷髏島

3月 嘰哩咕與女巫／你才女巫，你全家都女巫
4月 我在這裡看見你／漂流遇見你
5月 金選微電影／依諾之歌
6月 第九禁區／阿波卡獵逃

7月 美國．請聽我說／與狼共舞
8月 影像高雄／此後

9月 老師的黑板／人生80才開始
10月 天上的駱駝／黑熊森林

11月 夢想海洋／只有大海知道

七

12月 靈山／山的那一邊

原圖中心電子報、原圖特刊

為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並提供即時訊息，原圖
中心每月發行電子報，自2007年5月起發行至

今，已發行至第133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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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並發行
《原圖特刊》，精選當年度的電子報內容，與

讀者一同分享每年原圖中心的努力成果，2019
年特刊預計於2020年5月底發行。

▲

原圖中心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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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成立的｢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以下簡稱佛圖）｣（http://buddhism.lib.ntu.edu.tw）由本校哲學系
榮退教授釋恆清法師肇創，2003年由本館接手營運，至2009年改由本校文學院執行，2018年4月起再度由本館

接續承辦，本校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暨數位人文中心主任項潔教授自2003年起擔任主持人至今。佛圖致力
於蒐集匯整佛教相關研究論著書目與全文，提供中、英、日三種網站語言版本，使用者遍及全球236個國家地
區。2017年入選全球百大大學數位圖書館，2019年每日平均使用量高達10,242人次，總使用量累計逾2,700萬
人次，為全球最大線上佛學研究主題資料庫。

▲

佛圖11位諮詢委員合影（由左而右：蔡耀明、釋自衍、洪振洲、創辦人釋恆清、唐牧群副館長、主持人項潔、陳光華館長、周伯戡、劉國威、蕭麗華、趙飛鵬）

佛教研究文獻典藏量冠全球

佛圖收藏逾41萬篇書目資訊、7萬篇全文檔案、中英日德法五語對照共2,831 個關鍵字庫；2019年擴增6,250篇
書目、12,648篇全文檔案、1,910位著者、更新329種佛教期刊，內容含括全球45種語言以及15種資料類型，使

用者可進行檢索，並免費閱讀下載。此外，除可利用「佛學著者權威資料庫」查詢全球逾10萬名佛學研究者的
相關著作目錄，亦可閱讀包含大正新脩大藏經、卍新纂續藏經、乾隆大藏經、永樂北藏、巴利文藏經、藏文藏
經、梵文佛典等共17,715卷之數位佛典，佛教數位研究文獻典藏量高居世界之最。

根據2019年底以本校網域（ntu.edu.tw）於Google Scholar進行檢索之結果，觸及佛圖蒐集之研究文獻比例

達 73.88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NDLTD）及中國知網（CNKI），引用自佛圖網站的學術論文篇數
於2019年新增45篇，總計共有562篇，佛圖實為國內外各大學推薦的熱門研究工具之一，對於佛學研究貢獻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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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完成｢收錄期刊指南」系統

為提供更完整的佛教期刊資訊，數年前便著手開發｢收
錄期刊指南」系統，詳細記錄佛教相關期刊資訊並條列

各卷期書目內容，可提供檢索或依分類瀏覽。截至2019
年底共收錄臺灣、中國、日本、美國、歐洲各國佛學核

心學術期刊計1,976種，館藏量預估將達到10,000種期
刊，此系統於2020年1月1日起正式上線啟用。

▲

經營社群網站

｢收錄期刊指南」系統

2019年開始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DLMBS），藉此宣傳並分享佛圖及學術
界訊息，一年來累積1,178位粉絲。未來將繼續提供服
務，吸引對於佛教學術研究及活動有興趣的使用者。

▲

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合作

佛圖臉書粉絲專頁

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所開發的CBETA Online 線上閱讀網站（http://cbetaonline.dila.edu.tw），自

2014年起可以直接查詢佛圖典藏的佛教研究文獻。2019年佛圖更進一步與CBETA合作，開發查找特定引用段
落之功能，裨便學者對照研究經典文獻，提升佛學研究的便捷性，待整體開發測試完成後，亦將開放使用。

佛圖相關統計
一

文獻典藏量
項目

二
2017

2018

2019

書目（篇）

402,363

403,794

410,044

著者（位）

100,845

101,599

103,440

全文（篇）

相關網站（個）

40,630
777

56,883
786

69,531

網站點閱數
項目

年度總人次

每日平均人次

2017

2,597,013
7,134

2018

3,295,800
9,079

2019

3,697,551
10,242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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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綜合統計

綜合統計
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類型

中日韓文圖書（冊）
外文圖書（冊）
電子書（冊）

2017

2018

2019

1,866,108

1,887,162

1,885,908

2,401,998

2,410,040

2,404,791

3,145,125

3,234,375

3,312,009

572,687

574,558

575,874

27

19

19

2,157

2,063

1,867

4,204

4,324

4,153

54,046

54,081

62,018

12,328

12,387

44,797

598

627

610

非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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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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2019

1,122,752

1,130,617

1,199,648

326,637

355,683

321,189

948,401

960,628

865,758

2,397,790

2,446,928

2,386,595

綜合統計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讀者別

總圖書館

2017
校內

校外（含校友）
24小時自習室

社科院圖書館

醫學圖書館

數學系、物理系、
化學系圖書室、
法律學院圖書館

小計
校內

校內

663,585

723,676

205,625

239,805

207,270

948,401

960,628

865,758

1,811,954

1,864,018

1,796,704

274,432

277,896

284,082

83,744

83,799

84,275

358,176

361,695

368,357

157,760

156,134

146,962

33,596

26,678

24,147

191,356

182,812

171,109

32,632

33,002

44,928

3,672

5,401

5,497

36,304

38,403

50,425

2,397,790

2,446,928

2,386,595

校外（含校友）
小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小計
總計

2019

657,928

校外（含校友）
小計

2018

圖書流通 ─ 借書量統計及讀者類型分析
讀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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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2017

百分比

數量

2018

百分比

數量

2019

百分比

91,209

28.6%

88,099

29.10%

193,949

32.84%

29,904

9.4%

29,224

9.70%

69,565

11.78%

105,502

33.1%

95,885

31.70%

161,900

27.41%

55,552

17.4%

58,402

19.30%

114,632

19.41%

10,340

3.3%

10,582

3.50%

22,065

3.74%

17,207

5.4%

13,506

4.50%

19,990

3.38%

8,885

2.8%

6,728

2.20%

8,562

1.45%

318,599

100%

302,426

100%

590,663

100%

註：2019年起加入續借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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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統計

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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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9

11,753

11,490

11,204

1,338

1,732

1,332

13,091

13,222

12,536

18,843

18,341

16,154

2,695

2,430

2,534

21,538

20,771

18,688

38,640

33,993

31,224

電子資源使用
電子資源類型

網路資料庫 （點擊次數）
電子期刊 （點擊次數）

全文使用 （次數）（註）

2017

2018

2019

761,409

891,154

980,800

216,576

166,294

111,983

15,129,096

14,910,196

12,735,209

註：包含公開取用電子書及付費電子書全文使用統計。2019年次數減少之主因，概上述電子期刊全文使用採計Counter 5 Tr-j1（不含OA下載次數），
若含OA下載次數，則2019年電子期刊與2018年相較，全文使用次數略有成長。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年度

本校研究人員（位）
研究產出（筆）
計畫（件）

本校產出資料（筆）
全文資料（筆）

2018

2019
2,678

2,801

241,313

257,498

9,626

72,477

268,940

290,820

65,951

67,937

註：2018年9月21日起，臺灣大學機構典藏（NTUR）及臺大學術庫（AH）整合為臺大學術典藏系統（NTU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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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2019年瀏覽量

網站典藏
網站數量（個）

項目

2017

網站版本數（個）

2018

2019

10,000

10,950

11,014

36,500

38,000

39,000

圖書館網站瀏覽統計
項目

考古題網站（次）

2017

1,853,671

1,707,008

56,115

49,978

47,419

106,076

98,464

79,756

32,124

32,365

32,459

21,456

18,626

11,661

227,946

261,665

350,768

9,640

13,367

9,441

失物招領系統（次）

數位典藏歷年課表網站（次）
常問問題網站（次）

2019

2,083,313

特藏網站（次）

電子書清單網站（次）

2018

圖書館館訊網站（次）

參考與推廣服務
參考諮詢（件）
利用指導
引導參觀

項目

2017

69,765

8,610人／277場
3,677人／222場

2018

52,751

8,430人／251場
1,928人／161場

2019

46,495

10,220人／274場
3,113人／211場

總圖書館
Main Library

h�p://www.lib.ntu.edu.tw
tul@ntu.edu.tw
h�ps://www.facebook.com/NTULIB
+886-2-3366-2326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社會科學院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Koo Chen-Fu Memorial Library
h�p://web.lib.ntu.edu.tw/koolib/
ntukoolib@ntu.edu.tw
h�ps://www.facebook.com/ntukoolib
+886-2-3366-8300 ext.55600, 55601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醫學圖書館
Medical Library

h�p://ntuml.mc.ntu.edu.tw
medlib@ntu.edu.tw
h�ps://www.facebook.com/ntuml
+886-2-2356-2207, 2356-2208

10051 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

No.1, Sec.1, Ren Ai Rd., Taipei, 10051,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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