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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2020年是嚴峻的一年，全球各地皆受到 COVID-19 的嚴重影

響，無一倖免，雖然國內疫情相對穩定，防疫工作仍不容鬆懈，是

故館內各項常規業務亦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在這段時間裡，圖書

館全力配合政府及學校各項防疫政策，也因此多出不少額外的業務

與課題，我由衷感謝館內所有同仁能夠持續堅守崗位，冷靜應對這

突如其來的挑戰，並迅速、果斷地做出相應的服務調整，不因疫情

爆發而使服務有所中斷，同時不忘初心，持續推展各項業務，完成

「不可能的任務」。

因應疫情變化，本館於2月疫情爆發之初即迅速調整入館動線，

設置單一出入口管制及實名制防疫關卡，同時緊急購入熱像儀、防

疫一號等體溫檢測設備，以避免館內發生群聚感染情事；針對使用

率高且相對密閉的自習室空間，我們也分階段調降座位總數，並採

行梅花座以維持讀者間的社交距離，同時拉高館舍環境清潔強度，

以及設置各式消毒用品供讀者自主清潔。對於受疫情影響無法入境

或返校之師生，本館也主動協助其延長借期或免除滯還金，讓師生

在疫情期間能安心使用館藏；並舉辦數場相關主題書展，期望透過

閱讀緩解讀者壓力與不安情緒，以積極正面的心態面對疫情對生

活帶來的變化。在同仁群體努力之下，本館得以維繫安全的閱讀環

境，持續提供讀者必要服務。

本館空間服務在這一年裡頗有進展，包含9月推出的整合式門

禁管理系統，一舉解決長久以來總圖與各分館因門禁讀者檔各自獨

立，需個別維護與手動同步的問題，大幅提高門禁資料之即時性。

館長的話

館長的話

陳光華
Kuang-Hua Chen

圖書館館長
博物館群總館長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University Librarian
Director-Gener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useums
Professo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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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空間管理系統於12月上線，提供本校師生線上預約討論室、研究小間之服務，不再需要臨櫃借用與報到，

並加入智慧電控科技以達節能目標，同時升級自習室選位系統，提供更直覺的選位介面及智慧選位功能。另一

項好消息是位於醫學校區的臺大醫學圖書館，也在本年度完成第二期的空間改造工程，於9月正式啟用醫圖二

樓「學習共享空間」，包含陽光角落、開放討論區、視聽展示區、影音欣賞室、創客學習區…等多元學習空

間，搭配全新開發的 iSpace 空間管理系統提供服務，給予讀者更多利用可能，啟用後獲得許多師生讚賞，成

為醫學校區讀者最喜愛的活動場域。

防疫期間本館仍持續推動國際間的交流合作，與琉球大學合作出版的《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球關係

史料集成》，榮獲2020年沖繩時報第四十回「沖縄タイムス出版文化賞」之特別賞，也是首次有國外出版品獲

獎。6月時本校博物館群與日本九州大學合辦線上雙邊會議，以「遠距教學」和「COVID-19 防疫」為題，分享

兩地在防疫下的生活調整與體悟，並於7月參加國際博物館協會舉辦的第20屆線上年會，交流彼此經驗。本館

亦自6月起加入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RDMLA）之繁體中文課程合作計畫，協助廣

大華語研究人員、圖書館員學習研究資料管理（Research Data Management）所需知能。

時值初夏，雖未見疫情趨緩，我還是期待臺大圖書館在新的一年裡，能夠穩定步伐，積極、勇敢地面對各

項改變與挑戰，做好長期對抗甚至共存的準備，努力維繫優質的閱讀環境與服務，持續扮演師生學習研究上不

可或缺的重要夥伴，從累積的防疫經驗中，找尋服務轉型契機，激盪創新思維，與國內大學圖書館一起向前邁

進，共度難關。

館長的話

F r o m  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L i b r a r i a n

謹誌，2021年5月



Overview

Spotlight

採訪編目組

研究支援組

博物館群

佛學數位圖書 
館暨博物館

臺灣原住民族 
圖書資訊中心

特藏組 系統資訊組

行政組

閱覽組

推廣服務組

典藏服務組

學科服務組

社會科學 
資源服務組

校史館營運組醫學資源 
服務組

*2020.12 現況

圖書委員會

研究與技術服務部門

延伸營運

讀者服務部門及分館 

館長

館長室

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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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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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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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總館藏量已逾830萬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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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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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圖書館概述



Spotlight COVID-19 防疫守護你我健康

▲  「沖縄タイムス出版文化賞」特別賞獎狀 ▲  全體獲獎人員合影

▲  入口採用熱像儀進行體溫量測 ▲  臺大防疫一號協助門禁防疫工作 ▲  高規格化學兵消毒作業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球關係史料集成》榮獲第四十回「沖縄タイム
ス出版文化賞」最高榮譽「特別賞」

本館與琉球大學合作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球關係史料集成》全五卷，以「琉球王國研究之
一級史料」的高度評價獲得《沖繩時報》第四十回「沖縄タイムス出版文化賞－特別賞」。該獎項以沖
繩為主題且具社會性、文化性和啟蒙性的日本國內出版品為參選對象，其中最高榮譽「特別賞」是以研
究小組及長期編輯的出版品為對象，此回首次由國外出版品獲獎。2020年2月5日由唐牧群副館長代表至
沖繩參加頒獎典禮。

2020年 COVID-19 肆虐全球，圖書館自疫情開展以來即上緊發條，做好萬全準備，除採購熱像儀及本校
研發的防疫一號之外，亦整備各式消毒用品供讀者使用；疫情嚴峻期間採取高規格的化學兵消毒作業，
提升環境清潔強度，全面把關圖書館各項防護措施，守護讀者健康。

重要工作成果

臺大圖書館年報   |   5 

參 重要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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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工作成果

▲  殷海光百年紀念贈藏書籍展

▲ 2020璀璨貳拾—總圖活動海報展

▲ 一分鐘充電站

舉辦「自由思想者的珍貴遺澤：殷海光百年紀念贈藏書籍展」

舉辦「2020璀璨貳拾—總圖活動海報展」

數位學習網全新推出一分鐘充電站

殷海光（1919–1969）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臺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啟蒙者，也是分析哲學在臺灣的先驅。殷先生
長期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他生前大量購置各種人文社會科學英
文書籍，去世後，大部分藏書捐贈給臺大。在1970、80年代，臺
大缺乏優質的西文新書，這些贈書廣為學子利用。本館特與殷海光
基金會合作，於2020年4月30至6月14日辦理「自由思想者的珍貴
遺澤：殷海光百年紀念贈藏書籍展 」，延續殷海光先生百年冥誕
系列活動，聚焦其亮點贈藏及珍貴原版著作，並展出殷先生所撰
《自由中國》被查禁前最末期之社論、本館原始登錄簿、殷先生之
鋼筆及老照片等相關文物，藉以紀念這位對臺大、臺灣有重要貢獻
而歷經苦難的歷史性人物。

為回顧新總圖落成20多年來為推廣閱讀藝文、
協助教研活動所做的諸多努力，圖書館特於
2020年9月11日至10月11日舉辦「2020璀璨貳
拾—總圖活動海報展」，以256幅海報，還原
各重要特展、書展、影展、課程與活動的發展
軌跡，並同步展出歷年展覽小物、摺頁、紀念
章及特展環景網站，重溫海報設計中的那些留
白與疏密、文案與韻律，再次聚焦圖書館在臺
大人青春歲月中的藝文印象。

圖書館特於2020年全新推出「一分鐘充電站」系
列短片，藉由1至2分鐘的短片，以影音畫面精準解
說重點，協助讀者運用零碎時間創造學習價值，在
專注力最佳的片刻，快速累積資訊素養技能，持續
增進圖書資源使用技巧，成為查找資料不求人的高
手！2020年共推出26支「一分鐘充電站」短片，也
使得本館 YouTube 數位學習課程頻道訂閱人數大
增，更獲《書香遠傳》2020年11月號第152期採訪
報導，與圖書館同道分享短片製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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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成果重要工作成果

醫圖2期空間改造工程完工，新建學習共享空間

推出全新的空間管理系統及服務

▲  整合式空間管理系統

▲ 學習共享空間入口 ▲ 陽光角落

醫圖2期空間改造工程於2020年9月10日正式完工啟用，嶄新的學習共享空間包含陽光角落、開放討論
區、視聽展示區、影音欣賞室、樂活室、討論室、簡報練習室、會議室、數位教學室、資訊 E 檢區、創
客學習區，滿足討論與學習空間多元需求。醫圖亦針對電腦劃位、空間預約借用等需求，開發整合式的
「iSpace」空間管理系統，供使用者線上預約醫圖空間，並具備現場借用、預約、報到及查詢場地使用
情形等功能。

為便利讀者申請與使用圖書館空間，本館
於2020年12月1日推出全新的整合式空間管
理系統，申請範圍包含總圖書館討論室、
研究小間，以及社科院圖書館討論室。師
生透過本校計中帳號登入，即可查看各空
間 目 前 借 用 狀 態 ， 並 提 供 線 上 預 約 、 修
改、取消或續借等功能，有效簡化申請流
程，提升服務便利性。預約時段開始後，
讀者可自行利用報到機完成報到及啟用空
間，系統更結合智慧節能科技自動控制電
源，有效達到節能目的。



Services
參 重要工作成果

主辦「2020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

「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迄今（2020年）已成立14年，現由本館擔任召集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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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館際經驗交流，本館於2020年12月4日假臺
大醫學院103講堂舉辦會員大會，共計90人與會。會中除了例行的聯盟執行成果報告、提案討論及表揚
儀式外，並邀請 OCLC 臺北辦事處楊舒萍經理與李振聲顧問、香港科技大學林紀達副館長和孫澤華資深
經理、本館醫學資源服務組梁君卿組長及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分享新知與實務經驗。當天會議圓滿落
幕，與會館員交流熱烈，不僅促進同道拓展視野，也透過會員大會加強聯盟凝聚力，期待聯盟永續經營。

▲  陳光華館長與得獎者合影 ▲ 會員大會團體合照

8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Services

讀者服務

新增關鍵字、錯誤提醒等輔助功能，便利畢業
生快速完成論文上傳手續。後臺管理功能亦同
步升級，如發布最新消息，並將系統功能及代
碼參數化，方便本館進行系統維護，有效改善
論文審核作業流程。

簡化辦證流程
2020年10月起推出簡化辦證系統，讀者入館後
於櫃檯電腦填寫並送出個人資料，經館員審核
後即可享用圖書館相關服務，取代原先紙本申
請作業，大幅提升辦證效率與正確性。

嶄新的 LINE 推播及個人化服務
2020年12月推出新版的 LINE 推播及個人化服
務，提供查詢個人借閱紀錄、快速預約研究小
間、討論室和專屬課程等功能，並可即時發送
預約書到館、空間預約提醒等個人化通知。透
過創新服務的應用，讓圖書館 LINE 官方帳號不
再僅是單純的推播訊息，師生可以主動選擇並
快速獲取所需服務，促進師生與圖書館的互動
連結。改版上線一個月，即有兩千多人成為圖
書館 LINE 好友，廣獲讀者好評肯定。

因應 COVID-19 相關防疫政策
因應疫情變化及配合學校政策，圖書館適時調
整各項讀者服務，如2020年2月24日起啟動單一
出入口管制及實名制入館登記，讀者入館須配
合量測體溫；4月起調降總圖及社科圖自習室使
用人數；6月起採取梅花座位以擴大讀者座位距
離；12月1日起配合秋冬防疫專案，讀者進入圖
書館應一律全程配戴口罩，以維護本館閱覽環
境之安全及校內師生健康。

提供圖書流通彈性處理
因疫情無法入境，或因居家隔離、檢疫、自主健康
管理無法到校之讀者，或符合本校安心就學措施
條件辦理休學者，圖書館皆協助其續借圖書或延
長借期。若讀者有圖書逾期及滯還金等情形，則
依個案狀況處理，讓師生安心使用圖書館服務。

升級學位論文提交系統
圖書館於2020年6月18日更新學位論文提交系
統，優化整體操作流暢度，提供畢業生即時查
看審核狀況與進度、以及自行取消審核以便修
改檔案等功能，同時增加欄位輸入提示、快速

讀者服務

一

二

三

 四

五

肆

閱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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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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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持續
推廣「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務」，除了向新生宣
傳三校相關服務，另針對尚未申請服務之讀者加
強宣導。2020年本校計有2,272位師生申請「三
校借書一卡通用服務」，臺師大及臺科大則合計
2,635人向臺大申請，完成申請之三校師生可持教
職員工證或學生證逕至合作館借閱圖書。

榮獲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第一名
2020年8月20日於國立臺灣圖書館舉行第十五屆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大會，本館
獲頒「108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第一
名。

新增館際合作期刊文獻快遞服務對象
本館期刊文獻快遞服務（JADE）於2020年6月
起擴增服務對象至「畢業校友」和「退休教職
員」，協助校友及退休人員離校後繼續進行學術
研究，加強與學校之聯繫。

簽訂館際合作圖書借閱服務要點
本館為擴展師生圖書資源，加強與其他圖書館之
合作關係，以交換借書證方式為全校師生提供圖
書互借服務。截至2020年，與本館簽訂館際合作
借書證服務已達120個合作館。2020年本館並與健
行科技大學圖書館完成館際合作圖書互借協議書
續訂事宜。 

一

二

三

 四

館際合作服務

社科圖提升閱覽服務品質
1. 為瞭解讀者對於自習室寧靜區的需求情形，於 
 2020年4月27日至5月7日進行二樓自習室使用 
 問卷調查，並依調查結果，維持於自習室內設 
 置禁用筆電或電子產品之寧靜區（B 區）。

2. 因應 COVID-19 之防疫需求，於2月下旬起， 
 減少二樓自習室座位以擴大間隔距離，同時修 
 改自習室劃位系統，以加強防疫措施，維護讀 
 者安全。

3. 由於寒暑假與學期中開館時間不同，讀者易誤 
 將個人物品留置圖書館至閉館後，導致需尋求 
 人員協助開館取物。除張貼提醒公告外，已委 
 請社科院保全協助讀者於社科圖閉館後領取置 
 留物之事宜。

六

肆 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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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圖、法律圖罕用館藏移置自動化書庫
為有效紓解典藏空間，法律圖及社科圖將罕用
圖書搬遷至自動化書庫，以維護優質閱覽和圖
書保存環境。法律圖於2020年7月29日、8月17
日以及8月31日分三批搬運，完成約17,000冊圖
書入庫作業。徐州路閉架書庫藏書亦於2020年
下半年開始進行館藏盤點，並由同仁撰寫程式
協助條碼補印等作業，預計將於2021年搬遷至
校總區自動化書庫，以便利讀者使用。

醫圖閉架書庫珍貴罕用書刊移轉校總區
自動化書庫
配合「醫學圖書館讀者閱讀環境優化整修工
程」之進行，將醫圖閉架書庫珍貴罕用之館藏
移至校總區自動化書庫，並調整其他樓層館藏
空間。除善用釋出空間外，更可妥善保存及利
用珍貴館藏。

調整總館典藏空間配置
考量人社類館藏成長速度，調整二、四樓配
置，釋出以科技類圖書為主的四樓部份空間，
作為人社類圖書典藏之用。此外，為預備日後
空間改造規劃，完成二樓密庫罕用期刊盤點與
使用調查，並持續進行三樓裝訂過刊撤架與移
架作業。

整理閉架書庫館藏與空間管理
2020年6月完成舊總圖閉架書庫館藏盤點作業，
全數遷入自動化書庫典藏，並將該空間返還校
方。此外，完成研圖閉架書庫圖書盤點，亦全
數遷入自動化書庫典藏；並於年底完成積層式
書架結構鑑定，確保館舍安全。

推動尋書服務無紙化
為推動尋書服務無紙化，增開線上申請服務。
讀者若於總館找不到所需圖書，可就近利用館
內電腦登記尋書。本館一旦接獲申請，即自動
更新館藏紀錄為尋書中狀態，並啟動協尋圖書
程序及通知讀者後續結果。

推動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營運
自2018年10月正式啟用自動化書庫服務中心以
來，本館持續進行館藏搬遷，截至2020年底已
完成逾82萬冊圖書整理與入庫作業，並自2020
年6月起啟用指定取書地服務，校內讀者可指定
於特定分館或系圖取書。本館於2020年7月至9
月進行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使用者對於各方
面均感高度滿意。

二

 四

讀者服務

典藏服務

一 五

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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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讀者服務

學科與參考服務

▲  NTUS 首頁

▲ 參考服務部落格

▲ 常問問題網站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匯集本
校研究能量，永久典藏學術成果
https://scholars.lib.ntu.edu.tw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為本校研究產出
的分享平臺。除完善研究人員發佈、維護與匯
出個人著作、計畫清單及簡歷功能，更提供開
放取用（Open Access）與存放開放資料（Open 
Data）之環境。本平臺由學科館員提供個人化維
護服務，逐步完成教師研究成果回溯，並定期更
新以維護教師著作完整性。2020 年新增 84,152 筆
研究產出資料，總計收錄 363,493 筆本校研究產
出資料。

充實「參考服務部落格」，建立優質知
識支援服務
http://tul.blog.ntu.edu.tw

本館「參考服務部落格」自2010年創立迄今已累
計926篇文章，2020年新增84篇中英文文章，並推
出全新介面以提供更穩定的優質服務。2020年造
訪人次逾70萬（較2019年成長23%）、點擊次數
逾107萬（較2019年成長17%）。部落格文章結合
本館資源與服務、熱門時事，並透過本館臉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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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常問問題網站」，為讀者指點迷津
http://web.lib.ntu.edu.tw/question

為幫助讀者獲知圖書館資源使用與服務相關問
題與解答，圖書館於2015年建置「常問問題網
站」。2020年更新逾80則中英文條目，造訪人次
逾21萬（較2019年成長21%）、點擊次數逾40萬
（較2019年成長17%）。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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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 投稿 OA 免費宣導海報

▲ 社科圖核心期刊專區 ▲ 仿紙本之核心期刊封面

提供投稿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pen Access 期刊免付文章處理費服務
https://www.lib.ntu.edu.tw/node/3902

為鼓勵本校學者投稿 Open Access（OA）期刊，
以提升著作能見度，進而增加學術影響力，本館
與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簽訂協議，本校師
生自2021年起投稿 Cambridge 373種 OA 期刊免付
文章處理費，期使研究成果更廣為人知，促進知
識傳播。本館於2020年12月起建置服務網頁並規
劃相關宣導策略，提供師生作為投稿參考。

社科圖新設「社會科學領域核心期刊」
專區，擴展跨域視野
因電子期刊興起，圖書館多已不再訂購紙本期
刊，致使讀者不易從期刊區快速窺見各學科的重
要期刊。社科圖應教師建議，於2020年10月起調
整一樓現刊區架位和展示內容，並增設「社會科
學領域核心期刊」專區，由各系所單位推薦所屬
領域前五名之期刊共計38種，訂有紙本者，移置
該區；僅有電子期刊者，則列印封面並以筆記本
包裝其中，仿紙本期刊型式陳列，同時加上電子
期刊網址 QR code，便利讀者上網觀看。透過該
專區的設置，期能擴展社科院學生的跨域視野，
鼓勵學生培養瀏覽各核心期刊的習慣。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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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社科圖教師著作專區 ▲  以方格櫃陳列每位教師之著作

▲  知識森友會—社科院教師專訪

讀者服務

社科圖新設「社科院教師著作專區」，
展露社科院教師之學術研究能量
社會科學領域學者除於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外，亦
多有專書著作出版。為展現社科院教師的學術研
究能量，特於2020年10月在社科圖一樓大閱覽
廳，設置「社科院教師著作專區」，展出社科院
現任教師之專書及合著圖書，目前陳列25位教
師、74本著作。專區展示之圖書僅限館內閱覽，
不提供外借。期望透過專區的設置，增加教師學
術著作的曝光度，讓學生從教師著作中獲得典範
學習、延續學術脈動。

社科圖辦理「知識森友會—社科院教師
專訪」活動
為加強學科服務及深化教師聯繫，社科圖自2020
年7月起規劃辦理「知識森友會—社科院教師專
訪」活動，希望能瞭解教師對圖書館的需求與期
許，以作為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訪談內容規劃
以三分鐘影片呈現，同時亦摘錄部份內容撰寫成
報導，刊登於本館館訊電子報。至2020年底，已
完成經濟系林明仁教授、社工系楊培珊教授的訪
談，正進行剪輯後製中。

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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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研究支援服務

擴大推廣教師研究領域網絡分析服務
研究支援組利用書目計量與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2018年起推出「領域網絡分析服務（Domain 
Network Analysis  Ser vice，簡稱 DNA 服
務）」，並自2020年3月起與研發處合作，透過
計畫徵求訊息提供服務資訊，協助教師掌握前膽
性研究主題，增添更直觀的研究效益佐證資料。
2020年共計受理29件（較2019年成長21%），
服務件數及對象廣度同步成長。

新增院系學術研究力分析服務
於2020年3月起新增院系學術研究力分析業務，分
析各院系相關學科發展趨勢，並輔以學術指標參
考數值，支援單位主管對學門發展、人才延攬、
學術合作之決策參考。2020年為本校地質科學
系、化學系、大氣科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及農藝
學系提供分析報告，並赴系所進行簡報說明。

提供視覺化分析教學及服務經驗分享
本館新創視覺化分析服務屢獲迴響，於2020年1
月15日及11月25日應校內教師需求開設「領域
網絡分析工作坊」，指導師生相關分析理論與方
法，並於10月23日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所舉辦
之「當學科服務遇見資料分析」實務座談會，與
同道分享實務經驗。

▲  應校內教師需求開設領域網絡分析工作坊

積極參與研究資料管理專業課程國際合
作案
開放研究資料（Open Research Data）為全球
學術關注的重要議題，其精神是透過公開分享
使研究資料得以再利用，發揮研究資料最大價
值。本館於2020年6月與 Harvard University、
Simmons University 等校所成立之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簡
稱 RDMLA）合作進行 RDMLA 繁體中文課程
計 畫，以 促 進 華 語 世 界 的 學 術 研 究 人 員、圖
書館員等獲得研究資料管理（Research Data 
Management）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

醫學圖書館研究力分析服務
醫學圖書館長期投入文獻計量學研究，並成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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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醫學校區師生瞭解學
術研究能量。2020年共編製932份報表，除持續
配合臺大醫院科部進行研究力評比報告，亦針對
例行性的分析資料，進行部分調整，例如：新增
臺大及其他機構之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分析。未
來除常用的 WOS 及 ESI 資料庫外，更計劃活用 
InCites 資料庫，提供更多元的分析結果。

一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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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6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整合及應用
本館於2018年10月11日正式轉換為雲端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System for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簡稱 SLIM）。2019年起整合電
子資料庫、電子期刊系統以及數位化館藏，讀
者可藉由整合式單一雲端服務平臺，同時查詢
紙本、電子及數位化資源，以一站式服務滿足
查詢需求，不但減輕管理負擔，更提升使用界
面的直觀性，同時便利相關介接服務的開發，
如透過介接程式，串接專題書目網站及特藏資
源網站，大幅提升維護效率。本著服務讀者的
熱忱，本館持續努力開發與改善服務功能，提
供更便捷的資訊服務。

強化讀者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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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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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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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自動化書庫順利運行。

2. 介接 SLIM 與各項業務系統
開發包括：辦證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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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重設機制及圖書館單一入口跳轉平臺（SSO）
等系統與 SLIM 介接之程式。

3. 維護讀者資料庫
透過讀者資料匯入、讀者紀錄轉檔等介接程
式，更新 SLIM 讀者資訊，同時建立讀者資料
庫，使資料管理更具即時性。

肆 讀者服務

多媒體服務

豐富影音＠Online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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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館藏推介服務
1.「愛樂小沙龍」主題音樂館藏展

為提升音樂館藏能見度，定期推出「愛樂小
沙龍」系列音樂館藏展，於多媒體服務中心入
口處陳列展示，展示期間皆可外借。本年度展
出主題包括：「華語流行」、「大地之聲」、
「世界音樂」、「英式搖滾」以及「爵士樂」
主題專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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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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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影音排行榜服務
透過多媒體服務中心讀者借閱館藏次數，統計
熱門影音排行榜，每月於「影音 Focus」網站
發表借閱排行榜，並於館訊電子報提供年度熱
門影片排行榜供讀者參考。

一

二

資訊服務

一

▲  愛樂小沙龍館藏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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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新網站資料
包括圖書館網站、考古題、影音@Online、影
音 Focus、數位學習網、常問問題、期刊捐款
芳名錄等各類網站內容。

5. 更新圖書館行動版 APP
包括 iOS 及 Android 版本查詢功能改寫、讀
者專區重新介接、熱門新書及熱門影音資料
功能修改等。

6. 空間管理系統
導入整合式空間管理系統，透過單一平臺同
時管理討論室、研究小間、自習室座位及門
禁管理等等，並利用友善 UI 介面與硬體設備
結合，讓讀者自行完成預約、報到及續借等
程序，提高服務效率及品質，並透過電控設
備進行管制，達到節能減碳之效果。

資訊基礎建設
本館於大數據時代為增強競爭力，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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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ion System，簡稱 IPS），監控網路及
資料傳輸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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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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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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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置端點防護 Deep Security 軟體
因應網際網路層出不窮的駭客攻擊，以及防範
病毒與惡意程式的威脅，於2020年12月導入端
點防護 Deep Security 軟體，以提供端點防護、
保護重要的實體與虛擬主機，達到即時防護與
回應，阻止可能的攻擊與威脅，確保機敏性資
料不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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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備整合至現有架構同時可擴充新架構
之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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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

(4) 整合備份空間
本館自2017年導入新一代重複資料刪除備份系
統之後，資料儲存安全性提高。2020年調整備
份硬體空間，在虛擬平臺皆納入備份情況下，
適當分配儲存空間，目前備份近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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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Collecting & Organizing
肆 讀者服務

維護圖書館網站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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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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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正式使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查詢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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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數位典藏歷年課程表網站：與教務處、總務 
  處合作建置的數位典藏資源平臺，為呈現本 
  校課程演變及查詢教師授課資訊的重要來源 
  網站。

6. 常問問題網站：提供熱門問題排行榜、最新問 
  題、問題分類等功能，協助讀者於線上獲得 
  問題解答。

7. 活動報名系統：簡化報名流程，包含系統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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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感謝各界人士支持本館 
  期刊訂購經費，特別設置捐款芳名錄以表謝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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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共計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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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登約3,649筆報修及2,664筆新 
  需求案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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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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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本館網站總瀏覽量達3,324,492次，平均
造訪停留時間為1分16秒，各子網站瀏覽統計請
見第13章〈綜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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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達
260,415次瀏覽量。

五

六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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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 iOS 版本累計下載9,010
次，Android 版本累計下載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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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等，並持續新
增功能與修復問題。2020年加入 Beacon 微定位
功能，讀者進入圖書館後可以透過 Beacon 提供
定位、館藏指引、預約書到館提示、逾期書及
罰金通知、閉館提醒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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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ng & Organizing

圖書 (冊)

52% 電子書 (冊)

41%

非書資料（件）
* 含視聽資料、微縮資料（片、捲）、
   地圖等

7%

伍

1. 本校物理系校友師大陳育霖教授捐贈「臺灣大學 
 物理系舊館（二號館）建築及家具設計圖資料」 
 一批。

2. 桂文亞女士再捐贈圖書、手稿與訪問錄音帶等資 
 料一批。

3. 陳正治教授捐贈手稿資料8件。

4. 聶光炎先生捐贈圖書、舞臺設計手稿資料與模型 
 一批。

5. 張淑香教授捐贈臺靜農教授書法作品2幅。

徵集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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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00冊電
子書，供90餘所會員館使用。

截至2020年底，本館總館藏量已逾830萬冊（件），
各類型圖書資料（不含連續性出版品）分布如右：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特藏資料

徵集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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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部「我國加入 OCLC 管理成員
館」2020年計畫
本計畫由教育部支持，協助臺灣地區圖書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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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本館擔任「臺灣地區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
召集館，負責執行計畫相關事宜，已順利完成
2020年計畫之各項工作。

上載本館編目成果至 OCLC World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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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論文及出版品）上傳至全球性書目資料庫 
OCLC WorldCat 中，藉以推動臺灣與國際間書
目交換，與國內外各圖書館書目資訊共建共享。
2020年共計上傳本館原始編目紀錄9,115筆，更
新館藏資訊（Update Holding）17,931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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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自動化書庫入庫作業及各組館藏 
整理，持續進行舊籍回溯作業
配合自動化書庫入庫作業與館藏整理，持續進
行回溯編目工作，包含擬遷入自動化書庫之
中、西文圖書及 UDC 舊籍館藏3,52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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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76筆，西文書目
紀錄8,614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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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提供權威
檔1,521筆。

書目資源

一 四

五

六

二

三

徵集與整理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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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ation

數位典藏

珍貴館藏數位化

進行珍貴舊藏檔案及影音數位化工作，2020年
共完成中西文善本書、舊籍手稿檔案與影音資
料共約15萬多個數位檔。

進行珍貴舊籍數位化，並積極推廣利用，2020
年共新增6個資料庫，供讀者透過網路使用。

1. 女史無國界
收錄由婦女新知基金會捐贈，長期記錄婦女
運動、流傳女性歷史的攝影藝術家簡扶育女
士之《女史無國界》系列攝影作品，內容包含
臺灣、日本、韓國13位平實但偉大的女性。
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62筆，62個影幅。

2. 社團刊物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社團眾多，部分社團為了
記錄活動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社團刊
物，其內容包括同學研究發表之文章、社團
活動預告或校務報導等。本館亦收藏一批社
團刊物，對於研究本校校史或社團歷史頗具
價值，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98筆，1,626
個 PDF 檔。

一

二

3.  臺灣溫泉主題典藏
曾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科長的本校地質
系校友陳柏淳博士，生前蒐藏豐富且珍貴的
臺灣溫泉文史資料，經家屬同意後與本館合
作數位化，建成「臺灣溫泉主題典藏」資料
庫，不僅豐富本館數位典藏，更能提供使用
者學術利用。陳博士因工作所需，蒐集臺灣
各溫泉地歷史文獻，並將研究成果配合照片
和史料圖檔，旁徵博引、擷古採今，寫作「生
活多寶格」（部落格）分享同好。其於2015
年出版之《台灣秘境溫泉：跨越山林野溪、
漫步古道小徑，45條泡湯路線完全探索》一
書，深入剖析臺灣45處溫泉地歷史和泉水狀
況，帶領讀者訪幽尋古，徜徉謐靜之境。資
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277筆，744個影幅，
資料類型豐富多元，包含臺灣溫泉區相關之
繪葉書（明信片）、黑白照片、郵票、摺頁、
圖書，及溫泉飯店所發行的歌本等，是臺灣
溫泉產業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也是重要的文
化資產。

數位典藏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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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之客家研究與數位分析系統 
建置計畫 
本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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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
年2月結案並建置「淡新檔案客家研究數位分析
系統」 （https://dash.thcdc.hakka.gov.tw）。

合作數位化專案

▲  淡新檔案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

「1911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
館藏文獻數位化合作
為數位保存館藏，以推廣提升學術研究及民眾利
用，並提高正體華文國際能見度及展現臺灣文化
傳承，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本館館藏「1911
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數位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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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約133,000個影幅），第六期（2020年）
完成145冊（約32,000個影幅），六期合計完成
6,516冊（合計約1,210,000個影幅），其數位化
成果皆已上傳至「臺灣華文電子書庫（Taiwan 
eBook）」。

一 二

4.  特藏臺灣舊籍
為本館所藏臺北帝國大學時期針對臺灣相關
歷史、自然、產業與資源等方面之調查研究
成果，以及臺灣總督府各局部、民間或私家
出版品，出版年代介於西元1870至1945年
間。此外，亦新增近年來徵集與贈藏文庫之
相關館藏，為重要的臺灣研究資源。資料庫
目前收錄詮釋資料686筆，698個 PDF 檔。

5.  日治時期臺灣期刊
本館典藏之日治時期臺灣期刊約340餘種，
收集題材多元，除日治時期總督府出版期刊
外，亦有許多文藝社團刊物及各行各業社團
會報，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政治、產
業不可或缺的素材。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
料22筆，502個 PDF 檔。

6. 校史資料
本校前身為日治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
成立於1928年，1945年二戰結束後由我國政
府接收，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從
「臺北帝國大學」到「國立臺灣大學」，凡
足以從中窺見歷來教學、研究及師生各項活
動情形者，皆可列入廣義的「校史資料」。
本館典藏之校史資料，涵蓋的時間最早由臺
北帝國大學創設的昭和3年（1928年）起至
現在。資料庫目前收錄詮釋資料4筆，912個 
PDF 檔。

陸 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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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執行教育部「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
計畫」基於「分散建置、整合使用」的精神，
將 NTUR 系統推展至全國各大專院校，並建置
整合性的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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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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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萬筆，其中全文數量超過152萬筆。

為促進眾多新舊參與單位獲取機構典藏新知及
經驗交流，2020年11月23日本館於集思臺大會
議中心舉辦「2020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
研討會」，由唐牧群副館長，以及系統資訊組
李惠玲、吳瑟量等三位同仁發表報告。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為節省研究者維護個人學術成果的人力和時
間、專注進行研發和創新研究，使本校更具
國際競爭力，本館於2018年9月21日正式發表
臺大學術典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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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底，系統收錄
之本校研究者有 2,888 位、研究產出計 363,493
筆資料、計畫計 76,272 件資料，其中 67,377 筆
為全文資料。

▲  2020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演講者

一

二

數位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NTUWAS）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網 站 典 藏 庫 」 （ N T U  W e b  
Arch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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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以及主題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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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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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種，網站版本超過40,000筆。

原生數位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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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 Promotion

教育與推廣

新進教職員生利用指導活動

柒

▲ 「賴柏瑞的挑戰書」尋寶闖關活動現場

教育與推廣

新生利用指導：賴柏瑞的挑戰書
http://www.lib.ntu.edu.tw/events/fresh2020

2020年9月7日至10月8日舉辦跑關遊戲式利用指
導活動「賴柏瑞的挑戰書」，透過趣味的活動關
卡設計及解謎元素，激發新生參與動機，從解謎
尋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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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吸引643人參加。 

新生學習入門書院課程 

因應本校「新生學習入門書院」調整上課型
態 ， 提 供 「 圖 書 館 物 語 — 大 學 生 的 奇 幻 冒
險」、「臺大圖書館簡介影片」、「圖書館禁
止飲食」等三部輕鬆活潑的短片，供課間輪播
使用。  

新進教師圖書館之旅
2020年9月3日及8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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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圖書
館環境，共計11位教師參加。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2020年9月11日、16日及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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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位研究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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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推廣

▲ 新進研究生圖書館之旅

▲ 積極參與校內新生活動，支援校務推動

Know Your Library 新進國際生圖書館
之旅
2020年9月15日、18日及25日舉辦三場新進國際
生圖書館之旅，以中、英文全程帶領國際生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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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位國際生參加。

職員圖書館之旅
2020年10月6日舉辦一場職員圖書館之旅，邀請校
內職員實地參觀總圖書館，並透過資源利用講習
認識各種館藏資源及權益，共計29位職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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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支援校務推動。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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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6日研究生協會「研究生迎新」、9月5日教學
發展中心「研究生新訓講堂」，以及11月6日學
務處僑陸組「陸生相見歡暨入學指南」。其中
「研究生迎新」以直播方式進行，一週內觀看次
數達4,140次；另2場採實體課程進行，參與人次
共計193人。

社科院新生闖關活動
配合社科院學生會於2020年9月14日至25日舉辦
之「What’s your name？社科院迎新闖關活
動」，於社科圖大閱覽廳及自習室設置兩道遊戲
關卡，成為本次闖關活動最多人參與的關卡，兩
道關卡皆破百人參與，並規劃一對一英語諮詢、
演講等新生系列活動。

帶新朋友走透透的「醫圖之旅」
為使醫學校區新進師生同仁熟悉資源、服務與新
空間，特於2020年10月5日、6日舉辦2場「醫圖
之旅」活動，透過輕鬆趣味的方式進行，包含小
組實地導覽解說，以及圖書館服務介紹簡報，並
融入趣味搶答，讓參與者能在短時間內對醫圖有
全面的認識，成為醫圖達人！

▲ 醫圖之旅實地導覽解說

五

六

七

八

九



26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HELP & MASTER 講堂因應疫情開設同
步線上課程
2020年 Master 講堂舉辦「投稿第一步，選刊
工具靈活用」、「讓你的文章被看見—介紹學
術社群」、「畢業前哨站—論文繳交流程大公
開」3堂課程；HELP 講堂則針對讀者不同研
究階段之需求，於3月至5月推出「瞄準學習
靶心」系列課程，9月至12月推出「報告能力 
get，機智人生 check」系列課程，內容兼具理
論與實務，總計辦理30場次。受疫情影響，上
半年度課程改為線上進行，下半年度恢復實體
授課，總計實體參與人次777人，線上觀看累計
至2020年底達18,154人次。課程錄影檔亦同步
置於本館 YouTube 頻道與數位學習網，提供師
生不限時空的學習。

持續推動「館員協助課堂教學」
http://www.lib.ntu.edu.tw/node/3570
於暑假期間提供系所主管「館員協助課堂教學」
服務資訊，透過與系所必修課合作，協助本校教
師講授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源查找等課程，滿足
師生研究與學習歷程中的資訊需求，教師亦可透
過網頁線上預約。2020年9至11月共計98場次，
累計159.5小時，共3,147人次參與。

社科圖推出英語學習系列活動
為協助教職員工生解決英語學習上的疑難雜症，
增進英語口說能力，特邀請外文系周樹華教授提
供公益性駐點英語諮詢服務，並辦理多場英語工
作坊，2020年度辦理下列活動：

1. 一對一英語學習諮詢服務
英語學習諮詢服務於學期間每週三下午2:00–
5:00舉辦，上學期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改為
線上諮詢，利用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的雲端會議系統進行，總計辦理9場次。下學
期應學生需求恢復駐點服務，於社科圖二樓
簡報室辦理，總計12場次。

資源利用課程

2. 辦理英語工作坊及講座
針對英語口說及聽力訓練等實用主題辦理工
作坊及專題講座，學生反應熱烈。

4月5日 增進英語口說能力工作坊（線上）

5月13日 增進英語聽力工作坊（線上）

10月14日 開口說英語就從朗讀做起

11月18日 超前部署英語語言能力測驗

12月16日 學術英語演講怎麼聽？怎麼做筆記？

醫圖跨部合作辦理講習課程
醫學圖書館積極與醫學校區各單位合作辦理講習
課程，以宣傳館藏資源，支援教學研究。2020年
共辦理14場，總計769人次參與。

▲ 學科館員受邀至生化所授課

▲ 醫圖新進不分科醫師（PGY）職前訓練

柒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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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網全新推出「一分鐘充電站」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本館數位學習網提供多樣的學習課程資源，主
題包括圖書館線上導覽、圖書館利用指導、
文學戲劇、語言學習等。2020年除持續新增
「Help 講堂」、「Master 講堂」等圖書館利
用指導講習影片27部外，另全新推出「一分鐘
充電站」短片，用影音畫面精準解說重點，讓
使用者可於專注力最佳的1至2分鐘內迅速吸收
新知，隨時隨地上網學習。2020年共推出26
支「一分鐘充電站」短片，並同步上傳至本館 
YouTube 數位學習課程頻道，使頻道訂閱人數
大增，並獲《書香遠傳》2020年11月號第152期
採訪報導，廣受好評。

社科圖設置「英語朗讀角落」，提供自
習環境
2020年10月於社科圖二樓設置「英語朗讀角
落」，現場備有電腦及錄音設備，並提供周
樹華教授親自製作的教學影片，精選 Naxos 
Spoken World Library 資料庫中之自傳、寓言、
故事、小說、音樂、詩、希臘神話、西方藝術
等八大類主題，總計26項影音資料，提供學生
朗讀與聽力訓練的優質自學環境。

數位學習與自主學習

▲ 一分鐘充電站片頭

▲ 英語朗讀角落

▲ 醫圖電子資源課程線上直播

▲ 醫圖電子講習課程海報

醫圖客製化與數位化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電子資源講習課程是協助讀者熟悉各式資源、檢
索技巧，快速查得所需文獻的重要方式。2020
年除舉辦場場爆滿的高人氣 EndNote X9書目管
理軟體課程，亦包含 Web of Science、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與 Scopus 等常用資
料庫課程，以及 UpToDate、Cochrane Library 
及 Embase 實證醫學資料庫課程。此外，配合 
COVID-19 疫情防治，除辦理實體課程外，每場
次皆提供線上直播，並於課後將錄影檔上傳至本
館 YouTube 數位學習課程頻道及臺大醫院教育
訓練管理系統（TMS），便利自主學習。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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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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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中學參訪總圖

▲ 嘉義女中參訪社科圖

總圖書館參訪
做為大學學術能量核心的圖書館，除致力服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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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依訪賓需求安排至特藏、社科圖、原民會原
住民族圖資中心及自動化書庫參觀。2020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總館受理校內外導覽件數
較往年下降，共計25場，374人次。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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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斯洛維尼亞國家圖書館

日本 一橋大學

韓國 大邱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系、首爾大學自由研
究學院

臺灣 建國高中、基隆女中、彰化女中、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認證團

導覽與參訪

▲ 輔仁大學圖資系學生參訪醫圖

▲ 臺大醫院印尼籍代訓醫師參訪醫圖

社科圖參訪
社科圖係由名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極具特
色，自2014年落成啟用後，參訪團體紛至沓
來。 2020年初因 COVID-19 防疫措施不對外開
放，直至8月始再度開放參訪。2020年參訪團體
包括：宜蘭大學圖資館、暨南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圖書館、羅東高中、嘉義女中等單位，共
計13場，309人次。

醫圖參訪
2020年9月10日醫圖學習共享空間完工啟用後，接
待來自本校圖書資訊系學生、國防醫學院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成功大學醫學
圖書館、飛資得資訊公司、高雄醫學大學、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靜宜大學圖書館、長庚大學圖
書館及臺大醫院印尼籍代訓醫師等單位，共計 11 
場、 61人 次。藉由導覽解說的方式與參訪者深入
交流，傳達服務與空間設計理念，相信改造完成的
醫圖空間能讓外賓耳目一新。

柒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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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
1. 遠野市教育文化振興財團參訪本館及人類學 
  博物館 2020.1.8

日本遠野市教育文化振興財團一行12人至本
館及人類學博物館參觀。該團主要成員為遠
野市高等學校師生，以「認識臺灣與伊能嘉
矩」為參訪重點。

2. 日本新瀉大學鈴木孝庸名譽教授到訪 2020.2
日本新瀉大學鈴木孝庸名譽教授於2月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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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大學與其他日本學者參訪特藏組  
  2020.2.7

京都大學大學文書館 Nami Won 助理教授與
其他日本大學學者共4人至本館特藏組參訪。

4. 日文系曹景惠教授參訪特藏組並討論計畫相 
  關事宜 2020.10.8

本校日文系曹景惠教授師生一行7人至特藏組
參觀，並針對曹教授主持之科技部計畫「臺
灣大學圖書館日文古籍之研究：以宗教類為
主」進行專題討論，以利本館宗教類日文線
裝書整理考察之後續研究工作。

互動交流

▲ 參加學會海報展推廣自動化書庫服務

5. 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海報展 2020.12.12
本館於12月12日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
度海報展，以自動化書庫營運經驗為題，與圖
書館同道分享本館創新服務，獲得票選第二名
殊榮。

特藏資源借展與推廣
1. 特藏資料借展

提供特藏舊籍手稿資料協助校外單位辦理展覽 
及推廣活動，包括：

(1) 借出 4 本 舊 籍 予 臺 灣 博 物 館 辦 理「 繪自 
 然 － 博 物 畫 裡 的 臺 灣 特 展 」（ 展 期： 
 2020.1.22–7.12；展覽地點：臺灣博物館南 
 門園區）。

(2) 借出簡扶育女士《女史無國界》攝影作品13 
 幅予財團法人臺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 
 業基金會辦理「女史無國界 Unbounded  
 H e r s t o r y — 簡 扶 育 影 像 展 」（ 展 期： 
 2020.3.1–6.7；展覽地點：阿嬤家—和平與女 
 性人權館）。

教育與推廣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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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數件臺靜農教授手稿資料數位檔予臺 
 灣好基金會辦理「我們敬愛的臺靜農老師」 
 展覽（展期：2020.5.25–11.10，展覽地點： 
 池上穀倉藝術館）。

(4) 借出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增田福太郎教授 
 所收集之呪符與靈符紙錢原件1冊予臺南市 
 立美術館辧理「向眾神致敬—宮廟藝術展」 
 （展期：2020.7.18–2021.2.28；展覽地點：臺 
 南市立美術館）。

2. 本館臉書粉專特藏推廣
結合時事於本館臉書粉絲專頁撰寫「特藏記 
事」文章，推廣特藏資源。

3. 社科圖「特色館藏報報」專欄推廣
http://web.lib.ntu.edu.tw/koolib/collection/udctop.html

社科圖擁有豐富珍貴的日治時期法政、經濟
及臺灣研究方面之舊藏，計約8萬餘冊。為
增進該批日治舊藏資料的曝光度，於2019年
開始建置「特色館藏報報」專欄網頁，由館
員撰稿介紹其間相關的人、事、物，以展現
史料價值，至2020年底本專欄已累計9篇文
章。2020年新增〈臺大商學系催生者—臺北
高等商業學校校友丁瑞鉠先生精彩人生〉、
〈書與人（一）臺灣第一位法學博士—葉清
耀〉、〈書與人（二）第一位獲得東大經濟
學博士的臺灣人—張漢裕教授〉等三篇文
章，以推廣特色館藏的認識和利用。 ▲ 本館臉書粉專「特藏記事」

柒 教育與推廣



臺大圖書館年報   |   31 

總圖書館（含系圖）

（一）書展

1. 「愛閱小沙龍」系列館藏展
為營造閱讀環境與氛圍，結合圖書與視聽資料
不定期推出「愛閱小沙龍」主題館藏展，分別
於二樓門廳及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展出相關館
藏，提升館藏曝光率。本年度展出主題包括：
「不畏失敗 Dare to Fail！—失敗學館藏展」、
「華麗的光譜—多元性別認同館藏展」、「夏
天就是要運動！—體育館藏展」、「我在異
鄉，遇見自己—異鄉故事館藏展」、「讓安
靜，成為一種力量—內向者館藏展」。

2. 2019 Openbook 好書獎書展 2020.3.4–3.31
展出由文化部補助之書評媒體《OPENBOOK 閱
讀誌》所評選之「中文創作」、「翻譯書」與
「美好生活書」等三大類型好書，將優質讀物
引薦給校內師生並充實圖書館館藏。今年書展
一併陳列「翻譯書」類書籍之原文館藏，提供
讀者享受閱讀原文樂趣，現場亦設置電子看板
播映各得獎人感言短片，以利觀眾了解其創作
歷程。

3. 病毒危機－瘟疫、人性與末日：傳染病主題館 
 藏展 2020.4.14–5.31

展出關於公衛、傳染病防治等科普書籍，包含傳
染病的起源、歷史與發展，以及對國家公共衛生
的影響，透過不同面向解讀傳染病，幫助我們鑑
往知來，以冷靜、正面的態度來面對當前疫情。書
展現場同步展出以傳染病為主題之末日、瘟疫小
說及電影，讓讀者在閱讀與觀賞這些作品的同時，
能夠在腦海中預演未來，勇敢面對環境之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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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活動

一
▲ 「愛閱小沙龍」系列館藏展

▲ Openbook 好書獎書展將評審推薦理由製作為書籤

▲ 傳染病主題館藏展現場

▲ Openbook 好書獎書展播映得獎人感言短片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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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由思想者的珍貴遺澤：殷海光百年紀念贈藏書 
 籍展 2020.4.30–6.14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0_Yin/

本展與殷海光基金會合作辦理，延續殷海光先生
百年冥誕系列活動，聚焦其亮點贈藏及珍貴原版著
作，會場並同步展出殷先生所撰《自由中國》被查禁
前最末期之社論、本館原始登錄簿、殷先生之鋼筆
及老照片等相關文物，搭配生平介紹短片吸引讀者
駐足。本館特別精選特藏名家手稿中，殷先生極富
特色的清朗字跡，搭配老師所遺鼓舞人心的字句設
計成兩款紀念明信片及印章等展覽小物，增添看展
的趣味與互動性。展覽現場並透過環景導覽方式拍
攝，放置活動專頁永久保存。

5. 大學生活急救五式－臺大新鮮人必看好書展  
 2020.9.7–10.11 

書展包含五大主題分別為：「校園在走，常識要
有」、「破解尬聊小技巧」、「人生停看聽」、
「跟著感覺走」，以及「有圖書館就推」，以不
同主題館藏詮釋校園生活樣貌，幫助新生適應大
學生活。參觀者多給予正向回饋，諸如「選書深
度有品味，期待下次的主題布展」、「感謝你們
的用心，很實用，目前剛好需要」等。

6. 【尋書啟事】架上消失的書刊─禁書主題書展  
 2020.10.30–11.30 

展出戒嚴時期被列為「禁書」之多本著作，以及
被視為是禁書指南的《查禁圖書目錄》，帶領讀
者一窺當年神秘的禁書世界，進而更加理解臺灣
過去的歷史。本次書展特別邀請曾任臺北教育大
學臺文所教授及圖書館館長的林淇瀁（向陽）老
師，於11月17日蒞臨本校，分享戒嚴年代的報禁
與禁書議題，從當時的時代氛圍、查禁政策談到
各式禁書奇觀。另於11月18日舉辦《文壇封鎖
中》桌遊教室系列講座，邀請本校臺文所張俐璇
副教授，介紹由其研究團隊所開發的桌遊《文壇
封鎖中》，並開放現場試玩體驗，透過寓教於樂
的遊戲過程，認識當時的禁書、作家與戒嚴年代
重大事件。

▲ 大學生活急救五式－臺大新鮮人必看好書展

▲ 殷海光百年紀念贈藏書籍展

▲ 【尋書啟事】禁書主題書展

▲ 張俐璇老師分享「臺灣文學桌遊轉譯」

柒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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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ecret Santa！交換禮物匿名趴 2020.11.2–11.20
 Blind Date with a Book 聖誕快閃書展   
 2020.12.15–12.25

本館最受歡迎的例行活動之一「Blind Date with 
a Book」快閃書展於聖誕佳節登場，每日提供
限量30本包裝好並附提示語之圖書讓讀者挑選
外借。今年根據過往問卷回饋，首次將選書的
主導權開放給讀者，規劃盲約書展前導活動，於
11月2日至20日舉辦「Secret Santa！交換禮物
匿名趴」，吸引40位讀者化身神秘聖誕老人，
透過書籍推薦傳遞祝福，並將所推薦書籍加入次
月登場的盲約書展中一併展出，增添書展內容異
質性，事先準備之330本盲書全數完借，更有向
隅讀者提出書籍上架時間交錯的建議，以免因太
過熱門導致後到讀者無緣得借。現場亦募集到讀
者手寫溫暖留言101則，在疫情威脅下互相打氣
祝福，讓圖書館更添溫馨色彩。

▲ Secret Santa！交換禮物匿名趴

▲ Blind Date with a Book 聖誕快閃書展 ▲ 「璀璨貳拾—總圖活動海報展」主視覺

（二）影展：午後電影院   2020.9.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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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部電影，於每週三下午 1 點
於本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播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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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配合 
COVID-19 疫情防治停辦午後電影院，並於下半
年恢復辦理，全年度共計播映16部電影。

9 月 ｜ 像極了愛情｜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獨自在夜晚的海邊／花神咖啡館／松鼠自殺事件
10月｜ 有愛必勝｜芬妮的微笑／愛在他鄉／ 
 托斯卡尼艷陽下／飄洋過海愛上妳
11月｜女力萬歲｜RBG：不恐龍大法官／ 
 時尚天后的繽紛人生／艾美懷絲／女力萬歲
12月｜ 他，還是她｜阿莉芙／丹麥女孩／不思議女人／ 
 我的維納斯爸爸

（三）特展：2020璀璨貳拾— 
　　　總圖活動海報展    2020.9.11–10.11

首次展出新館落成以來本館重要活動海報共計
256幅，分特展、活動、書展、課程、影展等五
大區呈現，展場並同步展示歷年展覽小物、摺
頁、紀念章及特展環景網站等。透過本展覽，也
將多年來因人員異動、辦公空間搬遷等因素而佚
失分散的海報進行通盤梳理，一覽圖書館為推廣
閱讀藝文、協助教研活動所做的諸多努力。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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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所鼠賀年傳情

（四）其他

1. 「意郵未盡：重溫手寫的美好」心有所鼠傳情活動  
 　2020.1.2–1.12

鼠年賀歲明信片取材自本館特藏「楊雲萍文庫」
裡 1943 年《華文每日》之封面，為日本畫家板
倉星光所繪之老鼠圖譜。讀者於活動期間向流
通櫃臺館員道聲「新年快樂」即可獲得，並於總
圖、社科圖與醫圖設置「圖書館郵便局」，只要
將明信片投入信箱，就可由圖書館負擔郵資代為
寄出。本次總計收到 182 張明信片，寄往臺澎
金馬及海外 16 個國家。

2. 畢業季拍照活動「Post it！美好時光便利貼」  
 2020.6.1–6.15

配合學校6月份畢業季，規劃於日然廳辦理拍照
活動「Post it！美好時光便利貼」，成為畢業
生攝影留念之站點。此次以「便利貼藝術」為
概念布置拍照現場，以近1,500張的便利貼拼出
圖書館建築外觀（約277.5公分高、532.5公分
寬），除可做為拍照之視覺背景牆，更藉畢業
生書寫的留言或塗鴉增加互動性，展現拍照活
動趣味與正向氛圍。

3. 「就想 LINE 著你，好友戳一波！」 
 2020.12.1–2021.1.15

於總圖書館流通櫃檯、參考櫃檯、社科圖櫃檯
三地同步開辦，活動期間凡加入圖書館 LINE 官
方帳號並以計中帳密完成綁定者，即可憑電子
優惠券臨櫃參加趣味戳戳樂活動。師生完成綁
定之後可藉由本館 LINE 帳號隨時瀏覽借閱紀
錄，進行空間、課程及服務預約，並可查詢各
項資訊，擴大本館服務效能及使用者滿意度。
本次活動特製4款迷你馬口鐵胸章與磁鐵做為獎
品，以總館建築線圖、自習室古董燈等元素設
計而成，小巧精緻，深受學生喜愛，成功吸引
2,811人加入官方好友。

▲ 畢業季拍照活動兼具意象與趣味的便利貼藝術牆

▲ 畢業生朝聖團拍

▲ 就想 LINE 著你，好友戳一波

▲ 小巧可愛的圖書館迷你胸章

柒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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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站，泰政經」主題書展展場 

▲   「這一站，泰政經」主題書展

▲  「知否知否，印度尼西亞」主題書展

▲  「印尼語言文化學習角落」系列活動

社科圖

1. 多元文化系列活動

社科圖自2019年起與社工系攜手合作，推出多
元文化系列活動，內容包括講座課程、主題書展
及相關活動，致力營造校園和諧的多元文化環
境。2020年共計辦理3場系列活動如下：

(1)「印尼語言文化學習角落」系列活動 
 2020.3.17–6.30

與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合辦「知否知否，印
度尼西亞」主題書展，展出印尼相關之圖書
館藏，同時輪播六部印尼影片。社工系亦同
步規劃印尼語言學習、地理與特色物產、社
會現況、歷史文化、中爪哇傳統舞蹈、印尼
美食及開齋節、印尼經驗談及參觀臺北小印
尼街等計12週次之文化體驗課程。為增加互
動並吸引關注，特設計「在街角遇見尼，印
尼資訊由你來報」打卡活動，邀請讀者在大
臺北地區地圖上標出與印尼相關之店家、朋
友、清真寺等資訊，透過公眾分享，深入探
索印尼。

二 (2)「泰國語言文化學習角落」系列活動　 
 2020.10.6–12.31

辦理「這一站，泰政經」主題書展，展出泰國
相關之圖書及影片等，吸引讀者駐足閱覽。社
工系亦同步規劃12次系列課程，內容涵蓋：泰
文輕鬆學、地理與特色物產介紹、歷史文化、
旅遊觀光、志願服務、商務和經貿發展經驗
談、美食舞蹈及泰國文創產業等主題。課程參
與人數共計305人，其中三場同步開放線上直
播，觀看人數達938人次。為使讀者能快速認
識泰國文化，特推出「Tai 灣 Thai 國─你知道
與不知道的泰國！」填答贈獎活動，由館員精
心設計九項題目，全答對者，即可獲贈與泰國
相關的小禮物。400份活動學習單在短短一個
多月間即被索取一空，廣獲讀者喜愛。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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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世心靈防疫書展

▲  「學而『實習』之、就業有成之」主題書展開幕

▲  「#沙沙在辜圖 #我也在辜圖」打卡活動

2.  亂世心靈防疫書展 2020.4.15–5.15
為紓解 COVID-19 疫情導致的不安情緒，特參考本
校圖書資訊學系陳書梅教授之「居家防疫心靈處方
箋」書單，並廣泛蒐羅多本具有情緒療癒功能的館
藏資源，辦理「亂世心靈防疫書展」，期能引導讀
者在面對疫情之際，透過閱讀療癒負面情緒，重建
自我心靈防疫。社科圖亦特邀陳書梅教授錄製《防
疫心靈處方箋—用書目療法提升防疫心理健康》專
題演講短片，介紹圖書、音樂等各種防疫心靈處方
箋，並說明書目療法的原理，以及在不同的情緒狀
態下，如何利用適合的音樂和自助心理書來紓解壓
力、療癒負面情緒、安定身心，從而淡定面對困境。

3.   2020年社科院「學生實習週」 2020.5.4–6.3

社科圖與學務處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合辦社科院
「學生實習週」主題書展及職涯發展諮詢講座等系
列活動，以提升學生就業力，減少在進入職場時的
摸索和不安。

(1)「學而『實習』之、就業有成之」主題書展  
 2020.5.4–6.3

5月4日開幕式當天邀請社科院王泓仁院長、
張佑宗副院長、王欣元秘書、何泰寬老師、張
登及老師，以及職涯中心劉春梅執行長蒞臨展
場，並由王院長親筆簽名於活動海報上，揭開
活動序幕。本展設立二大展區：「學而『實
習』之」展區羅列社會科學領域之實習相關的
實務類書籍，以社工、新聞、都市計劃主題為
大宗；「就業有成之」展區則展出職涯中心歷
年出版的《臺大人職場手冊》及就業知識類書
籍。除實體圖書外，另彙整相關電子書，推出
「學而『實習』之、就業有成之」線上電子書
主題書展，方便讀者於線上瀏覽借閱。活動期
間凡於社科圖臉書粉絲頁上打卡並發佈現場照
片，即可獲得「沙沙陪你讀好書」書籤一張。

柒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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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藏書印記再見臺北高商—臺北高等商業學校館藏章特展

▲  「從藏書印記再見臺北高商」特展紀念卡片正面

▲  施建生教授紀念書展

▲  陪伴、傾聽與分享─談如何帶領學生面對重大的社會事件」講座

(2) 「臺大職涯中心 X 社科院圖書館」職涯發展 
 諮詢  2020.5.14

職涯中心特邀請《Career 職場情報誌》臧聲遠
總編輯為學生進行專業諮詢，以協助同學掌握
各行業職業現況與發展，通透人生藍圖。

4. 從藏書印記再見臺北高商—臺北高等商業學校館 
 藏章特展  2020.9.8–9.30

徐州路校區的原始主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自
1919年創立至1947年併入臺大法學院止，短短28
年校史歷經5次更名改制，其卒業論文與圖書，
亦為社科圖特色館藏。為喚醒民眾記憶，特舉辦
「從藏書印記再見臺北高商—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館藏章特展」，展出臺北高商不同時期的藏書章、
實體館藏印章及相關出版品，從藏書印記的演變
看見臺北高商校史的沿革。同時，亦仿臺灣總督
府高等商業學校校友會刊物《鵬翼》第2期封面及
目次，設計印製兩百張特展紀念卡以饗讀者。

5. 施建生教授紀念書展 2020.11.13–11.30
施建生教授（1917–2020）自1952年起任教於臺
大經濟系，1959年至1967年擔任臺大法學院院
長，是臺灣經濟教育現代化的推手。施老師於
2020年7月18日辭世，社科圖特舉辦紀念書展以
茲悼念，內容涵蓋專書、合著、主編、譯著及研
討會紀要等，出版年代自1956年至2016年，合
計超過六十年，其中包括50、60年代經濟學領域
必讀的「經濟學原理」與「經濟政策」，以及自
2005年陸續出版的「偉大經濟學家」系列專書
等，總計21冊。

6. 「陪伴、傾聽與分享─談如何帶領學生面對重大 
 的社會事件」講座 2020.12.3

因應校園發生重大事件，為協助師生安定身心，
社科圖特邀本校圖書資訊學系陳書梅教授於12月
3日進行「陪伴、傾聽與分享─談如何帶領學生面
對重大的社會事件」專題演講，教導大家如何善
用療癒系的繪本、圖文書、音樂、歌曲等「心靈處
方箋」，協助學生舒緩負面情緒，平靜心情。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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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圖

（一）書展

1.  療癒閱讀書展 2020.2.17–3.20
展出41本心靈療癒相關書籍，期許協助讀者在低潮的時候，
能透過閱讀，達到情緒療癒效果。選一本書，沉澱心靈，找
到更好的自己。

2.  2019 Open Book 好書獎書展  2020.4.20–5.17
展出由文化部補助之書評媒體《OPENBOOK 閱讀誌》所評
選之40本優質好書，依「年度好書‧中文創作」、「年度
好書‧翻譯書」、「美好生活書」及「最佳童話暨青少年圖
書」等四大類呈現。

3.  閱選書展  2020.6.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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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長照2.0書展  2020.8.17–9.23
面對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化現象，政府於2017年1月起實
施「長照2.0」，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
之多元連續服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醫圖
特選長照相關館藏與讀者一起關心高齡化社會重要議題，了
解如何減輕照顧者的沉重負擔，並且讓老年人及身障人士有
更好的生活品質及尊嚴。

5. 肝病三部曲書展 2020.10.26–12.2
依據衛福部死因統計，每年約13,000人死於慢性肝病、肝硬化
及肝癌，其中慢性肝病及肝硬化為全國主要死因的第9位，肝癌
更高居全國主要癌症死因的第2位，成為國人聞之色變的癌症。
醫圖特選相關館藏，幫助讀者了解肝病歷程，提醒大家注意與
預防此疾病。

三

▲ 療癒閱讀書展

▲ 長照 2.0 書展 

▲ 肝病三部曲書展

柒 教育與推廣



▲ 「炎夏來館．醫圖為快」任務解鎖 ▲ 醫用臺語課程海報

▲ 自習室大廳設計風格票選

（二）其他

1.  辦理「炎夏來館‧醫圖為快」活動
 2020.8.31–9.4

為 使 醫 學 校 區 師 生 同 仁 提 早 體 驗 改 造 後 空
間 環 境 ， 特 於 「 學 習 共 享 空 間 （ L e a r n i n g 
Commons）」完工啟用前辦理試營運導覽活
動，由醫圖同仁導覽解說各空間功能及問答挑
戰，參與者可解鎖各區隱藏任務，體驗舒適環
境及討論空間，有效提升社群互動及未來使用
成效。

2.  經營社群媒體與讀者即時互動 
 2020.10.16–11.16

以親切風格經營網路社群媒體，透過活潑的圖
文或影音資訊，提供讀者醫學校區服務動態、
資源利用、講習課程等最新消息。為了解讀者
想法，特於臉書粉絲專頁進行「自習室大廳設
計風格」票選及「館內是否開放喝飲料」等問
卷調查，獲得讀者熱烈回饋，成功運用社群媒
體改善讀者服務。

3.  與醫學系系學會合辦「醫用臺語班課程」   
 2020.10.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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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方式規劃一系列主題課程，包含拼音及基
本用語、認識醫院及病患、人體各部位及器官、
人體各種病痛介紹、醫事人員工作用語、臨床各
科問診用語等豐富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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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堂課
程，計190人次參加。

教育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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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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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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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報
2020年3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圖書室年報：2019年版》；5月出版《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年報：2019》，是圖書館工作成果
之展現。

出版《NTU Library Can Help！你的學習
好幫手》圖書館使用手冊中英文版
9月以紙本、電子版同步發行2020年新版圖書館
使用手冊《NTU Library Can Help！你的學習好
幫手》，並加入 QRcode 協助指引讀者有效利
用各項資源與服務；線上亦發布英文版使用手
冊，便利外籍讀者線上閱讀或下載參考。

線上出版教師使用手冊
為協助教師更了解圖書館，特針對教師學術研
究、教學及提升競爭力等資源與服務，編製
2020年教師使用手冊，並配合校方文宣品減量
政策，以電子版發行。

一 一

二

二

館務報導 簡介與利用指導手冊

▲  2019醫學圖書館年報▲  2019圖書館年報 ▲  2020圖書館使用手冊 ▲ 2020教師版圖書館使用手冊

捌 研究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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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歌大觀第一卷 ▲ 《臺大博物館群公民參與研究專業 
　　培訓手冊》

▲ 《學舍景—國立臺灣大學逍遙》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歌大觀 第
一卷》
沖繩在二次世界大戰歷經戰火摧殘，史料文物毀
失殆盡，現存於本館的許多琉球抄本益形貴重。
《琉歌大觀》由曾任沖繩縣立圖書館第二任館長
的沖繩學學者真境名安興（唐名毛居易，1875-
1933）傾盡畢生心血綴輯而成，採集之歌謠涵
蓋時間自1461年迄於1917年，長達456年，詳實
而深入的專業考據，為琉球文學的重要寶典。根
據《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日文善本解題圖錄》記
載，此書當時並未出版，在原件佚失後，本館所
藏應是依據原始稿本所謄抄的唯一寫本。本館
與琉球大學藉由跨國合作計畫，將本館館藏《琉
歌大觀》抄本進行全文翻刻、現代日文語譯並撰
寫解題，預訂出版全文刊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典藏琉歌大觀》全四卷。各輯歌謠以三段式編
排，上段為翻刻原文，中段為日文語譯，下段為
注。卷末附上日文語句索引，以方便學界了解與
利用。第一卷於2020年2月出版。

專書出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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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冊，與本校人類學博物館合作，主題為
「考古標本的認識」。

《學舍景—國立臺灣大學逍遙》
為本校博物館群、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前館
長西野嘉章教授所共同合作出版之臺大校園建築
攝影集。西野嘉章教授多年前與臺大博物館群合
作行動博物館計畫時，穿梭於臺灣大學各個古老
教學大樓裡的博物館庫房，對臺大建築及熱帶植
栽充滿著新奇與感動，於是藉著舉辦「逸脫美考：
規格外規範外規則外」行動博物館展覽的佈展契
機，與攝影團隊以特殊鏡頭，運用當時新研發的
照相技術，映像出一幀幀獨特的臺大校園景緻，

美麗中帶著科技、攝影科學又透露著人生哲學。

紀念品製作

臺大特藏明信片第伍套：本草圖譜
本館時隔6年，再次推出臺大特藏明信片套組
（第伍套），取材自日文線裝珍籍《本草圖
譜》之植物圖譜，分別是桔梗、黃花蒿、黃油
點草、秦荻藜、絲膜菌屬與貼梗海棠。《本草
圖譜》為日本本草學家岩崎常正於1828年所
著，全套95冊，本館典藏大正年間重刊本中

一 之84冊，其揭載山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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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廣泛蒐
羅中、日及西洋特有植物二千餘種，並於繪工與
彩色上，極盡精巧真實之可能，以利醫事，是當
時珍貴難得之彩色植物圖鑑。

研究與出版

二

三



臺大特藏筆袋2款：櫻桃（NO.8）、苦
橙（NO.9）
圖書館特藏筆袋除可放置各類型用筆及文具外，
實為大小適中，可收納眼鏡、口罩、手帕面紙、
防曬用品、發票票券等小物品的萬用袋。2020
年推出櫻桃款及苦橙款，循例取材自1846年特
藏典籍《Pomologie française : recueil des plus 
beaux fruits cultivés en France》，為平實的萬
用袋注入優雅文藝氣息。

臺大特藏夾鍊袋（NO.3）：白橡樹
取材自「田中文庫」1801年出版藏書《Histoire 
des Chênes de l'Amérique》中的「白橡樹」圖
譜，再運用討喜的紅色色塊加以點綴，製作成吸
睛、典雅又實用的防水夾鍊袋。

臺大圖書館迷你胸章（活動類紀念品，
不提供銷售）
配合本館 LINE 好友募集活動「就想 LINE 著你，
好友戳一波！」，製作4款直徑35mm 的迷你馬
口鐵胸章與磁鐵，以總館建築線圖、自習室古董
燈等做為設計素材，小巧精緻，深受學生喜愛。

醫圖文創總有新鮮貨
持續開發醫學校區專屬文創紀念品，繼2019年
限量口袋筆記本、四方便當袋、文青帆布袋、手
術袍醫師熊與護理師熊後，2020年更與本院內
科張天鈞教授合作，推出授權畫作「鵲喜」與
「保加利亞的玫瑰」馬克杯兩款，杯底印有醫學
院院徽，包裝外盒與商品小卡採雙語呈現，作為
外賓伴手禮，深具質感。

▲ 臺大特藏筆袋系列8—櫻桃

▲ 臺大特藏明信片第伍套：本草圖譜

▲ 臺大圖書館迷你胸章與磁鐵

▲ 臺大特藏夾鍊袋系列3—白橡樹

▲ 醫圖文創商品馬克杯兩款

五

捌 研究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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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Development

館員訓練

知識饗宴：專門為館員開辦的圖書館實務課程
日 期 課 程 講 者

2020.7.20 緩降機及避難逃生教育訓練 德安消防公司 葉俶題經理

2020.11.27 空間管理系統管甚麼？ 閱覽組 黃瑞期編審

2020.12.11 醫學圖書館空間改造
醫學資源服務組 梁君卿組長、張稜雪專
員、謝其男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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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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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周知同仁相關課程活動訊息羅列如下：

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20.1.9 在你的裡面比世界還大—品牌力與故事力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1.15
斯洛維尼亞公共出借權之實施及國家與大學圖書館新館建築
計畫介紹

國家圖書館

2020.2.18 把故事賣出去—博物館商品及商店營運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3.7–9 109年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培力課程（共2場） 文化部

2020.3.10–6.4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專班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20.3.17 從劇場中的藝術實踐展望真實的文化治理 國家人權博物館

館員發展

一

二

玖 館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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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20.4.15–5.8
CONCERT 2020年研習暨座談會—圖書館與學術期刊之跨界融
合（共3場）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0.4.27 夜宿圖書館線上經驗分享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20.5.26–27 提升圖書館員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20.6.9 藝術行動的實踐—反思倫理、政治與美學關係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6.11–15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共2場） 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2020.6.22–9.7
協助政策規劃之利器：從認識問題到解決問題文獻搜尋工作
坊（共6場）

國家圖書館

2020.7.1起 政府出版品管理業務暨申辦方式線上研習 文化部

2020.7.1–8.31
盛夏時分‧學習滿分—109年度夏季數位學習推廣活動：「公
共圖書館營運管理與創新發展」、「資訊分析與視覺化」及
「戲曲大觀園」系列課程（遠距學園數位學習平臺）

國家圖書館

2020.7.2 國立臺灣大學新版公文系統說明會 本校總務處

2020.7.7 成功大學 × Emerald Open Access 會談線上講座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2020.7.13 大數據下的圖書館管理新思維線上研討會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0.7.13–9.10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9年度暑期研習班（共8項課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20.7.19 置身我們之間—多元性別的日常生活處境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7.23
「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大學社會責任 USR 實踐之
經驗分享會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2020.7.28–29 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推廣教育訓練研習課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020.7.31–8.14
109年度采風戶外探索系列課程—行政人員環境教育知性研習
營（共3梯次）

本校人事室

2020.8.10 我們保存的不是紙張，是一生，是回憶：館員實務座談會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2020.8.17 數位典藏與數位共筆應用於地方文化之創意加值專題講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020.8.20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5屆第1次會員大會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

2020.8.20–21 為自由而讀系列活動
國家圖書館、美國在台協會
合辦

2020.8.21
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十七：圖書館空間改造的
實踐與思考專題演講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玖 館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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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發展

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20.8.24 數位典藏地方記憶—以《淡水維基館》為例專題講座 國家圖書館

2020.8.25 大數據在圖書館的應用線上研討會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0.8.26 啟動創意基因—設計思考與圖書館創新服務專題講座 國家圖書館

2020.8.26 109年防護團常年訓練 本校學務處校園安全中心

2020.9.1 優三圖書館採編工作坊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2020.9.2
CONCERT 2020年學科館員沙盒計畫工作坊④—學術研究永續
經營：SDGs 與 OA 之間的契機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0.9.4 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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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5 直到煙薰染了鏡頭—十年的身體記憶，是我此刻的濾鏡
原民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
訊中心

2020.9.11 天．地．人第二部曲《巴拉冠誓約》映後座談會
原民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
訊中心

2020.9.15 文學口述與紀錄劇場—廖俊凱的白色恐怖三部曲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9.15–11.30
秋意濃濃‧學習正紅—109年度國家圖書館秋季數位學習推廣
活動（遠距學園數位學習平臺）

國家圖書館

2020.9.17 109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編目研習會 國家圖書館

2020.9.23–24 臺大新版公文系統操作宣導說明課程（共4場） 本校總務處

2020.9.25 原住民族的山海飲食智慧
原民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
訊中心

2020.9.28 國際禮儀課程 國家圖書館

2020.9.29
源於共享、創建圖書館界的規模經濟進而翻轉圖書館的未來
研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文藻外語大學、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 OCLC 臺北辦事處
共同舉辦

2020.10.7 eTD vs ADEP_eTD：從論文典藏到支援論文研究的圖書館服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20.10–11月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109年攝影保存培訓活動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20.10.14–29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論文建檔管理及送存要點修正
說明（共3場）

國家圖書館

2020.10.16 國家文化記憶庫平臺入口網站上線啟動儀式記者會 文化部

2020.10.20 後疫情時代圖書館新價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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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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 舉辦單位

2020.10.21 不一樣的學術圖書館員!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美國化學
學會 ACS  合辦

2020.10.22 歌與我們的時代：那些不該遺忘的故事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10.22–23 2020博物館展示新趨勢國際研討會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2020.10.23 當學科服務遇見資料分析館員實務座談會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020.10.23 閱讀的健康管理研討會
國家圖書館、財團法人伽耶
山基金會合辦

2020.10.23 InCites 新介面介紹及臺灣用戶案例與經驗分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020.10.26–11.20 拾光攝影文物保存工作坊（共3場）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20.10.29
人權數據知識庫交流—數位典藏與鏈結資料：Wikidata 博物
館應用與機制講座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10.29–30 2020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020.11.6 北醫六十、邁向榮耀—圖書館聯盟與合作研討會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2020.11.6–13 109年主管培力營（共2梯次） 本校人事室

2020.11.12 追尋歷史幽魂—從《不即不離》到《還有一些樹》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11.12–13
2020年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國際研討會—後疫情
時代的學術資源服務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0.11.16 109年度臺大校園用電及消防安全說明會 本校總務處

2020.11.20 不只是典藏：特藏數位化實務經驗分享活動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2020.11.26 博物館展示應用工作坊 × 英才之路研究篇諾貝爾獎學術風土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2020.11.28 海洋公民科學嘉年華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2020.11.29 雲端應用超前部署：圖書館服務平臺館員實務座談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2020.12.2 2020年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年會 國家圖書館

2020.12.3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使用者座談會
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

2020.12.15 行政單位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

2020.12.17 國際轉型正義與臺灣經驗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20.12.29 後疫時代圖書館「新常態」服務研討會 逢甲大學圖書館

玖 館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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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擔任講座

日 期 主辦單位 講座資訊

2020.3.27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推廣服務組李嫣紅編審受邀至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舉辦之內部訓練課程
「導覽制度內容之設計與規劃」，分享臺大圖書館導覽服務經驗。

2020.8.5
8.12、8.19

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
聯盟

採訪編目組黃怡華幹事、鍾易靜幹事受邀於聯盟教育訓練擔任「書目原編
上傳」和「編目參考工具」課程講師。

2020.8.11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
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推廣服務組鄭惟中編審應宜蘭大學邀請，於該校辦理之「地質與環境教
育—校際合作推廣地質生活知識策展工作坊」中，以「創意推廣的多元樣
貌－臺大圖書館經驗」為題，分享本館推廣活動策劃經驗。

2020.8.14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臺北市立圖書館

典藏服務組劉應琳組長受邀於「遇見新世代圖書館：圖書館建築設計與空
間規劃趨勢研習班」，以「自動倉儲系統於圖書館的應用─臺大圖書館自
動化書庫建置經驗與管理實務」為題擔任專題講座。

2020.10.23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政治大學圖書館

研究支援組賴璟毅組員受邀於「當學科服務遇見資料分析」實務座談會，
以『館中窺樹，由樹見林』為題分享本館領域網絡分析服務實務經驗。

2020.11.2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唐牧群副館長、系統資訊組李惠玲幹事、吳瑟量幹事受邀至「2020臺灣學
術機構典藏（TAIR）研討會」，分別分享「Application of Bibliographic 
Network Analysis for Research Intelligence」、「OMEKA—S 系統簡
介」、「2020年 TAIR 計畫報告」。

2020.12.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雲林分院

醫學資源服務組謝其男組員受邀擔任該院學術活動講師，介紹 UpToDate 
及 Cochrane Library 實證醫學資料庫。

2020.12.3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

閱 覽 組 張 素 禎 組 員 受 邀 於 科 政 中 心 主 辦 之 「 全 國 文 獻 傳 遞 服 務 系 統
（NDDS）使用者座談會」，分享「新冠肺炎疫情下館際合作之實務運
作：以臺大圖書館為例」。

2020.12.4 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
聯盟

醫學資源服務組梁君卿組長、系統資訊組陳慧華組長應聯盟會員大會之
邀，分別以「圖書館空間改革」和「Taiwan LDP 計畫介紹」為題擔任專題
講座。

2020.12.18 本校圖書資訊系 學科服務組劉雅姿編審、蘇筱喻編審受邀至本校圖資系「人文學資訊資源
與服務」課堂，分享圖書館利用教育與人文資源推廣之經驗。

2020.12.23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 推廣服務組魏怡君編審受邀至輔仁大學圖資系「讀者服務」及「資訊服務
管理」課堂，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讀者服務與推廣經驗分享」為題
擔任專題講座。

2020.12.29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有
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
合作社

學科服務組蘇筱喻編審受邀至「後疫時代圖書館『新常態』服務研討
會」，分享「疫境下的圖書館資源利用服務」。

2020.12.31 新北市立圖書館 推廣服務組魏怡君編審應新北市立圖書館之邀，分享「工於新計，玩轉創
意：圖書館行銷策展擒拿術」。

館員發展



Space & Facilities
館員參訪

日 期 參訪項目

2020.2.4–6 本館於2018年與琉球大學人文社會學部、沖繩公文書館史料編集室合作出版之《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典藏 琉球關係史料集成》全五卷獲《沖繩時報》出版文化獎的特別獎肯定。本館獲邀參加
《沖繩時報》2020年2月5日於沖繩舉行之頒獎典禮，由唐牧群副館長代表領獎，此行並參訪沖繩
公文書館及琉球大學。

2020.2.20 校史館營運組與博物館群共10位同仁赴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觀摩「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
灣」特展，由策展人同時也是本校植物標本館館長胡哲明教授親自導覽。

2020.7.18 校史館營運組與博物館群共18位同仁赴國立臺灣博物館南海庫房進行參訪觀摩，並就典藏業務進
行意見交換與交流討論。

館員發表

1.  蔡碧芳（2019）。臺大特藏室—桂文亞兒童文學特藏。火金姑：中華民國兒童文學會訊，冬季號。

2.  The team at NTUWAS (2020, July 8).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Lessons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b archiving system (NTUWAS). Taiwan Insight: The online magazine of the Taiwan Studies  
 Programme. Retrieved from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0/07/08/preserving-the-history-of-the-present- 
 lessons-from-national-taiwan-university-web-archiving-system-ntuwas/

玖 館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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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 Facilities

空間與設備拾  

COVID-19 防疫守護你我健康

2020年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圖書館自疫情開展
之初即做好萬全準備，除提前採購各式消毒用品如酒
精、次氯酸水供讀者使用，亦引進熱像儀及本校研發
的防疫一號，完備出入口體溫監控及實名制管理。疫
情緊張期間採取高規格的化學兵消毒作業，提升環境
清潔消毒強度，全面把關圖書館各項防護措施，守護
讀者健康。 

整合式門禁管理系統

2020年9月推出整合式門禁管理系統，取代原本總
圖、社科圖、法律圖及醫圖個別獨立建置的分散式系
統，並與校內卡務系統進行介接，解決各館門禁讀者
資料需個別維護及人工同步問題，大幅簡化維護人
力，改善門禁管理作業流程，並提升讀者資料的即時
性與正確性。

新版自習室選位系統上線

2020年9月新版自習室選位系統於總圖與社科圖上
線，提供更直覺的使用者介面，同時結合智慧選位功
能，便利讀者挑選慣用座位，簡化操作流程；同時串
連本校卡務系統即時更新，解決讀者資料與卡號無法
即時同步問題。此外，系統也新增個人記錄查詢功
能，除可查看過往選位紀錄與目前座位狀態，亦可一
覽整體座位即時分布狀況。

空間與設備

▲ 全面升級環境清潔強度

▲ 各樓層自主消毒設備  

▲ 自習室選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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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全新的空間管理系統及服務

本館於2020年12月推出全新的整合式空間管理系統，
師生透過本校計中帳號登入，即可查看各空間之借用
狀態，並提供線上預約、修改、取消或續借研究小間
及討論室等功能，有效簡化申請流程，提升服務便利
性。預約時段開始後，讀者可自行利用報到機完成報
到並啟用空間，取代原本繁瑣的臨櫃登記及借用手
續，同時該系統亦結合智慧節能科技，透過系統自動
控制電源，有效達到節能目的。

研圖書庫結構鑑定確保安全無虞

早期典藏臺大重要參考資料的研究圖書館，現已改為閉
架書庫，採調閱方式供讀者利用。逾50年的建物主體及
積層式書架結構設計，隨處可見歲月遺留下來的痕跡。
在歷經基礎開挖與結構鑑定後，已確保研圖書庫安全
無虞，將以它獨有的姿態繼續承載著知識與文物。

▲ 確保研圖書庫安全無虞

▲ 研圖書庫一樓地面基礎開挖

▲ 結構技師於研圖書庫進行現場安全測量及鑑定

空間與設備拾  



珍善本書庫恆溫恆濕空調系統

總圖書館五樓珍善本書庫典藏琉球《歷代寶案》珍貴
資料，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庫房，講究24小時恆溫恆濕
的保存環境。2020年本館積極爭取文化部經費以更換
性能衰退的老舊空調設備，改採安全穩定且效率更高
的直膨熱回收恆溫恆濕空調系統，大幅省下約6成的
電費，不僅呼應國家的節能政策，亦善盡文化傳承的
社會責任。

社科圖調整影印機服務

將原置於社科院五樓電腦教室的全錄影印機，移置社
科圖一樓電子資源檢索區，並協請全錄公司加裝悠遊
卡機設備，便利讀者毋須購買影印卡即可列印資料。

社科圖館舍設備修繕維護作業

為維護良好讀者閱覽及辦公環境，社科圖進行多
項館舍空間及設備之修繕與維護。2020年進行
之項目包含：二樓簡報室播音系統改善工程、一
樓廁所走道與館員區間的玻璃門修繕、入口玻璃
門輪子修繕、空調暨監視系統之電腦軟體介面更
換、冷卻系統溫度感應器更換、一樓西側投影機
燈泡替換、徐州路空調系統水塔管線替換、抽風
機故障維護等事宜。

法律圖二樓圍欄一處鐵製橫桿，因讀者利用該處
綁鞋帶，造成該橫桿兩端焊接點斷裂，為避免裁
切焊接時之大量噪音，選擇於2020年9月27日閉
館時段完成更換工程，並全面勘察確認萬才館鐵
桿安全。

▲ 珍善本書庫直膨熱回收恆溫恆濕空調系統外觀

▲ 醫圖學習共享空間入口梯廳

▲ 醫圖空間延伸服務

一

二

醫圖新建學習共享空間

醫圖嶄新的學習共享空間於2020年9月10日正式啟用，
包含陽光角落、開放討論區、視聽展示區、影音欣賞
室、樂活室、討論室、簡報練習室、會議室、數位教
學室、資訊 E 檢區、創客學習區，滿足各類型空間需
求。設立以來廣受醫學校區師生同仁青睞，包括：楊
前校長泮池於樂活室接受媒體採訪、醫院吳院長明賢
於陽光角落與學生進行交流座談、智慧醫療中心於討
論區拍攝簡介影片、品管中心於陽光角落舉辦工作坊
等，再再顯示圖書館的空間利用不再只囿於唸書與討
論，而是一個可相互激盪知識火花的多元交流場域。
為提供便利的空間借用服務，醫圖亦針對電腦劃位、
空間預約借用等需求，開發整合式的「iSpace」空間
管理系統，供使用者線上預約醫圖空間，並具備現場
借用、預約、報到及查詢場地使用情形等功能。

空間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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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藏記事

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20.1.14 校長室 365冊星雲大師全集

2020.3.11 桂文亞女士 568冊兒童文學及個人藏書

2020.3.16 已故中研院李亦園院士 3,183冊人類學相關藏書

2020.5.25 桂文亞女士 758冊兒童文學及個人藏書

2020.6.5 韓國國家圖書館 21冊韓國出版品

2020.6.11 李昱臻小姐（歷史系校友） 1,157冊文學類藏書

2020.6.15 臺灣期貨交易所 331冊財經書籍及研究報告資料

2020.6.16 戲劇系王安祈教授 2,362冊戲劇研究相關書刊及757件影音資料

2020.6.18 中國國家圖書館 65冊簡體中文出版品

2020.6.23 韓國鄭昌官先生 23件韓國傳統音樂 CD 

2020.7.30 動科系陳保基教授 約700冊歷史類讀物等個人藏書

捐贈與贊助

拾壹

2020年募款總計41筆，新臺幣約92,662元（美金：臺幣=1:30），全數為學術期刊募款所得。

各界捐款／捐贈

Donations

捐贈與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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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贈送者 內容

2020.7.31 園藝系林淑怡教授 約400冊園藝相關中西文學術書刊

2020.8.6 歷史系楊肅獻教授 約1,000冊世界史相關西文學術書刊

2020.8.6 園藝系羅筱鳳教授 約550冊園藝相關中西文學術書刊

2020.8.19 于安邦先生 約300冊學習、休閒類讀物

2020.9.1 電機系陳良基教授 約300冊科技、商管類讀物

2020.9.17 桂文亞女士 1,054冊兒童文學及個人藏書

2020.9.23 韓國鄭昌官先生 47件韓國傳統音樂 CD 

2020.10.23 宋強先生（經濟系校友） 403冊財經、社科類藏書

2020.11.12 臺科大何珮瑩教授 約350冊性別研究相關西文書刊

2020.11.17 中文系張淑香教授 約2,500冊文學、藝術相關中西文書刊

2020.11.18 桂文亞女士 328冊少兒文學華人作家作品

2020.11.24 已故中興大學中文系徐照華教授 648冊中國文學研究相關藏書

2020.12.3 劇場設計師聶光炎先生
約3,000冊人文暨設計類中西文書刊、大量設計圖
稿及多件作品模型

2020.12.17 韓國國家圖書館 74冊韓國出版品

2020.12.23 耶魯大學退休教授 Dudley Andrew 約1,200冊電影研究相關西文藏書

2020.12.29 生科系嚴震東教授 約300冊生命科學研究相關西文書刊

2020.12.29 韓國鄭昌官先生 32件韓國傳統音樂 CD 

捐贈與贊助



延伸營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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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館提供親切、專業的導覽解說服務，2020年全年度開
放天數為260天，導覽服務共計60場次，20,903人次。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配合防疫措施彈性調整開館時間，
故受理件數較往年下降。

口述歷史訪談作業
本校牙醫專業學院為籌設院史館，特別邀請校史館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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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以季
為單位，持續進行口述訪談。2020年雖因 COVID-19 疫情
致使進度稍受影響，仍完成關學婉、韓良俊、藍萬烘、蕭
裕源、洪朝和及郭敏光教授之訪談工作。因合作成效良
好，2020年初亦接獲土木工程系邀請，協助該系進行口
述歷史訪談作業，以為土木工程系2022年系慶做準備，
目前已完成洪如江及顏清連教授之訪談作業。

參觀與導覽解說服務

校園記憶、文物與老照片徵集
Outreaching

延伸營運

▲ 訪問洪朝和教授

▲ 訪問郭敏光教授

▲ 訪問顏清連教授

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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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靜又能動：臺大射箭協會與橄欖球
隊」特展 2020.3.13–8.31

http://www.lib.ntu.edu.tw/node/3699
本校居臺灣研究型大學龍頭地位，各學科幾乎
都是年輕學子報考大學的第一志願，創校以來
雖未曾設立體育學院，僅有「運動設施與健康
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專注體育相關人才培育，
仍有幾項體育活動在國內體育史上保有特殊的
地位。2020年適逢鄰國日本舉辦2020東京奧
運，臺大博物館群暨校史館特別策畫「能靜又
能動：臺大射箭協會與橄欖球隊」特展，介紹
校史上深具特色的射箭協會及橄欖球隊，也藉
此推展校園內體育活動並深入探究校史。

推廣活動、展覽與講座

▲ 臺大射箭協會展區

▲ 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成員參觀特展

第十四屆「留言一句 傳情百年」活動 
2020.6.6–7.30

6月6日至7月30日於校史館臺大精神展區舉辦第
十四屆「留言一句 傳情百年」活動，並於6月6
日畢業典禮當天在圖書館日然廳加開場次。因 
COVID-19 疫情衝擊，今年校史館特將校園防疫
生活以插圖設計成 L 夾，作為活動紀念品，紀錄
當代生活。大學部以上同學共計96人參與，首
年加入留言傳情活動的臺大附幼，則有39位小
小畢業生熱情響應。

▲ 臺大附幼畢業生參與留言

▲ 日然廳加開場次參與情形

延伸營運

一 二



▲ 虛擬遊戲與實物展品介紹相輔相成

▲ 校史館關卡「賴柏瑞好朋友」

配合博物館群辦理兒童學習體驗營 
2020.8.17–8.21

配合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校史館除了辦理
三梯次共同課程「臺大人生存寶典」之外，另於
8月19日第二梯次全新推出「人生遊戲之臺大卒
業行不行 ver.19XX」，藉由電腦遊戲結合虛擬與
真實世界，並以角色扮演遊戲形式引導學員探索
與認識校史館。遊戲結束後，亦安排專人導覽，
詳細介紹每件展品的歷史背景，啟發兒童對校史
及展品的興趣，育教於樂，效果良好。

三 四

▲ 主圖模擬校史館 
　 真實空間

▲ 利用老照片和對話營造場景

配合辦理圖書館新生活動「賴柏瑞的挑
戰書」 2020.9.7–10.8

配合109學年度新生圖書館利用活動「賴柏瑞的
挑戰書」，校史館設置「賴柏瑞好朋友」獨立關
卡，以校史館與博物館群相關問題做為闖關挑
戰，答對者可獲得「智慧的原鄉：臺大舊總圖書
館九十年紀念特展」精美資料夾一個。活動期間
總計開館24天，參加人數共327人。

延伸營運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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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T 副處長 Raymond Greene 發表演講

▲ 「1979年後美台關係」開幕式合影

▲ 「藥，什麼」特展開幕式合影

▲ 「臺北帝大財產標牌復刻—醫學部」吊飾

▲ 藥武揚威：校友遍布海內外知名藥廠

協辦「1979年後美台關係」特展及論壇 
2020.10.12–11.1
校史館於川流廳協辦美國在台協會（AIT）「1979
年後美台關係特展」，10月16日開幕式當天由 AIT 
經濟組安恬組長、袁孝維國際長、陳光華館長蒞臨
致詞。10月29日晚間亦於校史館舉辦巡迴全臺兩年
展的閉幕論壇，由 AIT 副處長 Raymond Greene 以
「真朋友，真進展」為題發表演說，接著由 AIT 政
治組官員 Jason Hwang、本校政治系徐斯勤教授、
醫學系蔡甫昌教授進行講者對談與討論。

「藥，什麼：那些臺大藥學系，還有人們與藥
的千絲萬縷」特展 2020.11.14–2021.9.30

校史館於川流廳與藥學專業學院合辦「藥，什麼：
那些臺大藥學系，還有人們與藥的千絲萬縷」特
展。臺大藥學系自1953年創系迄今，是臺灣第一
個培養國內高級藥學專業人才之搖籃，系友在國內
外醫藥領域卓有貢獻，在各行各業亦成就亮眼，
經常奉獻心力捐助社會，本次展區所在之「川流
廳」，即是系友李華林先生對母校愛的回饋。在全
球 COVID-19 蔓延肆虐的2020年，藥局成為臺灣民
眾接受國家健康守護的重點場域，特推出藥學主題
特展，希冀引導民眾探知本校藥學史與臺灣藥界協
奏下的健康世界。11月25日開幕式邀請博物館群胡
哲明副總館長、校史館唐牧群館長、川流廳捐款人
李華林博士、藥學專業學院沈麗娟院長等貴賓蒞臨
致詞。配合本特展，製作發行「臺北帝大財產標牌
復刻—醫學部」吊飾，圖案來自藥學專業學院雲燾
迴廊典藏的藥學系創系主任孫雲燾教授的辦公桌。

延伸營運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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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夜校史館—密室逃脫活動

▲ 逃脫成功之參與者

▲ 歸骨於田橫之島特展

▲ 臺灣閱讀節校史館攤位

星夜校史館密室逃脫《回到 1970》 
2020.11.14–11.16

校慶夜間開館活動「星夜校史館密室逃脫《回
到 1970》」由服務學習同學策畫與執行，活動
設計背景為「保衛釣魚臺學生運動」及「臺大哲
學系事件」，透過密室解謎逃脫遊戲，讓參與者
藉由遊戲當中所接觸到的史料，瞭解過往歷史。
遊戲結束時，除說明遊戲中的歷史背景及概述
外，並帶領參與者參觀館內展覽，共計49人次
參與，活動滿意度高達 98.2 %。

「歸骨於田橫之島」特展 
2020.12.20–2021.2.10
2020年12月20日是本校前校長傅斯年先生逝世
70週年纪念日。傅校長1950年12月20日下午至
省參議會答詢臺大校務，答覆完議員各項問題
後，高呼「我對有才能、有智力而貧窮的學生，
絕對要扶植他們。」回座不久即因腦溢血昏厥，
搶救不及，於當晚辭世，享年55歲。校史館推
出「歸骨於田橫之島：傅斯年校長逝世七十周年
紀念」特展，並製播動畫短片，紀念傅校長對臺
大的貢獻。

參與「臺灣閱讀節」 2020.12.5

校史館首次參與「臺灣閱讀節」活動，攤位名稱
為「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從一首首臺大的歌掠
影臺大」。透過遊戲設計，將四首臺大歌曲：舊
校歌、校歌、地下校歌、附幼園歌，以「聽聲音
反應動作」的形式，讓參加者在不同歌詞語句的
行進中，以舉左、右、雙手的方式反應，幼兒並
可搭配松鼠耳朵帽進行，以增加娛樂性。當天蒞
臨攤位訪賓約 395 位，普遍回饋遊戲極具設計
性，甚至有不少訪賓要求拍攝，以便攜回製作相
關教案。

延伸營運拾貳

九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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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校史館藉由臺大博物館群志工聯合招募活動，
共計募集到新進志工10人，已於7月18日舉辦校史館新
進志工專業訓練講座，包含3場演講及校史館深度導
覽與特展介紹。加上原有志工23人，目前總人數為33
人，主要協助服務臺值勤、展場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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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4日舉辦年度志工期末檢討暨聯誼會，會上
頒發志工服務獎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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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辦理各項專業培訓課程如右：

▲ 新進志工專業訓練課程 ▲ 特展深度導覽訓練課程

▲ 年度志工期末檢討暨聯誼會▲ 「臺大校園深度走讀活動」課程

志工培訓

2月5日 
2月7日 
2月11日

臺大圖書館自動化書庫導覽活動

8月29日 「智慧的原鄉：臺大舊總圖書館九十年 
紀念特展」深度導覽訓練課程

9月26日 
9月30日

校史館資深志工導覽見習訓練課程

10月16日 
10月31日

「臺大校園深度走讀活動」課程

10月25日 「臺大早期聚落深度走讀」課程

12月28日 「藥，什麼：那些臺大藥學系，還有 
人們與藥的千絲萬縷特展」深度導覽訓練課程

延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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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課程
2020年雖因 COVID-19 疫情影響訪客驟減，校史
館仍透過服務學習課程，培訓修課同學校史及校
史館導覽知識，以「校史館深度參訪」及「校園
校史主題導覽」兩個子專案，讓同學邀請校內朋
友參訪校史館，共計 31 位校內同學前往參訪，
並完成6條校史主題導覽路線。根據參訪後問卷
回饋，高達83.9%受訪者表示有助於對臺大校史
的認識，90.3%受訪者認為有助增加對校史或文
化資產之認同。

館務見習

▲ 「擱在針線裡的青春」實習生特展

暑期實習
2020年暑假共招收3位本校圖書資訊學系實習
生，透過臺大校史課程、校史資料檢索整理等
訓練，完成實習生特展之策畫。本次特展主題
為「擱在針線裡的青春—戰後校園學生流行服
飾沿革」，藉由資料蒐集和系友訪談，探索校
園內學生服裝形式隨年代而漸次轉變的現象，
除實體展覽外，並製作線上網站同步呈現。

延伸營運拾貳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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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委員訪視醫學人文館 ▲ 與評鑑委員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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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文化部博物館評鑑案實地訪評 2020.2.12

配合文化部博物館評鑑案，2019年已先行提交臺大博物館群評鑑案之申請書、中長程館務發展及自我評鑑
報告等送教育部初評。2020年2月12日配合文化部複評作業，規劃並動員博物館群10館人員共30人，協助
評鑑委員順利完成實地訪視、分組深度訪談與綜合座談，過程順利圓滿。

活動、展覽、研討會

延伸營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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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殿堂特展開幕點燃聖火  

▲ 競技殿堂特展開幕式全體大合影

辦理「競技殿堂：奧林匹克賽會場館」特展  
2020.3.13–4.26

本校博物館群與共同教育中心體育室、國立體育
大學博物館於本校綜合體育館二樓藝文走廊共同
辦理「競技殿堂：奧林匹克賽會場館特展」巡迴
展，介紹歷屆夏季奧運會主場館的建築特色。3
月13日特展開幕式當天特邀本校羅清華副校長及
國立體育大學陳國儀副校長前來觀禮，全國大學
博物館聯盟夥伴包含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長庚大學、真理大學亦派員共襄盛舉。

辦理「拾光：攝影文物保存館際合作工作
坊」 2020.10.12–10.26

國立臺灣美術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為推廣攝影文
物保存維護觀念，培訓攝影蒐藏單位認識攝影藏
品的材質與技術，以擬制合適的保存維護措施，
特邀本校博物館群辦理館際合作工作坊。該中心
人員於10月12日訪視本校人類學博物館、植物標
本館與校史館之相關攝影典藏，協助館員辨識文
物，並提供保存及修護諮詢。另於10月26日假人
類學博物館特展室辦理「拾光：攝影文物保存館
際合作工作坊」，北區博物館界同道共計20餘人
與會，收穫甚豐。

▲ 「拾光：攝影文物保存館際合作工作坊」事前訪視

▲ 拾光：攝影文物保存館際合作工作坊

延伸營運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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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學習體驗營：昆蟲標本館—昆蟲大解密

▲ 兒童學習體驗營：農業陳列館—稻米的手作

辦理第十一屆「悠遊一夏 探索臺大：臺大博物
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 8.17／8.19／8.21

本營隊分三梯次辦理，第一梯次為：人類、農陳、動
物；第二梯次為：校史、物理、昆蟲；第三梯次為：
植物、地質、醫學，共招收60名學員，包含由家扶中
心推薦的經濟弱勢學員。活動由校史館設計的共同
開場課程「臺大人生存寶典」揭開序幕，帶領學員認
識臺大。各成員館亦用心規劃多元創新課程，除授課
講解外，也透過導覽解說，搭配遊戲、實驗、手作活
動，增添課程內容豐富度。今年更首度加入了精心設
計的桌遊及角色扮演遊戲，讓學員在身歷其境的互動
過程中加深學習印象，同時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辦理2020年臺大博物館群聯合志工招募 

為解決本校博物館群現行志工人力短缺情況，博物館
群辦公室聯合校內7所館廳，擴大辦理2020年臺大博
物館群志工招募，共徵募到91名志工。2020年志工培
訓講座因防疫需要而改為線上辦理，並直接分發新進
志工至各館廳以進行專業訓練課程，於10月底陸續完
成實習作業，成為正式志工。

四

五

▲ 志工招募活動海報▲ 兒童學習體驗營活動海報

延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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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臺大、九州大學第二次雙邊會議 
2020.6.15

由博物館群主辦、國際事務處協辦本校與日
本九州大學（以下簡稱九大）線上雙邊會議
（2nd Kyushu-NTU Colloquium 2020），會議
上午場由本校周家蓓副校長、九大渡邊公一郎
副校長揭開序幕，並以「遠距教學」和「因應 
COVID-19 防疫而進行的教學調整」為題，分別
邀請臺大資工系蔡欣穆教授、九大資工所岡村
耕二教授、臺大醫院內科郭律成醫師、九大齒
學研究院森悅秀教授進行演說，同時也邀請兩
校同學分享防疫生活下的學習調整。下午則由
各學院分組論壇及學生論壇組成，主題多元並
開放線上直播，師生皆獲深刻的體驗與啟發。
全日共計1,085人參與交流會議或活動，包含臺
大校園現場138人、視訊會議176人、觀看直播
771人。

參與國際博物館協會第20屆線上年會 
20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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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交流

臺大校園暨博物館群定時導覽  2020.11.7–11.15

2020年因 COVID-19 疫情之故，取消3月杜鵑花節的定時導覽活動。11月校慶季，博物館群與訪客中心合
作，於 11 月7日、14日、15 日辦理共三梯次的臺大校園暨博物館群定時導覽，三天總人次達 53 人。 

▲ 參訪人類學博物館 ▲ 參訪植物標本館

▲ 臺大九大線上雙邊會議

球博物館界最重要的非政府國際組織，也是臺灣
鼓勵參與的重點國際交流平臺。本校博物館群於
2019年加入 ICOM，並參加大學博物館及典藏委員
會（ICOM-UMAC），該會專責高等教育博物館及
各學科的收藏，致力於教育、文化保存、歷史、自
然和科學遺產等重要資源。第20屆年會原訂於2020
年9月中旬假澳洲雪梨大學舉辦，然因 COVID-19 
疫情改於7月27日以線上方式辦理，主題為「New 
Destinations: Looking Forward, Look Back」，由
本校博物館群胡哲明副總館長代表參加。

延伸營運拾貳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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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入口網
原圖中心入口網站整合實體圖書館與電子資
源，提供讀者查詢與瀏覽原圖中心各類館藏資
源、活動訊息與服務項目等資訊，是讀者認識
與利用原圖中心的重要橋樑，自2018年改版後
至2020年底，共計有1,927,678人次造訪。原
圖中心收錄許多研究原住民族重要的電子資料
庫，為便利全國讀者就近使用，2020年新增各
資料庫之其他取得管道，使用者可依其所在地
至相關單位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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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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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豐富館藏內容的深度及廣度，2020年原圖中心總
館藏量總計約43,353冊。    

館藏資源與利用

▲  原圖中心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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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除國定與校定假日
外，每日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8:00–18:00，週
六9:00–17:00；每月最末週三為閉館日。2020年
館藏資料使用量為3,913冊（件），入館人次計
有3,463人次，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共259人。

一 二

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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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營運



66   |  NTU Library Annual Report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廣羅國內外原住民族相
關之網路資源及線上服務等資訊，為蒐集原住民
族各類型資源之平臺，收錄內容包含：原住民族
相關新聞、活動訊息、研究資源、社會福利、網
站資源、參考資源等，並可透過原住民知識地圖
查詢與瀏覽各族群部落的相關資源。截至2020年
底，計有13,844,823人次造訪。

▲  臺北市長青樂活暨原家中心參訪原圖中心

▲  「直到煙薰染了鏡頭」主講人王俊凱分享參與部落青年會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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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示範臺灣原住民族
資訊資源網操作，以及中心內資料查詢利用方
式，引導使用者更有效並妥善的利用中心內各
種實體與線上資源。2020年原圖中心提供11場
導覽，計有208人次。

專題論壇與演講

1.  新書發表：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 
 發表會 2020.2.19

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辦理，邀請各專書作者
分享研究調查過程，及邀請原住民十大歷史事
件遺族說明相關事件的歷史背景與重建過程，
帶領讀者以原住民族史觀，瞭解重大歷史事件
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2. 直到煙薰染了鏡頭 — 十年的身體記憶，是我此 
 刻的濾鏡 2020.9.5

邀請拉勞蘭部落青年會成員王俊凱分享近十年
青年會裡的所見所聞，使大家對於部落組織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

推廣活動與展覽
三

▲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分享會

▲  韓國大邱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系參訪原圖中心

延伸營運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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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人第二部曲《巴拉冠誓約》紀錄片放映暨映後座談會
▲  「一草一部落」主講人馬燕萍秘書長推廣原住民飲食文化

▲  屏東縣霧臺鄉立圖書館

▲  社團法人臺東縣原住民以便以謝全人關懷發展協會

▲  屏東縣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

3. 天．地．人第二部曲《巴拉冠誓約》紀錄片放映 
 暨映後座談會 2020.9.11

邀請《巴拉冠誓約》紀錄片導演 Uki Bauki（潘
昱帆）、卡大地布部落前任青年會陳政宗會
長，以及部落青年廖原啟、吳佳桐、陳仲棋、
潘群恩等人，分享拍攝過程及青年於部落學習
的心路歷程，探討族群的文化傳承與內涵，使
民眾更加理解紀錄片所要傳達的理念。

4.  一草一部落：讀原生活品原好味 
 2020.9.25

邀請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胡馬燕萍秘
書長，以原住民角度出發，分享原住民利用傳
統智慧所發展的獨特飲食文化。講座中不僅介
紹部落常見的植物，也分享原住民與時俱進的
相關研發應用成果。

「播下希望的種子」部落贈書計畫
原圖中心2020年走訪屏東縣霧臺鄉立圖書館、
社團法人臺東縣原住民以便以謝全人關懷發展
協會、屏東縣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等地圖書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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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延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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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展
原圖中心常設的館內主題書展，2020年共展出
「守望自然‧綠色永續」、「尋歷史的根─紀
錄片特展」及「原藝綻放」等三個主題，展出
內容包含環境生態保育、原住民族歷史尋根，
以及原民工藝之美，呈現原圖中心在自然與人
文領域上多元豐富的館藏資源。

週六電影院
原圖中心自2007年開始規劃週末影片放映活
動，每年至少播放24部電影，至今已持續13
年。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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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播放片名如下：

1月  追拿吉普賽／黑色黨徒
2月  白宮第一管家／幸福綠皮書
3月  綠的海平線／美力台灣3D
4月 極地追擊／征服者
5月  看不見的台灣／GAYA 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
6月  你有種族歧視嗎／誰來晚餐
7月  孩子要回家／麥田少年
8月  鯨騎士／康提基號
9月  極地之王／北極上學趣
10月  我的家庭歐買尬／誰殺了小說家
11月  追尋圖博之歌／西藏台北
12月  還有一些樹／菠蘿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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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於每月底發行次月電子報，自2007年5月起發
行至今，已發行至第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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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2011年起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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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圖中心2020年主題書展

▲  原圖中心電子報 

四

五

六

延伸營運拾貳



臺大圖書館年報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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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蒐集匯整佛教二手研究文獻與經典，提供中、英、日三種網站語言版本，使用者遍及全球237個國家地區。
2017年入選全球百大大學數位圖書館，2020年每日平均使用量高達11,872人次，總使用量累計逾3,100萬人
次，為全球最大線上佛學研究主題資料庫。

佛圖收藏逾42萬篇書目資訊、8萬篇全文檔案、佛教經典共17,716卷、中英日德法五語對照關鍵字庫共2,831 
個，以及821個佛教相關網站。2020年擴增11,258篇書目、12,166篇全文檔案、2,913位著者，更新1,863種佛
教期刊、35,597 篇期刊論文。內容含括全球45種語言及15種資料類型，供使用者進行檢索及免費閱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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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藉由「收錄期刊
指南」查詢全球2,129種佛教期刊。2020年10月獲得佛光山慧炬法師致贈《佛光大藏經聲聞藏》一套，於佛圖
建檔完畢後，全套55冊紙本經典轉交館內收藏。 

佛教研究文獻典藏量冠全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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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營運



檢索引擎為佛圖的核心，為加強二手研究文獻與佛教
經典的關聯性，擴增「相關經律論」功能，藉由讀者
輸入的關鍵詞帶出佛教相關經典原文檔案，作為研究
之輔助。另外，更擴增「DILA 佛學術語字辭典」，可
依讀者輸入的關鍵詞帶出相關的佛學術語解析，針對
佛學術語即時釋疑。

數位佛典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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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6卷數位佛典。2020年擴增「英語佛
典」功能，內含98部英語佛典。

項目 2018 2019 2020

書目（篇） 403,794 410,044 421,302

全文（篇） 56,883 69,531 81,697

著者（位） 101,599 103,440 108,103

期刊（種） 1,866 1,976 2,129

Facebook 粉絲數 N/A 1,178 2,926

項目 2018 2019 2020

佛圖網站（次） 3,295,800 3,697,551 4,345,239

佛學著者權威資

料庫（次）

2,448,901 2,292,638 2,630,098

檢索引擎擴增延伸功能

數位佛典專區增加「英語佛典」功能

佛圖相關統計

▲  檢索引擎擴增功能

▲  新增「英語佛典」功能

文獻典藏量 瀏覽人次統計一 二

根據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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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另外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NDLTD）及中國知網（CNKI）所收錄之學術論文，引用自佛圖
網站的論文篇數於2020年新增37篇，總計共有599篇，並受到國外逾34所大學推薦作為佛學研究工具，對於佛
學研究貢獻良多。

註：2019年開始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

Statistics
延伸營運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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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統計Statistics

拾參

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類型 2018 2019 2020

中日韓文圖書（冊） 1,887,162 1,885,908 1,911,550

外文圖書（冊） 2,410,040 2,404,791 2,408,078

電子書（冊） 3,234,375 3,312,009 3,445,521

非書資料 574,558 575,874 578,330

現期報紙（種） 19 19 19

現期中日韓文期刊（種） 2,063 1,867 1,845

現期西文期刊（種） 4,324 4,153 4,272

電子期刊（種） 54,081 62,018 70,220

公開取用電子期刊（種） 12,387 44,797 99,822

資料庫（種） 627 610 611

綜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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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館人次 ─ 依讀者別

讀者別 2018 2019 2020

校內 1,174,392 1,199,648 1,116,068

校外（含校友） 356,025 321,189 235,616

自習室（限本校教職員工生
及校友）

1,260,349 1,222,468 768,679

總計 2,790,766 2,743,305 2,120,363

入館人次 ─ 依館別

讀者別 2018 2019 2020

總圖書館 校內 704,462 723,676 732,051

校外（含校友） 239,805 207,270 158,759

自習室 960,628 865,758 567,245

小計 1,904,895 1,796,704 1,458,055

社科院圖書館 校內 277,896 284,082 219,564

校外（含校友） 83,799 84,275 57,376

自習室 299,721 356,710 201,434

小計 661,416 725,067 478,374

醫學圖書館 校內 156,134 146,962 130,802

校外（含校友） 26,678 24,147 17,045

小計 182,812 171,109 147,847

數學系、物理系、 
化學系圖書室、 
法律學院圖書館

校內 35,900 44,928 33,651

校外（含校友） 5,743 5,497 2,436

小計 41,643 50,425 36,087

總計 2,790,766 2,743,305 2,120,363

綜合統計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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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統計

電子資源使用

2018 2019 2020

網路資料庫點擊次數 891,154 980,800 1,150,100

電子期刊點擊次數（註1） 166,294 111,983 90,083

全文使用次數（註2） 14,910,196 12,735,209 16,142,794

館際互借複印

項目 2018 2019 2020

文獻傳遞─外來申請（件） 11,490 11,204 12,696

文獻傳遞─對外申請（件） 1,732 1,332 1,526

小計 13,222 12,536 14,222

圖書借閱─外來申請（件） 18,341 16,154 13,432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2,430 2,534 1,830

小計 20,771 18,688 15,262

總計 33,993 31,224 29,484

註1：2020年醫圖電子期刊點擊計算功能故障，故全年度次數為0。
註2：含公開取用電子書及付費電子書全文使用統計，2019年減少原因為統計基準改用R5 TR_J1，不計OA下載次數，出版社已不再提供原R4統計； 
　　  2020年採R5 TR_J3，採計OA電子期刊下載次數。

圖書流通 ─ 借書量統計及讀者類型分析

讀者別 2018 百分比 2019 百分比 2020 百分比

碩士班學生 88,099 29.10% 193,949 32.84% 178,041 32.04%

博士班學生 29,224 9.70% 69,565 11.78% 64,923 11.69%

大學部學生 95,885 31.70% 161,900 27.41% 155,644 28.01%

全部教職員 58,402 19.30% 114,632 19.41% 113,347 20.40%

校友 10,582 3.50% 22,065 3.74% 20,656 3.72%

館合 13,506 4.50% 19,990 3.38% 17,393 3.13%

其他 6,728 2.20% 8,562 1.45% 5,596 1.01%

總計 302,426 100% 590,663 100% 555,600 100.00%

註：2019年起加入續借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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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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

年度 2018 2019 2020

本校研究人員（位） 2,678 2,801 2,888

研究產出（筆） 241,313 257,498 363,493

計畫（件） 9,626 72,477 76,272

本校產出資料（筆） 268,940 290,820 365,470

全文資料（筆） 65,951 67,937 67,377

臺大學術典藏（NTU Scholars）2020年瀏覽量

綜合統計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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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典藏

項目 2018 2019 2020

網站數量 10,950 11,014 11,200

網站版本數 38,000 39,000 40,000

參考與推廣服務

項目 2018 2019 2020

參考諮詢（件） 52,751 46,495 44,013

利用指導 8,430人／251場 10,220人／274場 10,267人／229場

引導參觀 1,928人／161場 3,113人／211場 990人／79場

圖書館網站瀏覽統計

項目 2018 2019 2020

考古題網站（次） 1,853,671 1,707,008 1,977,094

特藏網站（次） 49,978 47,419 56,535

電子書清單網站（次） 98,464 79,756 已轉為SLIM

失物招領系統（次） 32,365 32,459 25,599

數位典藏歷年課表網站（次） 18,626 11,661 16,545

常問問題網站（次） 261,665 350,768 410,779

圖書館館訊網站（次） 13,367 9,441 9,371

綜合統計



h�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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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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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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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圖書館
Mai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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