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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大學圖書館的使命與任務在於文化保存、支援教學和研究，隨著時代

的不同，大學圖書館針對此三項任務在做法上也應與時並進。在現今網路

與電子化時代裏，圖書館正面臨一個非常大的機會，即如何能夠在這個資

訊取得與傳播模式改變的新時代、新的社會結構裏，發揮上列三項功能。 

　　依據上述三項任務，圖書館在具體執行上可從館藏和服務二方面來講

，在館藏方面，2006年和2007年圖書館協助各系所爭取國科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圖書資源計畫，共獲得33項專題計畫總計2.6億元補助，使得核心

館藏更為豐富，從統計上來看，近二年本館館藏的成長率分別為 41.8% 和

62.5% ，顯現大幅的成長。在電子資源方面亦有傑出的表現，如電子書從

86,608種成長至667,999種；電子期刊由17,445種成長至27,023種，對於教

學和研究而言，均能因應網路時代裏使用者的需求而提供便利的電子資源

。 

　　由於現今許多文化資源並非以電子方式存在，所以我們仍然努力去徵

集眾多的特色紙本館藏，如地方志、同鄉會文史資料、臺灣善書等，對於

這些資料的取得是放眼於未來研究及使用者的需求。在電子化資源方面，

臺大圖書館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將眾多珍貴的館藏予以數位化，也

協助慈林基金會、國民黨黨史館等校外單位進行檔案的數位化工作，同時

更積極蒐集免費的網路與電子資源以建置臺大學術資源網 ( NTU Scholars’ 

Gateway ) 與免費電子書系統(NTU Free Ebooks System)，提供公眾使用。此外

，有許多僅以數位方式存在的（所謂 born digital）的文化產出，如網站、

部落格、電子報等，實際上比古老的紙本資料更為脆弱，但亦為研究當代

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的素材，因此，我們在2006年開始進行「臺

灣網站典藏計畫」（NTU Web Archives），以善盡保存當代文化資產的責任

，目前本館已典藏了超過三千個重要網站，我們也號召各大學圖書館和相

關單位一起投入這項重要的工作。

項 潔 Jieh Hsiang

圖書館館長

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University Libraria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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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學校本身的智慧資產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資源，更應當努力保存。因此，在圖書館的

主導規劃下成立了校史館，以有系統的收集與展示學校的歷史文物；整合相關單位的文物標本典藏

而成立臺大博物館群，以增進學術殿堂的社會服務功能；徵集臺大人的著作，設置「臺大人文庫」

專室加以典藏和展示，以呈現臺大人的智慧結晶。圖書館更於2006年6月著手執行教育部「建置機

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開發並完成臺大機構典藏系統(NT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廣泛而完整地收

集本校的學術研究成果，目前已收錄45,000餘筆資料，全文資料超過26,900筆，對校內研究成果整

合、文化保存、及研究產出的公眾近用都有深遠的意義。本館今年更配合教育部規劃，將所發展的

系統免費提供近60所大學院校，以推廣全國的機構典藏建置。 

　　對於來館的讀者，本館更提供了700餘個座位、24小時的自習室，及與教務處共同打造的「學

習開放空間」，以滿足同學互動、討論的需求。本館自2005年8月起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建

立了「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藉由完善的館藏與舒適的空間，服務社會上對原住民議題有興趣

的讀者。此外，本館經常舉辦各種展覽活動，推廣館藏利用，提供讀者多層面的知識需求。 

　　從使用面來看，圖書館面對的挑戰更大，因為在這個世代裏大家都已經習慣使用網路上的服務

，圖書館已不再是讀者取得資訊的唯一管道。在資訊來源多元化的情況下，圖書館應如何去滿足使

用者的需求？一個更具挑戰的議題是對於不來圖書館的使用者，應如何將優質的圖書館資源與服務

透過網路在不知不覺中能讓讀者使用到。本館在透過網路的讀者服務上有許多創新的做法，除了大

幅增加數位館藏的數量與質量及整合優質的免費網路電子資源外，也將館藏內容及服務試圖融入讀

者的網路工作環境，譬如若讀者在校內使用 Google Scholar 尋找論文，即可透過 Google 的界面連回

圖書館取得全文。另外亦在規劃機制將圖書館的服務模組化，讓讀者能夠將常用的服務放在自己的

網路環境中。這些創新的嘗試，其目的是為了把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和網路上的優質內容與服務相

結合並融為一體，讓讀者能體驗個人化及整合的便捷服務。 

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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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概述 　　An Overview of the Library

本校圖書館由於校區分散及歷史淵源，除總圖書館外，尚有法社學院及醫學院二所學院圖書分館，

以及物理、數學、化學、大氣、海洋、生化與圖資等7個系所圖書室。由本校圖書館系統提供全校

36,000餘位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所需資訊服務。

圖書館提供書刊借閱、參考諮詢、館際合作、資源利用指導、數位學習課程、論文及館藏數位化、

資訊搜尋、資訊系統建置等服務。圖書館每週開放時間達96小時，並有24小時自習室供師生使用。

此外，更透過網路於本館網頁 www.lib.ntu.edu.tw 提供全年無休的各項資訊服務，目前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上註冊人數已逾13萬8千多位讀者。

圖書館蒐藏的書刊資料，以配合校內師生教學、研究、學習為主，至2007年底館藏已逾440萬冊(種) 

（含資料庫等電子資源），是國內目前收藏資料量最多的大學圖書館。近年來，隨著數位時代的發

展與師生使用習慣，圖書館也積極訂購電子書、電子期刊等數位化資源，同時也進行許多的館藏數

位化計畫，以營造一個更便捷且更能滿足讀者學習研究所需的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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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館藏徵集方面，除透過採購及交換贈送方式積極追求全方位核心館

藏外，本館基於文化保存使命，進行專題徵集，以打造館藏特色，近

二年之特色徵集如下：

臺大人文庫

為彰顯臺大人整體學術能量，打造專屬臺大人的典藏空間，圖書館自

2006年3月起籌設「臺大人文庫」，積極收藏豐富多元的臺大人著作

，至2007年底共收到300多位校友贈書4,000餘件。文庫設於臺大總

圖三樓，於2007年11月15日校慶開幕，藏書以專架陳列，永久典藏，

文庫目錄於臺大圖書館網站上可檢索查閱。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NTUCollections/index.htm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藏書

國科會為充實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資源，以促進國內相關領

域學術研究之長遠發展與整體效益，特規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圖書計畫。在圖書館同仁全力支援申請教授作業的努力下，本校2006

年通過17項計畫，獲補助經費新臺幣1.5 億元；2007年通過16項計畫

，獲補助經費新臺幣1.1億元。各項計畫主題及購置圖書詳見：

http://tulips.ntu.edu.tw:1081/screens/vct1.html

臺灣善書

經由全臺各地田野調查採集而得，全套計40,000冊，內容分為鸞書、

期刊、大書、小冊子、農民曆、歷史沿革、經摺本、單張、影音等類

型，係研究臺灣民俗、文化、社會、宗教等領域之重要資源。

同鄉會文史資料徵集

各省縣市在臺同鄉會見證國民政府遷臺以來臺灣政治、經濟、社會等

方面之成長與發展，並藏有豐富資料，然隨著年長者老去，各地同鄉

會亦日漸凋零，相關資料之保存岌岌可危。本館於2007年聯繫727個

同鄉會，獲贈近1,500件書刊資料，甚為可貴。

特色徵集　　Notable Acquisitions



法政研圖人權研究資料

人權研究資料中心(http://140.112.31.8/HRRC/home.php ) 設

於臺大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之下，於2005年7月起接

受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重點資料中心計畫」

補助成立，展開國內外人權相關學術著作及活動資料

之蒐集，以做為未來發展相關人權學術研究之基礎環

境。館藏資料徵集包含兩大主軸：

(一)國際人權：

包含與國際人道法、國際刑法、戰爭人權等相關之總

論性著作或法律文件的彙編等。

(二)弱勢人權：

關於弱勢人權的國際性議題或台灣內部之弱勢人權問

題，包含移民、移工、愛滋病患者、原住民人權、語

言權、土地權等。除學術性專門著作外，特別著重在

由國際人權團體（如：Minority Rights Group、Amnesty 

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 Watch等）所出版的國際性

或區域性觀察報告，以及國內外之人權影片、紀錄片

或活動資料、電子書等。自2005年成立以來，館藏量

由剛開始成立時的329冊圖書，歷經2006及2007年兩

年成長，至目前為止共計1,62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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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館藏　　Gifts to the Collections 

圖書館除購置圖書，亦積極爭取私人捐贈珍藏之圖書、手稿等資料，以豐富館藏。私人捐贈之珍貴

資料均典藏於圖書館特藏資料區、專藏文庫及臺大人文庫，並尊重及依循捐贈者之意願，提供有條

件的限制閱覽或開放大眾使用。

周駿富教授珍藏中文善本及著作捐贈

本校圖書館學系退休教授暨圖書館顧問周駿富

教授，於2006年1月4日捐贈圖書館其所

珍藏之善本線裝書二種：「金七十論」三卷

一冊（日本元祿十年）及「昭代叢書」五十卷

六冊（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與著作「明代傳記

叢刊索引」、「清代傳記叢刊索引」二種各三冊。

潮州老源正興班戲曲資料

西元1919年5月，廣東潮州老源正興班自高雄上岸，在臺南大舞台開演，在臺時間近20年，為日治時

期中國戲班在臺演出時間最長者，也可能是臺灣唯一的潮州戲班。洪家富先生捐贈其祖父洪烏靖先

生經營「潮州老源正興班」相關戲曲資料，含戲曲劇本、相關執業人員（如樂師、俳優. . . . . .等）證照

、宣傳用的廣告單、往來書信. . . . . .等，贈藏儀式於2007年8月1舉行。

慎芝手稿及藏書

慎芝女士胞弟邱正人先生慨然捐贈其珍藏慎芝女士與關華石先生手稿資料150餘件、藏書700餘冊及

唱片150餘張。內容涵蓋書信、慎芝創作、群星會節目記錄、「歌壇春秋」廣播詞稿等，從上海三、

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及文化的記述，到七、八十年代台灣流行樂壇的發展，可詳實反應國語流行音

樂的傳奇。贈書中更涵蓋慎芝女士與關華石先生珍藏的歌本，包含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時代歌

選，以及完整的「正聲歌選」等系列歌本。

桂文亞文學書房

「桂文亞文學書房」收藏桂文亞女士個人文學手稿、作家信函和桂女士從事編務工作時收藏之作家

文稿資料等。桂女士自2007年起以長期捐贈方式陸續分批捐贈「桂文亞文學書房」資料予圖書館，

至2007年底桂女士捐贈個人作品手稿及其他作家手稿共計5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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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昭堂文庫

黃昭堂教授捐贈之珍藏資料除個人著作外，尚包括論文著作、研究資料、手稿及期刊文獻等重要文件

達6,000餘件，贈藏典禮於2006年11月27日舉行。文庫藏書內容以臺灣歷史、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等

主題居多，其中尚包括《台灣青年》與臺灣公論報等珍貴刊物，為研究臺灣歷史及民主運動發展的重

要史料。

張以淮校友譯作及珍藏書籍

張以淮校友家屬捐贈其個人譯作111冊及珍藏外國文學原著、當代名著精選等書籍937冊，贈藏儀式於

2007年8月9 日舉行。張校友曾為臺大「麥浪歌詠隊」領軍人物，其於民國56年至69年（西元1967~

1980年）間以張時為筆名從事譯作，譯作內容包括外國文學小說、名人傳記等。

臺灣社會人文影音資料 

「臺灣社會人文影音資料」原為李道明教授（本校社會學系法學士，美國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

sity）廣播電視電影藝術碩士(MFA)，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主持國科會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開放性主題計畫：「臺灣社會人文電子影音數位博物館」項下之影音資

料庫，其中涵蓋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臺灣民主化、環保、生態、婦女、勞工等社會現況相關之影音

資料約二千小時，李教授慨然捐贈本館典藏，本館為推廣學術研究成果，特將此批影音資料轉製成

1,281片影音資料光碟，自2006年12月起置於本館四樓多媒體服務中心開放使用，提供師生自文化、

藝術的角度觀賞及認識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社會現況。

捐贈館藏　▏Gifts to the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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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　　New Services

圖書館Web2.0資訊服務

因應Web2.0相關技術的發展，圖書館自2006年1月起推出「新書精選推薦」(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校史漫談」（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home.htm）等部落格；此外並提供RSS新書資訊服務

，除可依「語言」、「學科主題」或「系所採購單位」三種方式瀏覽每月到館新書，並利用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機制提供讀者訂閱喜好新書類別，可將本館新書資訊同步發送給訂閱者，

並能自動篩選資訊，大幅加快讀者取得新書資訊時間。

無線射頻RFID自助借還書服務

法社分館與醫分館於2005年7月開始進行圖書黏貼無線射頻RFID建置工作，已完成9 萬8 千冊圖書(醫

分館6 萬3 千冊圖書、法社分館3 萬5 千冊圖書) 的書目資料轉換與RFID 標籤粘貼工作，並於2006年4月

14日起，全面啟用RFID圖書館作業系統與週邊設備，包括館員工作站、自助借書機、自助還書機、圖

書館盤點設備、防竊偵測設施和RFID 標籤等項目，提供讀者自助借、還書服務，增加圖書館辦理借

還圖書速度，有效節省讀者時間，且其經驗將可做為未來臺大圖書館整體建置RFID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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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E西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為提供更有效率的館際合作服務，並使本校師生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取得國外期刊文獻，本館自2007

年初加入美國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s Morgan Library 自行研發之期刊文獻傳遞系統—Rapid ILL。Rapid ILL

目前約有130個會員，以美國地區大學圖書館為主，彼此間協議於24小時內處理申請件，快速有效率

地提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2007年底本館更自行開發系統介面—臺灣大學西文期刊文獻快遞 (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Express, JADE)系

統，以使Rapid ILL系統即時快速處理的功能特色完全發揮，讓讀者文獻傳遞申請程序與館員作業處理

流程均能更為簡便流暢，進而可便利、快速地協助讀者取得本館無館藏之期刊文獻。

JADE服務詳見：http://www.lib.ntu.edu.tw/CE/services/jade  service.htm

醫圖師長推薦圖書資料區

有鑑於閱讀是一切學習的開始，醫分館於2006年1月在一樓樓梯口設置「師長推薦圖書專區」，以主

題書展方式陳列，希望讓讀者多瞭解館藏，並藉此提高館藏被使用的機率與價值。此專區面積約2坪

，於樓梯通道入口，位置明顯易見，搭配時尚的書架和明亮之標示牌，以吸引讀者。每次以一個學科

為展示主題，由醫學校區各學科圖書委員考量不同類型讀者之需求，自館藏中挑選建議閱讀之圖書，

並附相關資料介紹，提供對該主題有興趣的讀者一個進修學習之依據。至2007年底已辦理醫護學生

必讀圖書特展、失智症與記憶障礙、動脈硬化與心臟衰竭、兒童職能治療、肥胖、代謝症候群與糖尿

病、精神建康增能、風濕免疫疾病的分子遺傳學、血液疾病、皮膚美容醫學等10項主題，計203種圖

書。內容詳見醫分館網站：http://ntuml.mc.ntu.edu.tw/lib-resource/lib11.htm

創新服務　▏New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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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圖書館數位學習網

因應讀者使用網路的習慣，圖書館於2005年開始規劃將圖書館利用指導講習製作為數位學習課程，

並建置圖書館數位學習網（http://elearning.lib.ntu.edu.tw/），提供給讀者一個多元化且全年無休、跨越時

空、可隨時隨地進行學習的環境。數位學習網共分為虛擬導覽、學科主題、專題課程及資料庫使用

四大單元，至今已建置23項課程，課程係由館員自行規劃、錄製、剪輯製作而成。2006-2007新增《

教育學程資源導引》、《博碩士學位論文資源指引》、《Shakespeare戲劇朗讀與欣賞》、《線上文學

書房》、《大家說日語》等5項課程。以2007年為例，參觀此網站的人次為87,070次，點閱數達

6,130,944次。

學習開放空間

為提供本校同學一個多功能的學習及討論空間，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事，圖書館配合執行，將

圖書館地下室一樓的自習室D區改建為「學習開放空間」，並於2006年10月20日正式啟用。學習開

放空間乃是引自國外校園「Learning Commons」的多元學習空間概念，在圖書館強調安靜閱讀與自習

的一般使用要求之下，另闢一個可以自由輕聲討論的空間；這種空間又稱為「Noisy Corner」，以有

別於要求保持安靜的「Quiet Corner」。「學習開放空間」內部規劃成諮詢小間、沙發區、圓桌區和

小會議室等區域，提供本校師生進行個別學習諮詢、團體課業討論、語言交換、無線上網、讀書會

等各項學習活動。在此輕鬆舒適的多功能學習空間裡，同學可以討論課業、合作學習，並備有諮詢

小間，由教學發展中心安排輔導小老師提供個別協助，提昇學習成效。

圖書館地下室一樓‧學習開放空間
一個可以自由輕聲討論的空間，一處輕鬆舒適的多功能學習空間

創新服務　▏New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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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調整　　Accommodation

隨著館藏量的快速增加與提升對讀者的服務，圖書館的

空間不斷地進行調整，以維持讀者閱覽的舒適環境，圖

書館於2007年進行多項空間及設備的調整：總圖書館地

下室專藏調閱書庫及學位論文區新增機械式移動書櫃，

共可容納256,000冊圖書、總圖書館二、三、四樓擴充書

架高度及新增書架100餘座，將可庋藏269,400冊圖書及

裝訂期刊。

另外，圖書館亦積極爭取水源校區建築以作為圖書的典

藏空間，2007年完成水源校區藏書樓空間整修及新增書

架計畫，可典藏165,000冊資料，將作為罕用圖書及複本

圖書儲存書庫。 

在資訊設備方面，圖書館新增有線網路節點104個，目

前計有180個有線網路點供讀者使用。同時也擴充44個

無線網路AP基地台設備，擴大讀者使用Notebook上網的

範園。

圖書館為因應數位時代變遷，致力於提供更豐富的數位

化資源，在2007年並新購8台系統主機，硬碟新增30TB

，以提供各項優質的資訊服務。 

11   ▏2006-2007臺大圖書館年報



12   ▏2006-2007臺大圖書館年報

館舍調整　▏Accommodation

法社分館環境改善

除總圖書館外，法社分館也進行空間調整及改善計畫，2007年度協調相關單位，將該館地下室原教

師研究室6間，改裝為罕用書庫，供法社分館、法政研圖、經研圖暫時移存較為罕用書籍。同時，亦

進行改善地下室書庫藏書之環境，陸續完成地下室書庫燈光照明改善、裝設空調系統、及設置防水

氣密窗等工程。防水氣密窗的設置，除可以確保地下室不受淹水災害，明亮的玻璃加上氣密的設計

，不僅隔絕了噪音，也讓自然的光線得以進入。燈光照明的改善，增加了書架間的亮度，大幅改善

地下室書庫原先光線不平均的問題。新裝設的空調系統可以提供讀者更舒適的閱讀環境，解決地下

室長期潮濕悶熱的問題，更改善館藏儲存的環境，對於館藏保存有正面助益。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本館接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委託，於2006年7月21日成立「臺灣原住民族圖

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原圖中心），旨在徵集臺灣原住民圖書資料並積極推廣以吸引社會大眾使

用，期達到保存文化與教育之功能。原圖中心館藏量計8,600餘件(包含圖書、論文、期刊、多媒體視

聽資料、電子資料庫)，期刊47種(總數逾700件)。其中又以博碩士論文為典藏特色，包含 (1)與原住民

族研究相關之博碩士論文，(2)具原住民族身分研究生撰寫之論文，合計共1,131冊。此外，原民會並

將歷年執行成果暨臺灣省政府中部辦公室收藏之原始文件檔案、影音資料、印製或刊行之研究報告

等，分批全數轉移至原圖中心整理典藏，目前其可堪稱是國內蒐藏原住民族學術研究資源最為精湛

單位。原圖中心網址：http://www.tiprc.org.tw/



臺大博物館群

有鑑於本校歷史淵源溯自日治時期迄今近八十年，因教學研究所需已累積數以萬計獨特珍貴史料、

標本與文物教材，以及各種珍貴科學儀器、設備，若未能妥善整理保存利用而致毀損散佚，不僅是

臺大學術資源之損失，對整個社會國家的自然、文化、學術資產之歷史見證更是無法彌補的傷害。

故自2005年本校校史館成立後，李嗣涔校長特別指示應整合本校各博物館相關資源，合作發展成立

本校博物館群，由圖書館負責推動，邀集校內既有典藏單位研議建立共識，整合撰寫「臺大博物館

群合作發展計畫」。

2007年3月20日經校長正式批准合作發展計畫後，啟動博物館群之整合任務。2007年11月15日校慶

當天宣佈臺大博物館群正式啟動，並於校史館川流廳舉辦博物館群特展，現階段臺大博物館群成員

館計有：校史館、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昆蟲標本室、農業陳列館、植

物標本館，以及動物博物館等八個館室，分散於校園各處，自此開啟臺大博物館群從過去僅供全校

師生研究學習的目標，演進到強調展覽與教育推廣等「與民眾互動」核心概念的新里程碑。博物館

群網址： http://www.museums.ntu.edu.tw/

館舍調整　▏Acco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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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館藏　　Digital Resources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臺大典藏數位化計畫

圖書館因成立歷史悠久，自日治時期以來，收藏的資料範圍廣泛，獨一的珍貴資料量多值高，均為

學術研究上的重要資源，故於2002年起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http://www.darc.ntu.edu.tw ) 整合型計畫項下計畫之一。於

第一期計畫「臺灣文獻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民國2002-2006年），就館藏的《淡新檔案》、《伊

能嘉矩手稿》、《臺灣古碑拓本》進行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於第二期計畫「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

藏數位化計畫」（民國2006-2012年），就館藏的《田代文庫》、歌仔冊、《狄寶賽文庫》進行數位

化並建置資料庫。

國民黨黨史檔案合作數位化計畫

與國民黨黨史館合作，將其珍貴史料檔案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至2007年底，已進行「特種檔案」

(國民黨對日抗戰時期高機密性檔案，包含與亞洲周邊國家關係檔案、臺灣人士在大陸抗日活動檔案

等)；「漢口檔案」（民國15年與16年，國民黨北伐期間漢口中央黨部檔案）；「中央前五部檔案」

（民國13至16年中央黨部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民等五部檔案，與中央特別委員會時期（民

國16年）的黨務文件）；及「近代人物書札」（歷史檔案中近代人物之手札資料）。共計5萬５千多

筆詮釋資料 (metadata)，40萬影幅。為研究近代中國與臺灣歷史、政治與經濟等各方面的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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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林基金會黨外雜誌及社運剪報合作數位化計畫

與慈林基金會合作，將該會珍藏資料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包括1957-2004 年間 430 種，約 7,000 冊

黨外時期臺灣民主啟蒙期刊（其中本館未典藏者有293種，其他圖書館亦無典藏），及社運議題相關

剪報資料，年代自1951至2006，涵蓋政治、社會、環保、教育、農漁業、國際等 61 種主題，69 種報

紙（多為本館未典藏）。共計40 萬影幅、14萬8千筆詮釋資料 (metadata)。為研究臺灣民主政治發展

及社會運動之珍貴史料。

日治法院檔案

與本校法律學院合作，將日治時期臺北、新竹、臺中、嘉義等地方法院之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

件登記簿、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公正證書原本、法人登記簿、和行政卷宗共5,640冊檔案，數

位化並建置資料庫，整個計畫完成後，預估總數量為256萬多影幅，17萬多筆詮釋資料 (metadata)。

可呈現臺灣日治五十年法院的運作實況。

牟宗三先生講學實錄

牟宗三先生與唐君毅、徐復觀等人同被稱為當代新儒家， 牟先生建立起一整套的人文哲學系統，為

中國哲學現代化奠定穩固的基礎。 牟先生於1995年辭世後，留下生平講學之影音記錄共計1,000捲，

保存不易。本館與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為求能永久保留大師講學之身影典範，於2004年3月至

2006年6月花費近二年時間積極將此批資料數位化，完成轉檔工作並產出1,224片CD與6片DVD。為推

廣學術與研究之範疇，本館亦將此批資料複製提供予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所、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等單位典藏，期許有更多學者能參考此批資

料以充實研究，使牟先生之影響能源遠流長。

數位化館藏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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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宗三先生講學實錄光碟全套



數位化館藏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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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收藏數位化與攝影專案製作

本館視聽服務組自2006年起，陸續進行名人收藏數位化與校內活動攝影等專案製作，如：柏楊先生之

訪談記錄與其收藏、汪其楣女士之作品與其收藏、高行健先生主講之「文學與美學專題」、本校共同

教育委員會所舉辦「我的學思歷程」專題演講系列，以及本館館內各式演講與研討會之實況錄影及後

製等，目前已陸續產出影音數位化館藏計124種。

臺大學術資源網

臺大學術資源網(NTU Scholars' Gateway，http://sg.lib.ntu.edu.tw/)以學術領域、資源型態與資源格式等方式

進行分析，並以分散推薦、整合收集與使用為原則，有系統的蒐羅網路上正確且具學術性質的免費網

路資源，做為研究人員查找網路資料的另一個重要管道。本計畫由專人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網

路資源入藏原則」及「臺大學術資源網徵集原則」，並參考師生推薦項目，持續進行網站蒐集工作，

並由學科館員或學科專家組成資源審核小組，為收錄網站之品質把關，徵集時亦注意兼顧語文及類別

的整體均衡性。所收錄的網站清單，則透過與Yahoo奇摩搜尋引擎業者的合作機制建立搜尋平台，於

2006年9月完成系統雛型建置，並於2007年3月正式開放使用。截至2007年底止已收錄20,000餘個免

費網站，使用量超過72,000人次，每月平均約有5,800人次造訪。

免費電子書計畫

電子書是繼資料庫與電子期刊後，最為人所注目的電子資源之一，亦是現今資訊載體的發展趨勢。本

館自2006年7月開始規劃徵集國內外免費電子書資源，資料蒐集範圍包括無版權問題或可公開取閱的

電子書、灰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報告、會議報告、年報、文件等），以及博碩士論文等，以

豐富圖書館館藏。圖書館並建置檢索與管理系統－「免費電子書系統NTU Free Ebooks System」

(http://ebooks.lib.ntu.edu.tw)，提供電子書的主題類別瀏覽，以及關鍵字查詢，讓讀者能夠更有效地取得

書目資料及全文內容。目前已收錄之免費電子書數量約4萬5千餘種，並持續新增當中。 



臺灣網站典藏庫

 本館「機構典藏計畫」小組於2006年7月開始進行「臺灣網站典藏庫（NTU Web Archive System，簡稱

NTUWAS」）之系統建置規劃，2006年12月本館採訪組亦投入網站內容規畫及典藏工作，歷時兩年，

於2008年四月正式上線供眾使用（網址：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臺灣網站典藏庫」提供網站典藏（Web Archive）機制，綜存網站新舊版本，記錄臺灣地區人民和國

家的發展歷程，並觀照同時期國際社會的變化脈絡，讓臺灣印象能持續鮮活於網路。其目標在於選

擇、蒐集、保存原始性網頁資料，以善盡保存臺灣網站數位資產之責任，並提供主題瀏覽、關鍵字

檢索等服務以滿足當代與未來世代研究發展之需求。未來更期望號召各大學圖書館和相關單位參與

，集結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擴充網站資料收錄範圍，規畫蒐集臺灣地區以外各類網路資源，豐富

網站典藏的多元面向。

臺大機構典藏計畫

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是集結機構自身的研究產出，如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研究報告等，

以數位的方法保存全文資料，建立全文檢索與使用的網路平台。圖書館於2006年6月開始執行教育部

「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除作為本校機構典藏的營運範例，亦持續開發系統軟體與完備相關

行政作業流程文件與標準規範，以作為全國各大學院校建置的參考。

為更廣泛完整地收集本校歷年學術研究成果，圖書館積極建立一套完整的推展政策、作業流程與營運

機制，盼以最便利有效的方式，集結本校之研究成果，俾於臺大機構典藏系統中充分展現臺大人的研

究能量。目前臺大機構典藏系統（http://ntur.lib.ntu.edu.tw/）計收錄約45,400筆資料，其中約26,900筆為

全文。

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計畫

本計畫初始由哲學系釋恆清教授肇創，自1995年成立迄今已逾十年，旨在蒐羅當代佛學研究相關論

著，著錄其書目資料並蒐集經授權之全文，以俾利佛學研究者能快速取得佛學研究相關資料。目前

已收錄書目十四萬餘筆，中英文全文逾八千篇，並定期收錄最新學術期刊書目及其全文。2006-2007

年間，每年平均瀏覽此網站次數逾150萬次，平均點擊次數逾250萬次，參訪來源國家涵蓋台灣、中

國、美國、日本、澳洲、德國、英國等，遍及全球，提供全球佛學學術研究者重要的資訊平台。佛

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網址：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index.htm

數位化館藏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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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出版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圖書館除致力於購置圖書資料及提供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所需的各項服務外，同仁們亦針對本館

所藏的珍貴館藏進行整理、研究工作，並加以出版以利大眾使用，2006至2007年出版的資料如下：

 

《淡新檔案》第17－24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大鳥文庫目錄》

「大鳥文庫」原為大鳥圭介先生及大鳥富士太郎先生父子兩代所收藏之圖書，本館於臺北帝國大學

時期購入。文庫圖書主題多與亞洲（尤其是中國與日本）歷史、宗教、藝術、地理相關，語文則涵

蓋英文、法文、荷蘭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西方語文。 圖書館於2007年5月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館藏大鳥文庫目錄」，除收錄本館現藏「大鳥文庫」809種1,130冊圖書之書目外，另有本校外文

系奇邁可教授、鮑曉鷗教授及歷史系陳慧宏教授之專文介紹。

‧五樓特藏資料區典藏之淡新檔案原稿

「淡新檔案」係清代臺灣淡水廳

與新竹縣的官方檔案，為現存清

代臺灣省、府、州、縣廳署檔案

中，最具規模且完整者。本檔案

為研究我國前清時代臺灣行政、

司法、經濟、社會、農業等極有

價值之第一手資料，對研究臺灣

法制史、地方行政史、社會經濟

史等深具學術價值，彌足珍貴。

2006年及2007年出版第十七冊

至第二十四冊。全部預計出版三

十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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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歷史紀錄影片（DVD）

《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第貳／參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貳輯於2006年12月由圖書館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及遠流合作出版，第

參輯於2007年12月由圖書館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及遠流合作出版。本書為《臺灣史料集成》系列

，以圖書館於2003-2005年參加文建會「明清行政檔案全文建檔暨標校計畫」成果為基礎，按朝代依

序編輯出版。

除出版書籍外，圖書館也舉辦多項學術研討會，邀集國內外人土共同探討圖書館相關議題，以及與館

藏相關的研究，藉以增強並豐富館員的智能和視野，2006-2007年舉辦研討會包括：探討電子資源整

合、RFID電子圖書館與自動化系統之「創新、蛻變、超越的知識殿堂」國際研討會(2006.05.26)、與北

京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合辦之「2006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討會」(2006.01.25~26)、「老靈魂

新方向－老照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國際研討會(2006.10.19~20)、「從數位典藏到數位學習－臺灣

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2007.05.11)、「臺灣原住民族數位學習的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研討

會」(2007.11.30)、「臺灣機構典藏學術研討會」 (2007.08.26)、圖書館96年度業務發展計畫暨討論會議

(2007.02.26)等，使館員能與時並進，汲取新知。

研究與出版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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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於2006年徵得一批與1950年代的美援相關史料

「狄寶賽文庫」，該文庫各式媒體資料十分豐富，包括

美援臺灣建設相關的歷史文書檔案、1950年代16釐米彩

色影片、幻燈片與照片等。圖書館利用上述史料製作歷

史紀錄片，於2007年5月出版「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

」歷史紀錄影片（DVD），除收有2005年4月間訪問91

歲高齡的狄寶賽先生之談話實錄，亦包含與美援臺灣建

設相關耆老、專家如王作榮教授、王昭明、金懋暉、胡

丕烈、姚興川、曹嶽維等先生，以及經濟學者吳聰敏教

授等人談話。



跨館及國際合作　　Partnering with libraries and other Communities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本館與中興大學、成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校圖書館於2007年共同推動「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http://taebc.lib.ntnu.edu.tw/taebc/modules/news/），除獲教育部每年補助美金180萬元，並有81所大專校

院參與，總自籌款逾美金320萬元。透過本計畫進行電子書之聯合採購、建立合作館藏，預計每年購

置優質電子書至少一萬種，達到撙節經費、資源共享及聯合使用之目的。

臺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Governing Member)聯盟

推展圖書館館際合作與資訊服務共享，是圖書館重要任務之一。經本館項潔館長多方與教育部及美

國OCLC國際性圖書館合作組織洽談協商，於2006年9月間向教育部提出我國「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

(Governing Members)計畫案」，其目標為協助臺灣有意願之圖書館均能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Govern-

ing Members）共享該國際組織書目資料庫。

該計畫獲教育部高教司同意補助辦理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之第一期計畫，至目前已召募213個會

員，並於2006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臺灣地區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並訂立聯盟組織章程。成立

至今已舉辦7場OCLC編目作業教學及實機操作教育訓練課程，共有292人次參與。2007年底在聯盟成

員支持下，由項潔館長順利當選OCLC會員理事會的亞太區唯一代表。第一期執行情況及達成效益表

現優異，經教育部審查同意繼續補助辦理第二期計畫(2008年1月至12月)，仍委託臺大圖書館執行。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本館項潔館長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大會選舉及第8屆理事推舉，擔任第8屆理事長

，任期自2006年4月至2008年4月。協會會員以各圖書資料單位團體會員為主，設有各分區及會務委

員會，主要會務成果包括推出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函請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於2008

至2010年繼續協助SDOS系統維護作業、推動臺灣地區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計畫、與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合辦2007年國際學校圖書館事業學會IASL(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年會暨研討

會，並舉辦會員大會及協辦多場館際間學術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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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捐款　　Donations

期刊認養

為使圖書館現有期刊能永續訂購，並增訂新期刊，以充實本館館藏資源，提昇本校國際學術

研究地位，臺大圖書館自2005年12月起向海內外校友發起「圖書館學術期刊認養活動」，本

活動受到歷屆校友熱烈迴響。2005年度收到118位校友捐款，總計約新臺幣169萬元；2006年

度有184位校友捐款，總計約新臺幣297萬元；2007年度共有173位校友捐款，總計約新臺幣

151萬元。期刊認養芳名錄等相關訊息詳見：http://www.lib.ntu.edu.tw/Friends/journal.htm

校史館川流廳

位於臺大舊總圖書館二樓的校史館，於2005年6月揭幕啟用，先期完成校史常設展廳。2007

年4月25日獲校友李華林博士主持的川流基金會，捐贈美金30萬元，約新台幣1,000萬元，籌

設臺大校史館特展廳，為感念李華林校友捐款美意，特展廳命名為「川流廳」，除了取川流

基金會名稱，也期待參觀人潮川流不息。校史館川流廳於2007年11月15日校慶揭幕啟用。

臺大人文庫

為彰顯臺大人整體學術能量，打造專屬臺大人的典藏空間，臺大圖書館自2006年3月起籌設

「臺大人文庫」，積極收藏豐富多元的臺大人著作。2007年5月22日獲三位旅居北加州校友

捐款贊助館舍裝修工程：川流基金會董事長李華林博士，余舜華博士及鄭富美女士。捐款總

計約新臺幣180萬元。「臺大人文庫」於2007年11月15日校慶揭幕啟用，迄今已收到300多位

校友贈書逾4,000件。網址：http://www.lib.ntu.edu.tw/NTUCollection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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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圖書館的服務、促進讀者對館藏的認識和利用，以及增強讀者的資訊素養能力，圖書

館積極規劃並辦理各項圖書資料展覽、藝文展覽，以及圖書館利用等推廣活動，以拉近圖書

館與讀者間的距離，讓讀者感受到圖書館的活力和親和力。圖書館2007年舉辦的展覽、演講

及講習等活動近50場，擇要臚列如下：

藝文及閱讀活動：

　　「回到從前—John Thomson鏡頭下的臺灣」攝影展 (2006.02)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藏品展 (2006.04, 2006.11, 2007.08)

　　台大杜鵑花節錯覺展：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 (2007.03)

　　臺大經典閱讀計畫－中國古典小說主題書展 (2007.03)

　　臺大藝術季系列活動－琉園水晶玻璃藝術品展覽 (2007.5)

　　臺大中文經典閱讀計畫－中文現代小說主題書展 (2007.10)

展覽和活動　　Exhibitions & Events

● 

● 

● 

● 

● 

● 

●「回到從前—John Thomson鏡頭下的臺灣」攝影展

● John Thomso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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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展覽和活動　▏Exhibitions & events

● 慎芝．關華石手稿資料

　暨藏書展文宣品

● 95年度上學期新鮮人圖書館利用指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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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資料展覽活動：

　　克洛爾教授百年紀念歷史影像文物展 (2006.11)

　　牽手．推手－國語流行音樂的起飛，慎芝．關華石手稿資料暨藏書展 (2007.04)

　　臺灣近代醫療珍貴典籍特展1895-1950  (2007.04)

　　「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影片首映會 (2007.5.17)

　　從鬼稻到蓬萊－臺北帝大豫科蘭香會捐贈田邊光彰先生作品展 (2007.09) 

　　詩人化學家-潘貫教授百年文物展 (2007.11)

圖書館利用指導相關活動：

　　英語大躍進學習系列演講 (2006.05-2006.12)

　　新鮮人利用指導 (2006.09, 2007.09)

　　外籍生英語導覽服務 (2006.09, 2007.10)

　　新進教師「圖書館之旅」(2006.10, 2007.10)

　　95年圖書館週活動 — 與學習的另 e 種相遇 (2006.12)

　　「輕扣文學的門扉」--線上文學書房推廣系列活動 (2007.5)



館員發展　　Staf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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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是一個不斷成長的組織，本館亦非常重視館員的繼續教育和知識視野的成長，經常不定時舉

行各項教育訓練課程、派員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更鼓勵館員進行研究撰寫學術論

文與參與圖書館界研討會等活動外，每年並辦理館內同仁至其他部門進行業務觀摩見習交流活動，

增進彼此的合作。近二年更爭取經費派員出國參訪觀摩，期藉由吸取他人的具體作法和經驗，擴大

館員視野進而助益於圖書館未來的發展和營運。

2006-2007派員出國參訪之人員計有：

　　2006年5月21-24日　法社分館張花超主任參加香港地區圖書館參訪團，參訪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

　　2006年10月16-24日　陳光華教授、江玉婷小姐、王昭分小姐、高巧倫小姐、何浩洋先生等五人

　　赴美，以「數位資源服務機制建設」為重點觀摩課題，參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美國哈

　　佛大學圖書館、美國密西根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等單位，觀摩學習關於IR、整合學術電子

　　資源、數位化館藏等相關專業技巧。

　　2006年12月20-23日　醫圖分館林銀英小姐、張簡碧芬小姐及閱覽組顏淑娟小姐，赴東京大學醫

　　學院圖書館觀摩學習。

　　2007年5月19-28日　醫分館高鵬主任與楊雅勛小姐，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年會，並參訪科羅拉

　　多州立大學醫學中心圖書館 (UCHSC Library)。

　　2007年5月21-27日　期刊組張素娟組長與高也媚編審，參訪北京清華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單

　　位，了解其電子資源發展現況，以為本館發展電子資源相關政策參考。

●

●

●

●

●

● 圖書館特藏組邱婉容組長參加美國圖書館學會(ALA)海報展，會場解說。



館員發展　▏Staff Development

2007年6月20-27日　圖書館特藏組邱婉容組長參加美國圖書館學會（ALA）2007年大會，並參

加ALA海報展，以”Creating a New Collection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The Digitization Project of 

Taiwan-Related Government Archives of Ming and Ching Dynasty”為主題，展出本館近年來執行多種

特藏資料數位化計畫之成果，內容包括圖書館與學者合作蒐集挑選的明清臺灣相關檔案種類、

標準作業流程、計畫產出數量、與資料庫功能。

2007年7月7~12日　項潔館長與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計畫工作人員高巧倫小姐、陳美君小姐

及洪筱盈小姐共4人參加蒙古國立大學佛教在地化學術會議，與該校進行佛學方面學術交流，以

促進本館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計畫的發展。

2007年7月8~15日　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童敏惠組長、陳韋涵小姐與視聽服務組洪翠錨股長，參

訪觀摩澳洲地區雪梨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新南威爾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以及

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等5所大學圖書館，學習相關經驗，提升對師

生教學與學習支援及服務品質。

2007年11月18~23日　林光美副館長與採訪組梁君卿組長、行政組鄭銘彰組長及校史館張安明編

審，參訪日本東京大學、九州大學等校圖書館，並參觀幾所博物館，藉此吸取高密度典藏空間

規劃經驗，及博物館營運相關知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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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童敏惠組長、陳韋涵小姐與視聽服務組洪翠錨股長，參訪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QUT)。



校史館　　Gallery of NTU History

2005年6月校史館終於在圖書館同仁銜命籌畫下誕生了。校史館常設展廳位於舊總圖書館後棟二樓中

央閱覽室，佔地約754平方公尺。校史館常設展廳的主題規劃為：臺大精神、大事紀、學校象徵、學

院榮耀與成就、追求卓越、社會關懷、校園生活、檢討與反省、校園變貌與地景軌跡、博物館視窗

，另設有放映室以及校友脈動口述歷史錄影室。

因常設展區無法完整表現臺大各院系所以及學生活動的多元成就，在2007年初，獲得藥學系校友李

華林先生『川流基金會』慨然捐款美金30萬元籌設校史館特展廳，於是修繕舊總圖書館後棟二樓東

側一處面積為302平方公尺的廳堂，規劃為特展廳並命名為『川流廳』。川流廳於2007年11月15日校

慶日啟用，首度特展為呼應臺大博物館群啟動，而推出「臺大博物館群特展」。

校史館於2005年11月正式對外開放參觀，至2007年12月底，共計18,607參觀人次，其中進行中文導覽

247場次、英語導覽68場、日語導覽23場。

‧臺大博物館群特展開幕典禮‧林光美副館長於校史館川流廳內為來賓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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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07年間，校史館除開放參觀、導覽，以及舉辦校史特展外，尚參與或舉辦數場推廣活動

，例如：星夜校史館（校慶活動）、錢故校長思亮先生九十九歲冥誕紀念展、留言一句傳情百年（

畢業活動）、兩屆之杜鵑花節神經醫學影像展，以吸引參觀校史館的人潮，並促進臺大與社區間的

友好互動。

校史館開館時間為週一至週日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週二與國定假日閉館，每週開館36小時。校史

館在進行校史策展與導覽解說之餘，亦進行典藏校史文物、老照片徵集、口述歷史訪談、分享臺大

故事等作業。期盼校史館能成為傳遞臺大立校精神、凝聚臺大向心力的最大所在。

校史館　▏Galle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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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資料類型館藏量

　

類型　　　　　　　　　　　2005　　  　　     2006　　  　　 2007

館藏統計

1,199,082

1,782,637

161,367

229,189

2,622

7,633

29 

43,746

14,565 

292

3,441,162

1,264,135

1,832,216

162,678

237,859

2,739

7,691

29 

86,608

17,445

321

3,611,721

+5.0%

1,388,333

1,890,163

164,073

252,719

2,753

7,967

29 

667,999

27,023

391

4,401,450

+21.9%

中文圖書 (冊)*

外文圖書 (冊)*

微縮資料 (片、捲)

視聽資料 (件)

現期中日文期刊 (種)

現期西文期刊 (種)

現期報紙 (種)

電子書 (種)

現期電子期刊 (種)

資料庫 (種)

　總　計

較前一年

2005-2007年，綜合統計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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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期刊納入中西文圖書統計



入館人次

1,569,889

184,619

--

1,754,508

1,632,218

199,727

2,343,613

1,689,055

206,840

548,021

2,443,916

校內

校外(含校友)

　總　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24小時自習室

小　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小　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小　計

校內

校外(含校友)

小　計

　總　計

館　　別  　讀　者　別　　　　　 2005　    　　     2006　    　　     2007

讀　者　別　　　　　　 2005　    　　     2006　    　　     2007

入館人次 (依館別分)

入館人次 (依讀者別分)

總圖24小時自習室 511,668

1,194,827

121,361

--

1,316,188

256,136

31,757

287,893

94,303

26,426

120,729

24,623

5,075

29,698

1,754,508

1,254,008

134,577

511,668

1,900,253

261,831

36,327

298,158

98,907

25,427

124,334

17,472

3,396

20,868

2,343,613

1,283,267

133,180

548,021

1,964,468

283,304

42,902

326,206

107,260

27,223

134,483

15,224

3,535

18,759

2,443,916

化、物、數
圖書室

總圖書館

法社分館

醫分館

單位：人次

單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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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流通

讀者類型　　　　　　2005　  百分比　　　    2006　　百分比　　　　2007　  百分比

Tulips 借書量統計—讀者類型分析

262,377

156,749

66,571

36,446

39,284

13,788

4,246

579,461

45.3%

27.1%

11.5%

6.3%

6.8%

0.7%

0.7%

100.0%

+66.4%

+43.0%

+10.5%

+32.7%

+191.7%

-11.4%

+30.7%

-16.0%

+30.0%

+14.7%

+5.8%

+96.9%

+9.6%

+48.8%

261,228

162,668

67,522

39,284

40,688

14,644

11,236

597,270

43.7%

27.2%

11.3%

6.6%

6.8%

2.5%

1.9%

100.0%

274,629

167,482

70,692

40,688

8,551

16,683

44,007

622,732

44.1%

26.9%

11.4%

6.5%

1.4%

2.7%

7.1%

100.0%

大學部

碩士班學生*

博士班學生**

全職教職員

校友

館合

其他

總　計

*含選讀生及在職專班

**含選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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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使用

項　　目 　　　　　　 　　2005　　　　　　2006　　　　　　　　　　　2007

996,769 

149 

1,645,645 

3,711,802 

64,885 

2,234,426 

2,063,810 

1,658,549 

213 

1,818,308 

4,926,607 

189,293 

1,978,954 

2,697,881 

1,391,166

277 

2,086,025 

5,212,227

372,790

2,169,082 

4,015,220 

網路資料庫(點擊次數)

單機光碟資料庫(次數)

電子期刊(點擊次數)

全文使用(次數)

電子書(次數)

公用目錄(次數)

圖書館首頁連結(次數)

較前一年
成長率

較前一年
成長率

單位：冊數



項　　目　　　　　　　　 　2005　　　　　　2006　　　　　　　　　　2007

15,646

5,294

20,940

14,650

5,796

20,446

41,386

12,488

3,512

16,000

15,396

5,430

20,826

36,826

20,524

2,998

23,522

17,221

5,482

22,703

46,225

館際互借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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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冊)

小　計

　總　計

參考與推廣服務

項　　目　　　　　　　 2005　   　　　  　  2006　　   　　　     2007

58,583件

144場／3,412人

220場／4,215人

54,553件

151場／4,345人

239場／3,271人

55,193件

189場／5,898人

283場／2,878人

參考諮詢

利用指導

引導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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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33.7%

-23.6%

+5.1%

-6.3%

+1.9%

-11.0%

+64.3%

-14.6%

+47.0%

+11.9%

+1.0%

+9.0%

+25.5%

較前一年
成長率

較前一年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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