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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長的話 F rom the Un iver s i ty  L ib rar ian

陳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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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著感恩與回饋的心，雪華臨淵履冰戒慎恐懼地接受校長任命擔

任臺大圖書館館長，感謝歷任館長帶領同仁們在圖書館館務上的紮根

與推展，本校圖書館在館藏質量、服務多元便捷及空間充分有效利用

上均奠定良好的基礎建設，雪華的圖書館學養成教育肇基於母校，出

國深造前即在本館從事第一份工作，印證實務與所學；今日以圖書資

訊學系教職兼任館長更思以回饋之心，將專業學理與館務營運發展相

結合，與同仁共同努力，傳承發展更上層樓！

　　回顧2008年以降，感謝同仁們認真執行各項例行業務之外，並

更加用心延續執行既有計畫，如：教育部第一期邁向頂尖大學基礎建

設計畫、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國科會人文處2006年及2007

年後續計畫、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臺大學術資源網、公開取用電

子書系統與臺灣網站典藏庫等計畫。在這段期間中，本館亦縝密規畫

並執行完成了多項館務創舉，值得在回顧中相互肯定彼此感謝，其中

犖犖大者均為館務發展定方向、奠基石，並可將經驗提供他館典範學

習，如：2009年3月完成2009-2013五年中程發展計畫；並繼而歷時

一整年群策群力，歷經各單位業務職掌及工作項目盤點、編制員額調

整及人員輪調作業，落實完成人力資源建設。2009年12月在學校行

政品質評鑑中獲評鑑委員肯定，並選定醫學院圖書分館為學校二級標

竿單位，於2010年3月5日接受全校行政人員到訪實地觀摩。此外，

2009年5月間於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中，本館報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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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的「大學圖書館評鑑指標」，由會議主辦單位行文教育部，以為嗣後各大專校院進行校務評鑑

之參考及依據。而2009年4月至6月間，本館更是首度依據美國研究圖書館學會LibQUAL+評量模式

進行服務品質調查，就圖書館館藏資源、空間設備及館員服務三大面向進行服務品質調查，瞭解讀

者對各項服務的最高與最低期望值和實際感受值，藉以檢討既有各項服務並砥礪規畫未來。以上各

項計畫均屬創舉，一路行來步步辛苦，但成果確實具體豐盛。

　　過往兩年圖書館的服務亦有新氣象及成效，如：自2008年起本館參與學校每年辦理之新生入門

書院活動，動員逾四十位專業館員，推出「It’s your library」及「In Love with NTU library」課程並

製作兩部意象短片，深獲好評。自2009年起雪華更是積極促成於全校共同選修課程中，由館員共同

講授「圖書館利用與資訊檢索」課程，提升館員在教學領域中的地位。此外，由圖書館負責營運的

臺大校史館、臺大博物館群及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這兩年更是積極從事各種推廣系列活動。

　　圖書館要面對資訊科技日新月益的發展，如何掌握並準備好在新一波的趨勢浪潮中屹立不搖，

是當前的課題。為此本館已規畫臺大知識服務中心進階計畫，冀教育部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挹

注牽成。而本館目前更迫切亟待解決的空間問題，亦已訂定多項方案，期待在不久的將來，經由大

家努力及學校的支持能逐一落實予以解決。

　　值此本館2008-2009年報付梓之際，謹以此文回顧過往、期勉未來，更藉此感謝林光美副館長、

陳光華副館長、韓竹平編纂、各位主任們的襄助，以及全體同仁的共同努力。我們有信心圖書館的

明天一定會更好！



組織行政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圖書館民國98-102年中程發展計畫暨組織調整作業

　　為配合學校整體研擬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圖書館考量館務發展與未來服務典範變遷，於2009年

3月13日完成民國98-102年中程館務發展計畫提校，以《打造華人頂尖世界一流的知識服務中心，提

供優質圖書資訊服務環境》為總體目標，分列服務建設、資源建設、資訊技術建設、人力資源建設

以及空間建設五項執行策略。並自2009年3月2日至2010年1月22日止，歷經22次館長召集之主管會

議透過討論、凝聚共識，依據中程發展計畫，落實人力資源建設，進行各單位業務職掌、工作項目

盤點、編制員額調整以及人員輪調作業，新業務職掌與人員異動自2010年3月1日起生效。

館長交接

　　圖書館項潔館長於2008年7月31日任期六年屆滿，校長任命本校圖書資訊學系陳雪華教授接任

館長。項館長自2002年8月上任以來，致力推動各項圖書資訊服務基礎建設，爭取研究計畫支援，挹

注館務經費，於校內外皆有多項開創性貢獻。陳館長上任後，期勉與同仁共同努力將臺大圖書館優

良傳統與口碑發揚光大。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服務品質問卷調查計畫(2009.4-2009.6)
　　為瞭解讀者對圖書館各項服務實際感受，圖書館於2009年組成專案小組，依據美國研究圖書館

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LibQUAL+評量模式進行服務品質調查，分為圖書館館

藏資源、空間設備及館員服務三大面向。

　　該計畫實施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於2009年5月25日至6月8日進行線上問卷實測，共6,377

人填答，有效問卷5,948份。填卷者身分以大學生居多，計3,533人(占59.4%)，研究生2,043人(占

34.35%)，教師及研究人員188人(3.16%)，職工及研究人員184人(占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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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度行政品質評鑑

　　圖書館於2009年接受學校三年一次之行政品質評鑑，經多次會議、研議自訂評鑑項目及關鍵績

效指標（KPI），並規畫及實施問卷調查，以提供具公信力之圖書館服務品質評鑑調查數據。各單位

依職司業務撰寫各項目執行情形，於11月提交評鑑表格。2009年12月10日上午參加行政品質評鑑委

員會實地訪查會議，由圖書館進行簡報及成果展示，安排訪視行程；並於12月21日出席實地訪查座

談會，評鑑委員給予圖書館正面肯定及具體建議，醫學院圖書分館獲選為全校二級標竿學習單位，

並規畫於2010年3月5日舉行標竿學習活動，以影片、簡報、有獎徵答及成果展示方式介紹醫分館工

作流程及績效評估，與會人員參與踴躍。

　　讀者對圖書館服務、資源及空間三面向最低期望平均值為5.425、最高期望平均值為7.898、實

際感受平均值為6.728，其中各項實際感受值均高於最低期望值，反應此三個面向均已讓讀者感受到

高於最低期望的滿意。此外，計有1,500位讀者提供文字意見或建議，約占有效問卷的25%，各項對

圖書館資源、服務與空間上之意見與建議均由各業務相關單位評估以為服務改善提升之重要資訊。

問卷調查分析報告詳見：http://www.lib.ntu.edu.tw/CD/events/200911report/01.htm

醫圖高主任講解投影片。主任秘書廖咸浩頒發獎座給陳雪華館長及高鵬主任。

執行大學圖書館評鑑指標工作小組計畫

　　依據2008年10月17日全國大專院校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與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一次會議

決議，成立訂定圖書館評鑑指標之工作小組。本館承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委託，由陳雪華館

長擔任小組召集人，針對國內大學圖書館評鑑項目進行全面檢視，透過文獻探討、焦點團體訪談及

問卷調查等方法研議適用於國內各大專校院圖書館採用之評鑑項目，研究結果建議評鑑分列基本統

計資料、共同評鑑項目（12項）、個別評鑑項目（9大類75項）三大部份。本計畫成果分別於2009

年3月27日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會員大會及5月15日97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

議中報告，由主辦單位行文教育部，期能作為各大專校院進行校務評鑑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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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絡 S e r v i c e s

臺大機構典藏(NTUR)經驗與協助推動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

　　圖書館於2006年6月開始建立臺大機構典藏系統（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ository, 

NTUR, http://ntur.lib.ntu.edu.tw/），除作為本校機構典藏的營運範例，亦持續開發系統軟體與

完備相關作業文件與標準規範，截至2009年12月底計收錄約140,000筆資料，其中約45,000筆為

全文。目前除臺大本身建置機構典藏，本計劃基於「分散建置、集中呈現」的精神，將NTUR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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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sitory, TAIR）入口網站，作為國家整體學術研究成果的累積、展示與利用窗口。

　　臺灣學術機構典藏，是教育部委託臺大圖書館建置之臺灣學術成果入口網站，而各校的機構典

藏系統建置後，即可連結至臺灣學術機構典藏（TAIR，http://tair.org.tw/）。TAIR平台提供分類

瀏覽與資料檢索功能，使用者透過此架構，可共同分享臺灣各大學院校的學術研究成果。目前參與

TAIR計畫的學校或學術機構共有104所，收錄資料總筆數超過570,000筆，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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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館員出席系所務會議介紹圖書館服務

　　2008年3至4月間，針對圖書館近來之新服務，包括臺灣大學機構典藏(NTUR)、期刊文獻快遞服

務（JADE）、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MUSE)等，由學科館員洽詢系所主管或圖書委員，爭取利用

系務會議（或相關會議）開始前10分鐘簡介圖書館新服務，總計共有26人次的學科館員列席院系所

務會議或相關會議。其餘系所雖未安排列席機會，但仍請助教將本館新服務之簡介資料轉知系所老

師推廣利用。

臺大書卷講-新書精選推薦部落格

　　為推廣「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購置圖書，特規畫結合本館「新書精選推

薦」服務，由協助各計畫的館員為讀者推薦具特色的新進館藏，並提供RSS訂閱服務，每本書可直

接連結館藏目錄，查看該書的館藏狀態，讀者亦可於線上發表個人讀書心得，增進資訊交流與分享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2008年2月圖書館推出「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http://muse.lib.ntu.edu.tw/），有鑑於臺

大圖書館資料庫數量眾多，各資料庫有不同的檢索介面，「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提供單一整合

的資料查詢平台，便利使用者透過該介面一次查詢本館現有之中西文資料庫、圖書館館藏目錄及中

西文電子期刊等各類電子資源，並讓初次接觸電子資源的讀者，減少學習及進入異質資料庫之檢索

介面所遇到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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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Web2.0資訊服務

　　2008年10月圖書館推出多項「臺大圖書館iGoogle Gadget小工具服務」，將圖書館的資源及

查詢服務傳遞到使用者環境，提供簡易便捷的方式查詢臺大圖書館館藏，以及迅速獲知圖書館新進

推薦館藏，並且建立符合個人的資訊需求，提供使用者設定常用的電子資料庫。

　　2009年11月分別於Facebook及Plurk社群網站推出相關應用服務，於Facebook成立「臺大

圖書館粉絲專頁」（http://www.facebook.com/NTULIB），並推出「臺大圖書館Facebook 館

藏查詢」（http://apps.facebook.com/ntutulips/）與「臺大圖書館Facebook 享書趣」。於

Plurk建立臺大圖書館的噗浪頁面（http://www.plurk.com/NTULIB），推出「臺大圖書館噗浪報馬

仔」、「臺大圖書館新到資料噗浪搶鮮看」以及「臺大圖書館噗浪找書機器人」三項應用服務。讓

使用者透過社群網站，可及時追蹤圖書館最新消息、查詢圖書館館藏，並可與他人分享交流圖書資

訊，大幅延伸臺大圖書館與使用者的服務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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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分館教育訓練到府服務

　　為使讀者更有效利用圖書館服務及資料庫暨網路資源，協助讀者瞭解、利用、查詢、蒐集及整

理文獻方法，醫分館每年舉辦近百場之利用指導服務，其中包括由讀者指定時間、課程內容，並到

讀者所在之處授課。 

　　2008年舉辦16場教育訓練到府服務，共計611人次參加，授課地點包括：臺大醫院雲林分院、

署立臺北醫院、公衛大樓及臺大醫院復健部等處；2009年舉辦10場教育訓練到府服務，共計489人

次參加，地點包括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公衛大樓及兒童醫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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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分類法2007年版類表啟用

　　為因應中國圖書分類法2007年版新修訂類表啟用，圖書館於2008年7月至10月間，針對台灣史

地及文學之部分，完成修改Tulips系統書目記錄及館藏記錄，其中包含實體資料加工，列印、黏貼書

標等共計52,000冊。

網站典藏庫

　　「臺灣網站典藏庫」NTU Web Archiving System（NTUWAS）於2006年7月即開始進行系

統建置規畫，2006年12月完成前後端的管理及使用介面，於2008年4月正式開放使用（http://

webarchive.lib.ntu.edu.tw/）。截至2009年底已收錄4,631個網站，13,192個版本，造訪人數逾

29,0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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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學術資源網

　　臺灣大學學術資源網（NTU Scholars' Gateway, http://sg.lib.ntu.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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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年底止已收錄34,218個公開取用網站，

每年使用量逾70,000人次，每月平均5,800人次造訪。

電子書查詢系統

　　圖書館為方便讀者利用本館購置之豐富電子書資源，由本館系統資訊組撰寫查詢系統，讓讀

者可依書名、作者、ISBN檢索電子書館藏。本館電子書網頁（http://www.lib.ntu.edu.tw/CL/

resources/ebook/ebook.htm）。此外，本館自2006年7月開始徵集國內、外可公開取用的電子

書資源，進一步將該類電子書納入館藏目錄，以增進資訊的傳播及共享。「公開取用電子書系統」 

（http://ebooks.lib.ntu.edu.tw）於2008年4月正式推出，截至2009年底所收錄之電子書數量逾

99,000種，並持續新增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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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藏資源 R e s o u r c e s

國科會人文處第二外語資源建置計畫

　　國科會人文處鑑於以往購置的資源多集中於英語系的研究資料，第二外語相關研究資源似顯不

足，乃於2008年8月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第二外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該計畫精神在於蒐整

及購置國際間日、德、法語重要人社領域學術電子資源，提供國內研究社群豐富完備的學研資料。

臺大圖書館經國科會人文處審核通過「人文及社會科學日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執行期程自2008

年12月1日起至2009年11月30日止，並已架設計畫網站（http://jpndbs.lib.ntu.edu.tw/DB/JPN_

DB.jsp）。該計畫購置電子資源及微捲資料，並蒐整公開取用電子資源，據以整合建置入口網站，

提供國內研究社群查詢使用。總計採購11種資料庫，並增購光碟與微捲資料。此外，截至2009年底

已蒐集日語公開取用網路資源數量逾300筆。

全球化的臺灣文史藝術—臺灣文史基礎書目建置計畫

　　教育部顧問室協助全國公私立大學校院，改善臺灣文史基礎教學圖書資源不足問題，本館獲委

託執行「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臺灣文史基礎書目建置計畫」，計畫期程自2008年7月1日至

2009年1月31日。計畫執行完成之臺灣文史基礎書目，提供各大學校院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採購臺灣

文史教學研究圖書之參照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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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規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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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申請作業的努力

下，2008年通過14項計畫，獲補助經費新臺幣1.12億元；2009年通過16項計畫，獲補助經費新臺幣

1.22億元。各項計畫主題及購置圖書詳見：http://tulips.ntu.edu.tw:1081/screens/vct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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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料庫

　　自2006年起，臺灣法實證研究資料庫（Taiwan Database for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TaDELS）計畫團隊陸續建置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料庫、法律與社會變遷調查資料庫、法律文件及

影像資料庫等子資料庫。其中，建置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料庫工作，係為強化法律實證研究之在地

歷史縱深，而進行之研究資源整合與推廣利用計畫。為方便更多學者檢索利用，同時也兼顧資料保

存，TaDELS計畫團隊規畫建置一個收錄日治時期官方統計資料為主的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料庫，以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及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所典藏的日治統計舊籍為收錄對象，包括681冊的日

治統計書籍，194,075頁統計表格。資料庫於2009年開放使用（http://tcsd.lib.ntu.edu.tw/）。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

　　圖書館於2002年起參與「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http://www.teldap.tw/），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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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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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家型計畫於2007年至2012年展

開第二期計畫，圖書館持續參與「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針對《田代文庫》手稿、

《歌仔冊》、《狄寶賽文庫》進行數位化。至2009年底，資料庫（http://dtrap.lib.ntu.edu.tw）

共收錄19,651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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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轉唱片數位化

　　本館於2008年開始收藏七十八轉唱片，至2009年止約有五百餘張，尺寸有十吋與十一吋兩種。

此類唱片發行時期比一般市面較常見的戰後黑膠唱片更早，數量也更少，大多為日治時期產物，鮮

活紀錄當時人文、社會、文學、經濟、歷史與音樂各層面。

　　該批唱片的蒐集主要歸功於本校音樂所王櫻芬教授與其助理林太崴先生的鼎力協助與奔走協

商，而蒐集來源為臺灣唱片收藏家林良哲先生、馬來西亞收藏家與茉莉二手書店，以及熱心讀者之

捐贈。目前除著手清潔與修補，亦正進行音樂內容數位化與翻拍唱片圓標的工作，未來俾能供專家

學者進一步研究與加值。本館將陸續徵集散佚坊間珍貴唱

片，建立特色影音館藏，並持續進行數位化典藏工作，善

盡保存文物史籍並永續傳承之責。

唱

善

淡新檔案學習知識網

　　圖書館典藏之《淡新檔案》極具特色與研究價值，惟受限於檔案文件複雜的行文程序與特殊的

文書結構，不易深入研究。本館自2007年起，申請參與「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以本館於數位典藏計畫完成的淡新檔案數位化素材為基礎，於2009年完成建構「淡新檔案學習知識

網」（http://www.digital.ntu.edu.tw/tanhsin/），期透過線上學習課程，輔助使用者學習利用，

協助理解內容以充分有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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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代醫療文物數位化計畫

　　臺大醫學校區自日治時期便依循日本內地規範建立醫學教育制度及醫療體制，期間相關資料

及留存醫療器材，皆為珍貴歷史文物。為協助民眾瞭解二戰前後的臺灣醫療發展史，並促進醫療

人文、學術和教育之研究發展，臺大醫學院於2007年向國科會申請進行「臺灣近代醫療文物數位

化計畫」，由臺大醫學院圖書分館協助執行，將醫學校區日治時期以來所典藏之珍貴醫療文物、

期刊、圖書與醫院舊檔案，以及與建築、醫療、儀器、重要人物等具歷史意義之相關老照片，加

以整理、分析、數位化和撰寫詮釋資料，並且建置「臺灣近代醫療文物資料庫系統」。（網址：

http://140.112.128.4/gs32/ntumclib/）

　　自2008年開始，計畫獲校方支持，納入「國立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數位化計畫」之

子計畫。主持人由陳明豐教授擔任，預計在五年內完成醫學校區之學科單位所提供約1000件文物、

400餘種期刊舊籍等藏品之影像數位化與詮釋資料建檔，期能妥善保存日治時期迄今之珍貴醫療文

物。

　　該計畫至2009年12月31日止，共完成308件文物、109種舊籍、1,615筆期刊和2,000幀照片之影

像數位化工作，其詮釋資料共4,032筆，皆整合納入資料庫提供使用。資料庫於2008年7月首先開發

「文物資料庫」，至2008年12月間陸續開發完成「舊籍」、「期刊」及「照片」等三個資料庫，除

提供一般使用者檢索查詢，亦包含後端管理系統， 提供管理者新增修改資料及或執行數據統計。

執行2008-2009衛生署電子圖書館計畫

　　電子資源是現代醫護人員不可或缺的重要參考資源，行政院衛生署為整合各署立醫院資源，達

到資源共享的目的，乃著手建置署立醫院電子圖書館。因各署立醫院缺乏電子資源徵集與談判的專

業人員，因是於2003年起邀請臺大醫學院圖書分館擔任其電子圖書館顧問。

　　該計畫為兩年一期，2008-2009年建設成效卓越，提昇署立醫院電子資源採購的效率和品質，並

節省各署立醫院自行採購所需耗費之時間和人力，更同時整合各種電子資源，打破時間和地域之限

制，促進國家資源之有效利用，並得以提昇電子醫學資訊資源服務品質和效率。

2008-09 臺大圖書館年報 14



中國國民黨史料資料庫

　　自2005年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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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

史料資料庫」；至2009年底，完成7萬多筆詮

釋資料，80萬影幅。該資料庫於2008年起於總

圖書館5樓特藏組及國民黨黨史館提供使用。

日治法院檔案資料庫

　　圖書館與本校法律學院及數位典藏研究

發展中心合作，自2006年起規畫建置日治

法院檔案資料庫，該資料庫（http://tccra.

lib.ntu.edu.tw）於2008年開放供學術研究

者申請帳號使用。

法社分館珍貴舊籍數位化

　　法社分館承繼日治時期法政與經濟方面之臺灣研究資料共計2,950冊，包括官廳、統計、一般文

獻、法政經濟文獻、產業經濟報告、物價與貿易、地理風物、社會、經濟史以及法規等。內容豐富

且珍貴，為研究臺灣日治時期法政經濟之重要參考資料。 

　　有鑑於該批特藏書籍年代已久，法社分館於2008年規畫進行數位化計畫，首要階段針對讀者最

常使用之100冊珍本完成掃描工作，以避免原件因人為使用而損毀，未來希望能進一步進行詮釋資料

設計與建置資料庫等加值工作，使資訊能更為讀者方便有效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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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際合作

參與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

　　2008年起，本館與中興大學、成功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等四校圖書館共同執行獲教育部通過之

「臺灣大專校院學術電子書共購共享計畫」，成立「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計畫為期3年，由教育

部每年補助新臺幣6,120萬元，每一參與學校自籌新臺幣102萬元或170萬元，以買斷西文學術電子

書並以共購共享為目標。截至2009年12月為止，計有94所學校參與，該聯盟已購置逾30,000種電子

書，總值逾新臺幣80億元。

與臺師大、政大及國圖合作之聯合館藏中心計畫

　　本館館藏圖書與期刊數量每年不斷成長，近兩年約每年入藏20萬冊圖書，現有典藏空間已不敷

使用，為紓解空間不足之壓力，本館積極尋求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及國家圖書館合作籌建聯合

館藏中心，以改善典藏空間不足狀況，經由高密度典藏庫的興建，可以解決館藏累積發展及內部空

間不足使用之問題，並進而達成空間共享、資源共享的功能，目前正共同向教育部提出審查申請相

關預算，倘籌建計畫順利通過，將可提供本館約120萬冊藏書之空間。

擔任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召集單位

　　為協助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能以優惠價格且便利地獲得美加地區博士論文之電子資源，國內相

關學術研究單位組成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Digital Dissertations Consortium），以期達成共購共

享、節省經費與空間之效益。自2001年9月聯盟成立至今，已有超過90所大學圖書館加入聯盟，而

本館自2007年起獲得會員推選擔任聯盟之召集單位，並於2008年連選續任至2010年。

擔任臺灣地區OCLC管理成員館聯盟召集單位

　　2006年開始執行教育部委託之「我國加入OCLC管理成員館計畫」，本計畫邀集臺灣地區有

意願參與之大專院校圖書館、國家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研究單位圖書館及專門圖書館，共同組成

「臺灣地區OCLC管理成員館聯盟」，由本館長擔任聯盟主。提供臺灣會員使用全世界最大書目資

料庫OCLC WorldCat進行編目作業，並提供館藏訊息及新編書目與國際圖書館共享，藉此達到提

昇臺灣圖書館國際能見度。

P a r t n e r i n g  w i t h  L i b r a r i e s  
and Other  Communi 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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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E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為提升對本校師生取得期刊文獻之館際合作服務品質與效率，圖書館自2007年元月加入美國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s Morgan Library 自行研發之期刊文獻傳遞系統—RapidILL，並進行測

試使用。為簡化工作流程，2007年底由本館系統資訊組撰寫完成連結RapidILL系統之介面─JADE 

(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Express, JADE)系統，作為讀者申請文獻傳遞之介面，讓館員處理作業流

程更為簡便流暢，進而使Rapid ILL系統即時快速處理的功能特色完全發揮，快速地協助讀者取得本

館無館藏之期刊文獻。

　　JADE服務於2008年元月正式向師生推出，2008年至2009年平均每年計有3,277件向RapidILL

申請，平均每件申請案於18.36小時即可取得文獻；而國外透過RapidILL系統向本館申請件每年達

10,680件，每件申請案本館完成時間約為13.44小時，顯見本館期刊館藏十分豐富，服務效率亦高於

國外圖書館。

　　RapidILL目前約有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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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國內各大學近年來亦紛紛加入，使文獻傳遞內容

擴大至中日文期刊，截至2009年底臺灣地區計有8單位成為RapidILL會員，而本館亦於2008-2009年

免費將自行開發的之JADE系統界面軟體提供給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

興大學、輔仁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圖書館使用，共享智慧資源。

JADE服務詳見：http://www.lib.ntu.edu.tw/CE/services/jade_servi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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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 E x h i b i t i o n s  &  E v e n t s

新生入門書院活動與圖書館探索之旅

　　圖書館於2008年起參與學務處舉辦每年二梯次，為期三天「新生入門書院活動」，協助大一新

鮮人能瞭解臺大資源並提升學習效率。本館於2008年、2009年分別推出「It’s your library」、「In 

love with NTU library」圖書館利用指導課程，動員逾40名專業館員，以小班教學方式授課。課程

除以投影片協助講解外，並商請知名歌手盧廣仲改編配唱圖書館之歌，利用於2008、2009兩年由

圖書館自行拍製的兩部意象短片中，課程並同時穿插「Koogle vs Library」及「殺必司Service On 

Library」系列導引短片及FLASH遊戲，以輕鬆詼諧方式帶領同學認識圖書館資源。兩年來圖書館課

程深得同學喜愛，2009年更獲得89%滿意度，為當年新生入門書院各課程之冠。

　　圖書館為嘗試不同的利用指導方式，於2008年針對新鮮人推出「圖書館探索之旅」線上利用課

程，跳脫過往數位學習課程的窠臼，以圖書館實景配合互動式的電腦動畫，讓新鮮人在最輕鬆有趣

的環境下自我學習。探索之旅分為圖書館寶藏和圖書館祕笈兩部份，寶藏區為針對臺大總圖書館各

樓層環境配置與各項服務措施介紹；祕笈區則提供查詢各種不同資料類型的小祕訣，提升尋找資料

的效率。課程內藏有20片拼圖，在收集完拼圖後，不僅可以獲得早安圖書館歌曲mp3，更可至圖書

館領取獎品及參與第二重的抽獎活動。圖書館探索之旅線上課程網址：http://ci20.lib.ntu.edu.tw/

media/open.html

十年風華臺大圖書館攝影比賽（2007.12-2008.03）

　　圖書館坐落於椰林大道底，1998年11月14日正式啟用後，已蔚為臺大校總區地標之一，為慶祝

新館啟用十週年並鼓勵本校愛好攝影人士透過鏡頭呈現圖書館各種面向之美，特於2007年12月10日

至2008年3月31日舉辦「十年風華」攝影比賽，獲541件作品參賽，參賽照片題材包羅萬象，更不乏

同學創意和幽默，拍攝出令人不禁莞爾一笑的有趣照片，反應出同學眼中圖書館不僅僅是莊嚴的知

識殿堂，更是大學生活中重要據點。展現圖書館各種風貌的得獎照片，可連結網址 ( http://www.

lib.ntu.edu.tw/ce/events/photo/ )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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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十年臺大圖書館攝影比賽（2007.12-2008.3）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photo/

•太平町四丁目—大稻埕順天外科醫院的故事（2008.03-04）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hospital/

•日本文學的歷史—「從萬葉集到村上春樹」（2008.05-06）

　（圖書館視聽服務組配合辦理：日本文學改編電影影展）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japanese literature

•臺北帝大總長幣原坦先生墨寶捐贈與展覽（2008.05-06）

•科幻文學影展（2008.8.9-9.6）

http://cvweb.lib.ntu.edu.tw/guide/activity/2008-07-08(sifi movies)/index.html

•白先勇文學講座特展（2008.10-11）

http://www.lib.ntu.edu.tw/General/events/paihsienyung

•「賴馬ㄏㄨㄚˋ圖畫」原稿暨臺大圖畫書創意教學經驗分享（2009.3-4）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2009_laima_web/

•如何善用英文讀本及圖書館英語學習資源系列活動（2009.04）

•圖書館「樂活心主張」系列活動（2009.04-06）

http://lohas.lib.ntu.edu.tw/blog/

藝文及閱讀活動

過去兩年來，圖書館舉辦逾20場展覽及系列推廣活動，不僅拉近與讀者間的距離，也希望藉以提倡

閱讀風氣，使讀者瞭解圖書館館藏並培養資訊素養能力。期待於讀者心中，圖書館不只是取得資源

的地方，更有其生動可親的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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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人間特展」系列活動（2009.10）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2009_chen_ying-zhen/

•10月．我遇見歐洲（2009.10）

http://europe.lib.ntu.edu.tw/

•數位多媒體創作與行銷工作坊 （2009.10-11）

•從校史出發系列演講（2009.11）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univ-history-speech.htm

•成為影像達人—Final Cut Pro剪輯編修課程（2009.11） 

•「當故事遇到劇場」系列活動（2009.12）

http://story.lib.ntu.edu.tw/

•臺大博物館群大搜查線（2009.09-12）

http://www.museums.ntu.edu.tw/discover.jsp

•魅力臺灣—第一屆國家出版獎書展暨專題演講系列活動（2009.11-12）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2009_national_publication_award/

•人之初：「達爾文系列活動」暨「童顏攝影展」（2009.11-12）

http://ntuml.mc.ntu.edu.tw/2009libweek/child/child.html

•掌握學習利器就從經典工具書開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及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講習（2008.05）

•圖書館探索之旅（2008.10-11；2009.10-11）

http://ci20.lib.ntu.edu.tw/media/open.html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fresh2008

http://www.lib.ntu.edu.tw/CE/events/fresh2009

•新生入門書院（2008.09；2009.09）

•全校通識課程中開設「圖書館利用與資訊檢索」課程（2009.02：2009.09）

http://libinstruction.blogspot.com/

圖書館利用指導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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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版 Research & Pub l icat ions

《臺灣大學圖書館藏珍本東亞文獻目錄－日本漢籍篇》

本書為「臺灣大學圖書館藏珍本東亞文獻目錄」系列第二本，於2008年出

版。其中收錄本館所藏線裝書之日本漢籍，包括日人規畫複製之漢籍（即世

稱之「和刻本漢籍」）、準漢籍以及日人撰述之漢語文獻。由本校中文系張

寶三教授主編，邀請日本學者住吉朋彥先生來臺編輯，以潘美月教授及前特

藏組夏麗月主任所撰「臺灣大學圖書館和刻本漢籍的收藏與整理」一文附錄

書目為底本，逐一參對原書、費時數月時間而成初稿後，再由張教授親自覆

核，與住吉先生多次討論而定，前後歷經四年多始終能完成此書。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典藏日文善本解題圖錄》

本書由圖書館與日本九州大學松原孝俊與中野三敏教授率領之書目調查暨解

題撰寫團隊共同完成，於2009年出版。以多年的書目製作校核成果為基礎，

挑選珍善罕本118種，進行詳細解題說明，並附各作品具有特色或重要資訊

之書頁編輯而成。除包含書目與解題之外，亦含藏書印譜、名詞解釋、年

表、各種索引等附錄資料。本書主要內容均提供中、日文對照，由本校日文

系陳明姿教授審訂。

《長澤伴雄歌文集: 絡石落葉》

全套叢書共分三冊，係館藏「長澤文庫」中部分手稿之全文刊印本，透過與

日本研究學者合作，於2008年至2009年出版。長澤伴雄是日本幕府末期的

日本國文學者，該文庫包含甚多手稿資料，其中的隨筆與日記類資料除反映

長澤伴雄之理念思維，亦呈現日本近世後期文藝界文人之交往網絡。書末刊

載有關長澤伴雄之解說，並附索引。書中附加說明文字均含中、日文對照翻

譯。

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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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DVD紀錄片
獲選第一屆國家出版獎

本館於2008年將「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DVD紀錄片重新出版為

中英文版，並獲選第一屆國家出版獎。該紀錄片根據本館典藏「狄寶

賽文庫」製作而成，包括歷史檔案文書、1950年代臺灣僅有的彩色電

影片、圖書館錄製的狄寶賽口述歷史資料等，勾勒1950年代的美援臺

灣建設，以及當時企劃經理狄寶賽先生的生命圖像。

《淡新檔案》第25-32冊

「淡新檔案」係清代臺灣淡水廳與新竹縣的官方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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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及2009年

出版第25至第32冊；整套淡新檔案預計出版36冊。

「臺灣史料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肆／伍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全套110冊，其中第肆、伍輯合計45冊於2008年、

2009年由圖書館與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及遠流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該書為

《臺灣史料集成》系列，以圖書館於2003-2005年執行文建會「明清行政檔

案全文建檔暨標校計畫」成果為基礎，依朝代順序編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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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座談會及專題演講

•探索國民黨：歷史檔案微縮與數位化成果發表暨座談會（2008.05.28）

•臺灣民主運動60年—臺灣社運史料數位化成果發表暨座談會（2008.06.04）

•國際圖書館自動化的歷史回顧與未來展望研討會（2008.06.06）

•淡新檔案學術研討會（2008.07.15）

•日治法院檔案數位化成果發表會暨專題演講（2008.09.20）

•「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原住民」學術研討會（2008.10.31）

•2008大學博物館與博物館群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11.14）

•國內學術期刊競爭力之再造研討會─從與國際學界接軌角度切入（2008.11.28）

•臺灣機構典藏實務研討會（2008.06.13；2009.01.14）

•「日治法院檔案與跨界的法律史研究」國際研討會（2009.03.21）

•2009臺灣機構典藏研討會（2009.06.19）

•數位時代的圖書出版服務研討會（20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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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舍空間 A c c o m o d a t i o n

圖書館藏書空間短中長程計畫

　　圖書館所轄全校圖書典藏空間滿載藏書量約為396萬冊，2010年6月全校實體書刊館藏量已逾

370萬冊，若依近來每年新增館藏近20萬冊估算，至2011年底將近407萬冊，全校典藏空間完全飽

和。

　　藏書空間需求迫在眉睫，在陳館長指示下，於2009年11月底具體研擬「臺灣大學圖書館空間

短中長程發展計畫」向學校爭取優先保留法社分館、籌建圖書二館及竹北分館、參與建置跨校性質

聯合館藏中心，為本館短、中、長程之空間發展目標，倘能依規畫內容執行，則完成長程發展目標

後，合計可新增約520萬冊容量，始能滿足未來至少40年之館藏成長需求。

一、短程計畫—優先保留法社分館 (計畫時程1-2年)

　　短程目標利用社會科學院在2012年9月遷回校總區後，將法社分館現址(含法政與經研2處圖書

室)規畫為專藏書庫，繼續使用並擴充書架，其中法社分館B1書庫先於2010年度著手改建密集書架，

緩和全校圖書典藏空間成長壓力，同時進行中程擴增藏書空間規畫。

　　圖書館於2010年1月起循校內程序，將「臺灣大學圖書館空間短中長程發展計畫」提案送校園規

畫小組、校園校舍空間分配小組，並於2010年5月31日於校務發展規畫委員會98學年度第5次會議通

過，決議優先保留法社分館空間，短程計畫得以展開實際作業。

二、中程計畫—籌建圖書二館、籌建竹北分館 (計畫時程3-5年)：

(一) 籌建圖書二館 

　　2005年10月圖書館啟動籌設二館、擴充典藏服務空間多種規畫方案，並以「2001年台灣

大學校園規畫報告」中之總圖後方草坪為基地，未來朝向保留最大綠化面積，引入綠建築概

念，結合先進圖書資訊管理設施及高密度典藏技術，發展成一座符合節能、永續、精緻的新

時代校園以人為本的教研暨學習場域，採用「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 以及

「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概念，協助師生教學及學習，重新定義IT時代圖書館

的功能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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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院圖書室啟用

　　2009年7月10日，臺大圖書館誕生一位新成員，法律學院圖書室落成啟用，圖書室位於萬才館

一、二樓，樓地板面積約1,365平方公尺（約412坪），估計可容納館藏量約5萬5千冊。圖書館與法

律學院之圖書小組多次開會討論後，擬定新圖書室的館藏目標為研究並能兼顧教學為主，目前館藏

以既有的法政研圖館藏為主，並包括部份法社分館與法律相關之圖書及期刊。法社分館館藏，將待

社會科學院興建完工後，一併搬遷移回校總區。

(二) 籌建竹北分館

　　配合本校建立竹北校區醫、工、電資、管理及生命科學五大領域之研究級館藏，以專業的

閱覽、電子資源服務為骨幹，規畫閱讀、研究功能的閱覽空間，提供參考閱覽、自習、研究討

論室等服務，預計藏書量達200萬冊，以支援竹北分部校區師生學術研究與利用。

三、長程計畫—聯合館藏中心 (計畫時程5-8年)

　　本館刻正與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學術典藏機構規畫聯合藏書中心，擇地建置聯合書

庫，集中典藏參與機構具有研究價值、但使用率偏低之圖書與期刊，建立倉儲管理及調閱機

制，造福廣大學子及研究者，具體落實圖書資源共享之理想，提供本校圖書館空間成長的延伸

空間。惟因此計畫屬跨校性質計畫，尚待參與機構在管理及運作方式上達成共識，時程不易掌

握，無法解決目前本校藏書空間不足的燃眉之急 。

總館照明改善

　　為遵照教育部節能減碳政策，圖書館於2009年10月完成自習室照明燈具汰換，將傳統式啟動之

T8燈具，改為較省電附電子式安定器的T5燈具，每盞燈具節能可逾35％以上，由於自習室開放時間

長，更換燈具後，圖書館用電度數亦明顯減少，照明改善及節能效果顯著。

總館B1專室改密集書庫工程

　　圖書館為建置專藏文庫，並妥善典藏1945年之前臺北帝國大學時代舊籍，於2008年將原B1多功

能書庫改建為密集書庫暨專藏文庫。建置完成之書庫估計約可容納18萬冊圖書，採用中央空調、除

濕機控制環境，全區設計質感典雅並舖設地毯，營造出完善典藏空間，為上述珍貴館藏提供優質典

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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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專藏文庫（Individual Collections）係本館彙集國內外重要名家名人贈書，以個人完整或

特色藏書為庋藏對象，透過積極訪求、主動爭取之作法，以完善的典藏設備與環境，結合本館專業

的圖書館服務，為集中典藏保管而設置之專屬館藏專區。

　　另本館承接1945年以前臺北帝國大學時代所藏珍貴舊籍，除1900年前出版品及其他特殊主題性

珍籍已由特藏組珍藏外，1901~1945年間出版之圖書，亦逐步進行集中典藏、維護，並以調閱方式

提供閱覽，避免開架式閱覽空間所導致早期舊籍保存風險。 

醫分館閱讀新樂園啟用

　　臺大醫學院圖書分館依據讀者之期待與需求，進行調整館舍空間，改造三樓參考室環境，規畫

設計「閱讀新樂園」，充分展現以客為尊的經營理念，以期符合讀者對21世紀圖書館之期望。「閱

讀新樂園」自2008年3月中旬啟用以後，圖書館進館人數明顯地增加，2008年該時期進館人次，較

2007年大幅增加41.51%，足見空間改造之效益。

西文音樂圖書設置獨立專區典藏

　　為因應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國科會人文處補助人文社會科學圖書購置計畫，館藏新增大量

音樂類圖書(如樂譜)，特於二樓規畫設置「西文音樂圖書區」，典藏音樂方面的經典與研究文獻，包

括「歐洲音樂史」(1700年之前)的原典影印本、與歐洲音樂思想史相關的研究文獻等，除有助於音樂

學研究外，亦方便讀者利用取閱。

化學系圖整修工程

　　增設休閒閱覽沙發區，並重新規畫辦公區、流通櫃台、資訊檢索區、現期期刊區與讀者閱覽

區。化學系圖書室內家具的設計以藍、白、綠為主軸，並以竹的綠色意象與戶外的空間相互輝映，

為讀者提供更加舒適與明亮的閱覽環境。

其他館舍整修作業

•總圖多媒體中心櫃台整修(2008)。

•閱覽區書架新增工程與移架搬遷作業(2008)。

•借還書櫃台整修翻新(2009)。

•數學系圖遷移至天文數學館2-3樓，並於2010年1月11日重新開館。

2008-09 臺大圖書館年報 26



延伸營運 N T U  M u s e u m s

校史館

　　校史館於2005年開館後，一直深受校內外訪賓之青睞，於2008、2009兩年間，訪賓共計達

33,443人次，中文導覽420場次，英語導覽133場，日文導覽14場。除常設展及特展之外、亦多與校

園活動結合，舉行各式展覽與活動如下：

　　臺北帝大總長幣原坦先生墨寶回歸臺大捐贈儀式暨展覽（2008）、『留回憶成永恆』：臺大

八十老照片徵集活動、照片展覽（2008）；『生物摺紙藝術節』：一張紙的變變變（2009）、五四

人物手稿特展（2009），以及智慧型導覽機器人成果發表會（2009）等。

　　校史館於進行策展及導覽解說之餘，並同時進行校史相關文物之典藏、徵集，口述歷史訪談並

編纂相關資料，期待與臺大人共同留下屬於杜鵑花城的回憶與歷史。

　　•校史館線上導覽：http://elearning.lib.ntu.edu.tw/ntu_history/index.html

　　•臺大 記 憶 募 集：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memory

　　•校史漫談部落格：http://gallery.lib.ntu.edu.tw/

圖書館不只是圖書館！

在校園裡、尚有校史館記錄著臺大校園與師生間的記憶點滴；

還有博物館群廣泛蒐羅史料與研究相關展品，除呈現嚴謹的學術，臺大也有社會教育、寓教於樂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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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博物館群

　　本校自1928年臺北帝國大學創校以來，為支援研究、教學所需，校內各系所單位於學術研究領

域內，廣泛蒐集各式獨特珍貴且豐富的文獻史料、標本與藏品，並設立標本/文物陳列等館室進行蒐

集典藏，為本校珍貴寶庫及資產。

　　自2007年11月15日校慶當日，「臺大博物館群」（NTU Museums）由李校長正式宣布啟動

以來，現階段臺大博物館群成員館分別為：臺大校史館、人類學系標本陳列室、地質標本館、物理

文物廳、昆蟲標本室、臺大農業陳列館、植物標本館、動物博物館、檔案展示室及醫學人文博物館

等共計十處。另設有「臺大博物館群辦公室」，負責執行合作發展業務之規畫、運作、協調、共同

事務之處理與對外形象經營等相關事宜；各成員館內部館務營運與發展，則維持原有運作機制與特

色，充分享有主導權。

　　除日常館務、開放參觀之營運外，臺大博物館群亦積極參與校內活動、充實並創新服務。以下

為近二年來博物館群重要工作：

訂定臺大博物館群組織營運準則

舉辦2008年大學博物館與博物館群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大博物館群網站改版

規畫辦理臺大博物館群定時導覽服務

舉辦臺大博物館群 大搜查線！活動

規畫辦理國立臺灣大學紀念九二一大地震十周年展

2008

2009

臺大博物館群：http://www.museum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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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服務與時俱進，人力資源是推動創新業務的基石，圖書館一向重視館員在職繼續教

育，透過舉行各項教育訓練課程、派員參加各項專業研習班、參與圖書館界研討會等活動，更鼓

勵館員進行研究撰寫學術論文發表，並辦理單位間業務觀摩見習、職務輪調，增加職務歷練、增

進彼此合作，總計同仁參加館內外專業教育訓練學習總時數2008年為8,182小時、2009年達7,781

小時；同時亦持續派員出國參訪觀摩學習、擴展視野俾助益於圖書館未來發展與營運。

　　此外，2009年同仁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數為7人（博士班1名、碩士班3名、碩士在職專

班3名）；申請在校選修課程1名；留職停薪出國進修1名（4個月）。2009年起更定期舉辦知識饗

宴，邀請國內外學者與業務專精同仁分享新知與心得。

•知識饗宴活動場次

日期

2009.02.26

2009.02.27

2009.05.18

2009.07.06

2009.08.04

2009.08.12

2009.09.24

2009.10.30

講題

Terminology Registries and Services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2020:
Toward A Knowledge Collaboratory

Challenges, Requirements, & Opportunities
Facing U.S. Digital Libraries

The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Reconsidering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s in a digital world

「第二屆/第三屆兩岸中文資源交流友好訪問團」參訪觀摩心得

數位典藏應用面面觀

建置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2009 ALA年會及參訪芝加哥、紐約圖書館心得

美國ACRL卓越圖書館服務分析

新科技與新服務

新管理與卓越服務

Chinese Digital Library Service Models and Related Issues
in North America

資訊新視界

A Unique Path of East Asia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1987-2007

演講人

Marcia Lei Zen (曾蕾)

張曉林

Peter R. Young

Richard W. Mey

Peter Edward Sidorko

童敏惠

洪淑芬

陳彥良

陳雪華、高鵬

Min Chou (周敏)

Yuhfen Diana Wu
(吳黃玉芬)

Julie Su(蘇陶珠珠)

Jim Cheng (程健)

洪元元

Jim Cheng （程健）

書

館員發展 S t a f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2008-09 臺大圖書館年報29



•國際禮儀及訪賓接待工作坊

　　為提升本館導覽同仁國際接待禮儀素養，本館於2008年7月啟動《國際禮儀及訪賓接待工作坊》

系列課程。該工作坊聘請中華航空公司教育訓練講師、國內知名導覽達人、本校外文系教授以及英

文教師等專業人士進行各項主題講授，課程內容包括：（1）溝通與接待技巧；（2）服務理念；

（3）國際接待禮儀；（4）形象塑造；（5）導覽人員經驗分享；（6）英語口語訓練等。該工作坊

培訓招募15位館員，於培訓結束後實地進行英文導覽，擔任本館導覽親善大使，成效卓著。

•出國參訪人員

2008.05.16-25

2008.08.09-16

2008.10.13-19

2008.10.29-31

2008.11.24-29

2009.05.17-23

2009.07.09-16

2009.09.03-10

2009.09.06-13

2009.10.30-11.1

2009.11.14-17

2009.11.16-21

日期 參訪內容

醫學院圖書分館杜宜凌股長前往美國芝加哥參加2008年美國醫學圖書館學會年會

醫學院圖書分館高鵬主任、楊雅勛前往義大利米蘭參加第74屆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

（IFLA）年會

推廣服務組童敏惠組長參加第2屆中文資訊交流友好訪問團

陳雪華館長前往新加坡參加2008環太平洋數位圖書館聯盟（PRDLA）年會

林光美副館長、閱覽組陳建翰股長前往大陸江蘇省南京市參加第二屆海峽兩岸大學

圖書館建築學術研討會

閱覽組劉雅姿編審前往北京參加第3屆中文資訊交流友好訪問團

（CNKI─臺港澳中文數位圖書館資源整合和增值服務高峰論壇）

陳雪華館長、高鵬主任前往美國芝加哥參加2009年美國圖書館學會（ALA）年會，

並參訪芝加哥公共/大學圖書館、紐約公共圖書館、哥倫比亞大學圖書館、普林斯頓

大學圖書館（含聯合書庫）

林光美副館長、法社分館張花超主任、採訪組梁君卿組長、行政組鄭銘彰組長前往

日本，至國立國會圖書館關西館、仙台媒體中心、稻城市立中央圖書館、多摩美術

大學、成蹊大學、獨協大學、國學院大學、國際基督教大學等圖書館參訪，觀摩IT
時代館舍規畫及營運業務

陳雪華館長、期刊組張素娟組長赴北京參加OCLC亞太地區諮詢顧問會議

採訪組阮紹薇編審至福建省廈門參加第5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暨臺港澳及東南亞圖

書資源建設研討會

陳光華副館長參加由國際科技大學圖書館協會主辦E-Science研討會暨參訪活動

陳雪華館長前往紐西蘭奧克蘭參加2009環太平洋數位圖書館聯盟（PRDLA）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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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念致謝 A c k n o w l e d g e m e n t s

辜振甫捐贈本校社科院興建圖書館經費

　　2008年6月2日，本校舉辦台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辜振甫榮譽博士捐贈國立臺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興建圖書館捐贈典禮。本校校友辜振甫榮譽博士生前允諾捐出新臺幣1億元，典禮上由遺孀

辜嚴倬雲女士代表捐出，作為社科學院建築工程興建圖書館之用。

　　新建的圖書館由社會科學院命名為辜振甫紀念圖書館，由國際級建築師日本籍伊東豐雄（Toyo 

Ito）先生設計，細部設計是由伊東豐雄建築事務所、宗邁建築師事務所及大涵學乙設計工程有限公

司共同合作，於2010年3月2日舉行新建工程動土典禮，預計兩年半興建完成。

　　2008-2009兩年的時間匆匆過，圖書館全體同仁兢兢業業為提供更好的圖書資訊服務而努力，目

標一致共同為打造優質的臺大知識服務中心而竭盡心力。

　　回顧以往，我們也充滿了感謝，感謝圖書館97-98學年度顧問群：周駿富教授、曹永和院士、吳

密察教授、柯慶明教授、汪其楣教授、吳明德教授、朱則剛教授、徐木蘭教授、張慧銖教授、邱炯

友教授、畢恆達教授、王泰升教授、謝銘洋教授、林明鏘教授、張漢良教授、陳竺筠教授、徐興慶

主任、張譽騰教授、黃世孟教授、項潔教授、黃乾綱教授、李東華教授、韓竹平編纂；感謝97-98學

年度全校圖書委員代表：黃慕萱教授、林惠雯教授、倪衍玄教授、畢恆達教授、岳修平教授、胡星

陽教授、彭錦鵬教授、沈冠伶教授、李建模教授、林靖愉教授、潘建源教授、姚聖潔先生、黃守達

先生，感謝割愛捐贈館藏的人士，感謝捐款賜助館務營運及認養期刊的校友，也要感謝在bbs意見箱

留言給予肯定及建議的親愛讀者朋友。

期刊認養

　　為使圖書館現有期刊能永續訂購，並有經費增訂新出版期刊，以充實本館館藏資源，提昇本校

國際學術研究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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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活

動受到歷屆校友熱烈迴響，自2005年至2009年共有118位校友捐款，每年挹注學校約新臺幣200萬

元認養期刊款。期刊認養詳細資料及芳名錄等相關訊息詳見：http://www.lib.ntu.edu.tw/Friends/

journal.htm。

因為有您，讓圖書館更加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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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館藏

　　圖書館於2008、2009年期間，獲池田清彥夫人、李學智、甘俊二等教授贈送藏書資料以及文

物，約86,000件，此外，亦獲得多位名家之垂青，捐贈下列手稿數件：

•王文興教授手稿資料：王教授繼捐贈「家變」、「背海的人」等手稿資料後，於2009年11月

捐贈40件手稿予圖書館。

•白先勇教授手稿資料：白教授於2008-2009年，捐贈手稿資料計11件；此外，白教授近年來致

力於崑劇推廣，所推出之戲劇作品廣受歡迎，並於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白教授亦將相關剪

報、文宣資料贈予本館，共計400餘件。

•桂文亞文學書房：桂女士自2007年以長期捐贈方式，陸續分批捐贈個人手稿及所收藏之作家

手稿資料，2008-2009年間再捐贈2,150件。

•許倬雲教授：許教授於2008年捐贈手稿資料104件。

臺大人文庫

　　臺大人文庫位於總圖書館三樓，於2007年11月15日臺大校慶開幕，迄至2009年年底已收到400

多位校友、贈書逾5,300件，為感念校友們的捐贈，募集期間舉辦多場校友贈書活動，此外亦邀請校

友於書名頁題字留念。

　　藏書以專架陳列永久典藏，文庫陳列方式有別於傳統圖書館分類法，以校友畢業系所劃分，另

特別設置傑出校友作品區，珍藏臺大每年度所遴選的傑出校友之著作，文庫所有的珍藏目錄可於臺

大圖書館網站上檢索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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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統計 S t a t i s t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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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資料類型館藏量─館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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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前一年成長 

類型

1,388,333

1,890,163

164,073

252,719

2,753

7,967

29

667,999

27,023

391

4,401,450

2007

1,466,429

2,007,002

166,502

270,783

2,757

7,983

29

851,718

32,202

469

4,805,874

9.2%

2008

1,534,116

2,099,207

212,317

280,378

2,761

7,812

17

921,513

37,351

505

5,095,977

6.0%

2009

*裝訂期刊納入中西文圖書統計。

入館人次（依讀者別分）

校內

校外（含校友）

總圖24小時自習室

總計

讀者別

1,689,055

206,840

548,021

2,443,916

2007

1,848,502

233,804

1,440,464*

3,522,770

2008

*總圖24小時自習室於2008年起採電腦管理使用人次。

1,810,689

335,630

1,449,140

3,595,459

2009

單位：人次



入館人次（依館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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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讀者別

總圖書館

法社分館

醫分館

數、物、

化、法

圖書室*

館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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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1,334,980

137,994

1,440,464

2,913,438

350,220

56,260

406,480

148,313

35,988

184,301

14,989

3562

18,551

3,522,770

2008

1,278,396

227,068

1,449,140

2,954,604

270,557

64,080

334,637

167,330

37,226

204,556

94,406

7,256

101,662

3,595,459

2009

*2009年7月起納入法律學院圖書室之入館人次。

單位：人次

圖書流通—Tulips借書量統計—讀者類型分析

大學部

碩士班學生*

博士班學生**

全校教職員

校友

館合

其他

總計

讀者類型

274,629

167,482

70,692

40,688

8,551

16,683

44,007

622,732

2007

44.1%

26.9%

11.4%

6.5%

1.4%

2.7%

7.1%

100.0%

百分比

44.3%

26.6%

11.1%

6.4%

1.4%

2.8%

7.4%

100.0%

百分比

41.8%

26.7%

11.2%

6.4%

1.6%

3.1%

9.2%

100.0%

百分比

297,651

178,860

74,278

42,853

9,132

18,556

50,136

671,466

2008

277,984

177,071

74,197

42,543

10,617

20,259

61,459

664,130

2009

*含選讀生及在職專班　　**含選讀生

單位：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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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使用

網路資料庫（檢索次數）

單機光碟資料庫（檢索次數）

電子期刊（檢索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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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較前一年
成長率

較前一年
成長率

1,391,166

277

2,086,025

5,212,227

372,790

2,169,082

4,015,220

2,199,314

142

1,960,641

6,173,880

843,184

2,199,969

4,103,217

58.0%

-48.7%

-6.0%

18.4%

126.1%

1. 4%

2.2%

-0.4%

-71.8%

-0.7%

6.7%

46.4%

411.0%

-0.7%

2,191,033

40

1,946,028

6,587,585

1,234,747

11,242,516*

4,073,420

2007 2008 2009

*圖書館過去僅計算館藏目錄網址之點擊次數；自2009年起，改計算讀者使用狀況下之檢索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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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圖書借閱─對外申請（件）

小計

總計

項目
較前一年
成長率

11.2%

80.6%

18.8%

24.9%

20.2%

23.8%

21.2%

較前一年
成長率

-0.6%

-40.8%

-8.4%

2.4%

19.5%

6.4%

-1.0%

20,254

2,998

23,522

17,221

5,482

22,703

46,225

2007

22,521 

5,413 

27,934 

21,505

6,591

28,096

56,030

2008

22,393 

3,205 

25,598 

22,012

7,878

29,890

55,488

2009

參考與推廣服務

參考諮詢（件）

利用指導

引導參觀

項目

55,193

5,898人/189場

2,878人/283場

2007

62,017

4,466人/175場

4,441人/283場

2008

62,426

9,553人/307場

3,506人/236場

2009

2008-09 臺大圖書館年報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