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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慶祝 61 週年校慶，特舉辦「師大
大師」展覽，包括「畫壇大師陳景容教授畫

展」及「文壇大師梁實秋先生文物特展」，讓

各界一睹台師大大師級名家之珍貴作品、文

物。前者於本館一樓大廳舉辦，展期自 6月 1

日至 7月 1日；後者於本館二樓特藏室舉辦。

畫壇大師 陳景容教授畫展

陳景容教授現為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名譽

教授，亦是享譽國際之畫家，被讚譽為心繫台

灣的本土畫家。擅長油畫、素描、版畫、鑲嵌

畫、濕壁畫，更是最早將繪畫正統修復觀念引

進臺灣的專家。陳教授畢生致力於藝術的創作

與推展，雖已 73 高齡，每日卻神采奕奕，孜
孜於創作及指導學生；甚至每年仍不辭辛苦遠

赴世界各地寫生創作，到歐洲各大美術館探索

研究，對於各種媒材、技法或西洋繪畫相關的

理論，均有深入的鑽研與精闢的見解。

陳景容教授的作品總是彌漫著靜謐氣氛，

蘊含豐厚的文學與音樂素養，這股靜寂與哀愁

的情思，一直是陳教授獨樹一幟的個人風格。

其創作的基礎來自對人的情感，所以，雖然作

品寂靜，卻不失強烈的生命力。國家音樂廳的

壁畫、門諾醫院的大理石嵌畫，是陳教授最熟

為人知的創作品，也被視為難出其右的藝術大

作。近期創作，除延續以往之特色，更添懷古

幽思與生命的哲學，耐人尋思。其內斂深入的

作品是藝壇中難能可貴的楷模，並屢獲國際畫

壇的肯定。

其作品曾獲吳三連文藝獎、多次入選法國

沙龍畫展，並榮獲銀牌獎、銅牌獎等大獎。此

次展出作品包括版畫、素描、油畫、鑲嵌畫

等，其中並有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之珍貴畫

作。

文壇大師 梁實秋先生文物特展

梁實秋先生，浙江省錢塘縣人，清光緒 28

年臘月初八生於北京，民國 76年 11月 3日辭
世。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教授、臺

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集散文

家、翻譯家、評論家、學者與教育家於一身，

一生崇尚自由主義，力倡新人文主義，為中國

新文學的瑰寶，有“國之寶”之譽。

梁實秋先生在文壇與學府之貢獻，表現在

五方面：散文創作、翻譯西洋文學、文學批

評、學術研究、及教育。主編過上海時事新報

「青光」副刊、「新月」月刊、天津益世報

「文學週刊」、中央日報「中央副刊」等。創

作「雅舍小品」等四十餘種、翻譯「莎士比亞

全集」、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及其他作品

近 100種。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是規模最為浩大
的「工程」，也是梁先生畢生的事業。他獨力

臺師大61週年校慶 「師大大師」

梁實秋、陳景容特展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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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莎氏全集可以說是學院派的譯本，與原

作同垂不朽。

梁先生也很喜歡書法，他的字體亦如其

人，既不是橫平豎直，也沒有花拳繡腿。他的

行書清逸自然，好像行雲流水，讓人看了非常

舒服。先生善畫梅花，也畫過一些山水。但惜

墨如金，並不多見，過了中年就不再畫了。此

次展覽展品包括手稿、書畫、圖書、紀念品、

照片、及相關文獻資料，這些文物將於本館特

藏室常態性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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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課程，是將平時

圖書館利用講習的實況，錄製成數位課程，方

便讀者上網自我學習，對本館讀者和館員都是

一項新嘗試。課程內容有期刊資源、古籍電子

資源、SMILE英語學習資源、電子書資源、學
位論文資源與書目資料管理工具、線上繳交學

位論文電子檔、圖書館利用等七堂課，由系統

資訊組洪世昌組長召集，陳淑燕、許嫚婷、劉

廉蓉、廖怡萍、蔡妍芳、吳英仁等六位館員主

講，巨匠電腦公司負責拍攝及後製。

由於圖書館員少有上鏡頭的機會，平日講

習直接面對讀者講解，通常採取即時上線講

解，逐步帶領讀者熟悉查詢步驟，有任何問題

立即應答，而數位課程要如何呈現才能讓遠距

的觀眾有如臨現場講習之感？主講館員們經多

次討論，並接受拍攝廠商建議，決定採投影片

靜態畫面解說，並由劉廉蓉編審利用班級講習

時先錄製一場，講師們觀摩錄影流程及效果，

進行講義檔案修正後再個個粉墨登場於總館和

理分館講習現場進行錄影。

雖然大學主修大眾傳播的我曾於市政電台

錄製新聞廣播節目的經驗，但面對攝影機卻是

頭一遭，由於是單機攝影，我製作了近百張

PowerPoint 投影片，讓畫面多些變化，媲美實
際上線操作的臨場感。課程的攝製利用本學年

「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講習」時間同步進行，

為使拍攝一氣呵成，事先請現場同學於講習告

一段落再提問。

我負責「如何利用電子書」課程的講習。

本學年圖書館新訂多個中西文電子書資料庫，

然各資料庫操作方式互異，尤其英美電子書與

中文電子書系統差異頗大，盼藉由本課程講

習，使初學者能很快上手，同時推廣無紙的新

時代閱讀風。

課程內容依電子書資料庫系統能否瀏覽原

書內頁版面影像及收錄書籍性質，分為電子書

與電子參考工具書兩大類進行講解：

一、電子書：1.Wiley E-Books：美國Wil-
ey出版公司建置的系統，本校訂購理工、生科
等學科領域 101冊電子書。2. Gale Virtual Ref-
erence Library About Ebook：美國 Thomson-
Gale出版公司建置的電子書系統，目前本館訂
購傳記、商務、圖書資訊學、教育、科學等二

十餘冊電子書。3. NetLibrary 電子書資料庫：
創始於 1998 年是世界最早的電子書供應商，
提供四萬餘本電子圖書，其中百分之八十為學

術性圖書，百分之二十為一般圖書；內容涵蓋

各類主題，九成以上為 1990 年以後出版之圖
書，本館現訂 349本專業圖書，本館讀者還可
瀏覽該系統三千四百餘本一般圖書（Publicly
Accessible ebooks）。4. 北大方正中文電子
書：北京大學與方正集團合作之中文電子圖書

圖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如何利用

電子書」課程製作紀要

吳英仁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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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收錄大陸多家出版社出版之圖書。本館

訂購圖書 1,011 冊，主題包含文學藝術、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5.超星數字圖書館：
收錄中國大陸出版的中文圖書 33 萬冊，號稱
最大的電子書數位圖書館。本館訂購圖書1,500

冊，主題包含文史哲藝術、體育、社科、自然

科學等領域。

二、電子參考工具書：1. Xreferplus：英國
xreferplus電子參考書線上服務，彙總超過 200

種各類型的參考工具書，主題涵蓋所有學科領

域，分成傳記、雙語字典、語錄與引用文等 21

個類別。2.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 Online）
中文版：1768年創立的大英百科全書，於 1994
年開始進行數位化後，製作線上中文正體字

版，收錄近八萬個詞條，並包括圖片、地圖、

影音多媒體檔、表格等，內容分成自然科學、

生科、社科、工程、史、地、哲、人文藝術、

運動與休閒娛樂九大類。

另外，一些由紙本中文圖書數位化的資源

如：「台灣古蹟學習知識庫」結合遠流《古蹟

入門》以及《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兩本書內

容製作而成；「線上臺灣歷史辭典」資料庫改

作自行政院文建會於 2004 年出版之《臺灣歷
史辭典》等，也列入此次講習的範圍。

數位學習課程拍攝期間，幾位講者大家相

互經驗分享、觀摩打氣，及系統組洪組長居中

統籌協調，使得各講習課程圓滿錄製完成。圖

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課程網址 www.lib.ntnu.
edu.tw/libweb/qlink/dlr.php，歡迎蒞臨指教。

（本文作者為推廣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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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校圖書館蒐藏豐富的圖書資源，提供給

全校的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之用。然全校的

圖書藏量約 120 萬冊，分別典藏在總館、分
館、及 15 個系所圖書室，且各系圖書室借閱
規則不同、開放時間不一，讀者在使用這些圖

書資源相當的不方便。另一方面，各系所圖書

的藏量每年持續的增加，典藏空間已達飽和，

而文學院圖書室面臨樓板承載量更已達負承

載。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奉校長指示，本館

與各系所協商，依各系狀況將各系圖書室部份

圖書陸續的撤回總館，並將這些撤回的圖書分

別置放於總圖、第二書庫（教育大樓）、公館

分館、林口分館等處，以便圖書資源的整合利

用，茲將此次撤書搬遷作業過程紀要說明之。

一、搬遷前置作業

1. 訂定搬遷計畫：包括搬遷的範圍、內
容、時間、人力。

2. 進行搬遷規畫：排定各系所搬遷的順
序、數量及所需的時間。

3.清點設備（書架的容量）：決定撤書的
數量。

4.確定搬遷的目的地：撤回系所的圖書大
部分放置於第二書庫及林口分館。

5. 人力的分配：2位館員搭配 2位全職工
讀生與各圖書室的工作人員。

6.運送方式：考量品質、速度、效率、配
合度及價格等，再決定運送方式。

二、搬遷作業流程

1. 造冊：系所決定撤回圖書數量後，便一
一進行造冊作業。

2.清點圖書：本館與系所依據清冊逐一清
點撤回的書籍。

3.打包：在打包時便註記標示，在每捆書
上加一張標示單，如歷 1，林（表示歷
史系撤書至林口分館的第一捆）

4.搬運回置放的目的地。
5.拆包、清點、上架。
6.置放於第二書庫的圖書，每本書在上架
前先於書名頁及移送清冊上註記架號

（本館第二書庫採閉架式典藏）。

7.館員依移送清冊於本館 OPAC系統內更
正每冊書之館藏地及在第二書庫之架

號，以便日後調書工作，同時兼併一些

問題書之註記處理。

三、目前各系所圖書搬遷的進度及數量

自 95年 10月開始各系所圖書搬遷作業至
今，已完成了地理及衛教二系圖書室之藏書

校內系所圖書室整合—本校系所圖書室

撤書搬遷作業紀要

曾金珠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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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保留的資料除外），其他系所撤書工作

也已陸續在進行中，現將各系所圖書室已撤書

的日期、冊數、館藏地詳表列於下：

日 期 冊 數 入館藏地

地理系 95.11-96.04 5,836 林口分館

8,671 第二書庫

國文系 95.10-96.04 1,641 林口分館

歷史系 95.11-96.04 1,980 總 館

7,368 林口分館

美術系 95.11-96.04 696 林口分館

衛教系 94.05-96.04 6,678 總 館

2,471 公館分館

3,591 林口分館

總 計 38,932

結語

圖書的搬遷是一項艱鉅繁雜的工作，本館

在進行各系所圖書室撤書的搬遷，因每個圖書

室的環境不相同，使得搬遷作業因外在、內在

的因素而有所差異，

常有異想不到的狀況發生，致使在整個作

業的過程中必須要能隨機應變。如在清點地理

系圖書時，雖然地理系圖書室配合良好，前置

作業也都儘量準備完妥，但仍在開始清點圖書

時發生紊亂，還好立即依當時狀況，改變清點

的方式才不至於耽誤太多的時間。其次是在進

行普大樓搬遷時，因普大樓無電梯，兩萬多冊

的書，靠著大家的雙手一捆一捆的從二樓搬到

一樓，再載運到目的地，其中的辛苦可想而

知。其他的像第二書庫新增書架不能如期完成

等始料未及的一些問題，都要見招拆招，一一

克服工作才能持續進行。

目前各系所圖書室撤書搬遷工作雖尚未完

成，然搬遷作業流程經過這半年的不斷地重複

及改進，現已經非常熟練，突發的狀況越來越

少，相信往後撤書的工作會更加的順暢。雖然

搬書工作辛苦但能讓這些圖書資源能被更充分

的使用，為讀者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我們付

出的代價是值得的。

（本文作為典閱組編審）

（搬遷作業部份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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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間張館長國恩基於建置數位學習共享
空間為大學圖書館未來新型態的服務模式，於

本館二樓成立「SMILE」多元學習區，提供結
合 Searching（資訊檢索）、Multimedia（多媒
體）、Information（參考諮詢）、Leisure（休
閒）、E-learning（數位學習）等五大功能的學
習空間。原參考室撤架的參考書，各樓層書庫

已無空間典藏，且館內藏書空間也瀕臨飽和，

經館長多方奔走，始覓得教育大樓地下室闢為

圖書館的第二書庫。初期規劃A、B、C三區，
A區置放撤架之參考書由推廣組負責，B區為
各樓層書庫撤架之罕用書由典閱組負責，C區
則置放中西文過期期刊之合訂本由期刊組負

責。也為顧及第二書庫的典藏環境，已於 95年
底完成了大規模除濕除霉的整體防範工程。

第二書庫的位置既定，A、B、C三區即開
始安裝新書架或自總館轉移並標示架號，同時

館內待移送的書也進行整理工作，先於每冊書

的書名頁註記該書在第二書庫的架號，並於本

館 OPAC 系統更改該書的館藏地及加註架號
後，即移送第二書庫。第二書庫藏書採閉架式

的管理，不對外開放，讀者自OPAC系統查得

所需的資料是在第二書庫，即至總圖二樓諮詢

台填寫調書單，本館每日至少提供二次調書的

服務，由推廣組、典閱組、期刊組三組輪流負

責提調，讀者在二樓諮詢台取書。所調閱的

書，A、C 區的書為參考書或期刊，限館內閱
覽不外借，讀者閱畢後須歸還諮詢台，館員再

依其所屬架號歸回第二書庫。B 區的書讀者如
欲借閱，取書後可逕自流通櫃台辦理借閱手

續。自 94年 12月起開始調書的服務迄今（96

年 5月），已有 926人次調閱 1617冊。
目前本館為因應校內各系所藏書之整合，

多所系圖書室的書已陸續撤回總館，除少部份

留置總圖外，大部份移送至第二書庫及公館分

館、林口分館。為容納這些系所退書，第二書

庫繼A、B、C三區又闢D、E二區，將以密集
書架的方式典藏書籍，使第二書庫藏書陸續增

加中，總計將逾 10 萬餘冊。雖然第二書庫藏
書是閉架式的管理，不及開架式來的方便，但

館內極度配合的調書服務，不只增加圖書的流

通使用率，也暫時舒緩總圖藏書空間不足之

憂。

（本文作為推廣組編審）

圖書館第二書庫簡介

劉廉蓉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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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語學習資源網新增 400個課

程，歡迎利用

本館 SMILE英語學習資源網新增看 CNN

學英語及情境式英語會話等數位學習教材 400

個，累計全部英語學習教材近 3,000 個單元，
敬請本校師生多加利用。

二、新增圖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

課程

本館數位學習系列新增「圖書館利用教

育」課程：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如何利用期

刊資源、如何利用古籍電子資源、如何利用

SMILE英語學習資源、如何線上繳交學位論文
電子檔、如何利用電子書資源、如何利用學位

論文資源與書目資料管理工具。

服 務 動 態

三、本學期圖書館電子資源講習

主 題 內 容 場次 日 期 地 點

節能無紙‧新閱讀風

數位出版資源

18世紀經典古籍資料庫（ECCO）*；15∼17世
紀珍本英語文獻全記錄（EEBO）*；17∼19世
紀初期美國文獻資料庫（EAI）*；近代經濟學
全文資料庫（MOMW）*等中西文電子書、圖
書館利用教育數位學習課程*

1D
1B
1C

5/13（日）
5/16（三）
5/17（四）

總館

總館

總館

尋根溯源‧知來鑑往

漢學及臺灣文獻
資源

日治時期臺灣時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
版*、日文版*）、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四庫
全書、四部叢刊、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等

古籍全文查閱、本館古典閱覽室利用

2A
2B
2C

5/08（二）
5/10（四）
5/21（一）

總館

總館

公館分館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學位論文及
引用文獻資源

CETD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PQDT 美加學
位論文資料庫等中西文學位論文全文查閱、

SCIE& SSCI學術論文引文索引、台灣人文學引
文索引資料庫（THCI）等

3B
3A
3A

5/09（三）
5/10（四）
5/15（二）

總館

公館分館

總館

新知動態‧瞭若指掌

期刊文獻資源

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19∼20世紀典藏學
術期刊全文資料庫（Periodicals Archive On-
line）*、臺灣新聞智慧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
庫*等中西文期刊論文及報紙新聞全文查閱

4A
4B
4B

5/11（五）
5/14（一）
5/15（二）

總館

總館

公館分館

互通有無‧交流共享

文獻傳遞服務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校外電子期
刊代印服務、校內讀者三代（借、還、印）服

務*、學位論文查詢、期刊文獻資源等

5D
5C

5/07（一）
5/22（二）

林口分館

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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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1週年校慶本館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時 間 地 點

師大經典 100
徵文比賽

參加對象：本校在學學生
指定閱讀圖書：蘇菲的世界、在天堂遇

見的五個人、風之影、
長尾理論、藍海策略、
樂活誌

徵件時間：
4月 30日止

頒獎典禮：
6月 5日 11:30am

繳件處：
總館二樓諮詢服務台

館一樓大廳

梁實秋先生文物特展
暨特藏室啟用

．展出梁實秋先生手稿、書畫、圖書、
紀念品、照片、及相關文獻資料

．圖書館特藏室常態性展覽正式開放參
觀

開幕茶會：
6月 5日 11:00am 總館二樓特藏室

陳景容教授等畫展

陳景容教授畫展
．展出者：陳景容教授

（本校美研所名譽教授）
．展覽內容：水彩、素描、油畫等

6月 1日~7月 1日
開幕茶會：

6月 5日 11:00am
總館一樓大廳

擁抱、自然—劉盈青畢業創作展
．展出者：劉盈青

（本校美研所學生）
．展覽內容：油彩作品

6月 3日至
6月 16日 公館分館二樓展覽區

電子資源利用講習

數位出版資源、漢學及臺灣文獻資源、
學位論文及引用文獻資源、期刊文獻資
源、文獻傳遞服務等

電子期刊、資料庫、館際合作、三代服
務

5月 7日至
5月 22日

5月 7日

總館二樓 SMILE
多元學習區
公館分館三樓

林口分館電腦教室

資料庫檢索系統展示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ECCO),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MOMW), E-reserve
等

6月 5日
9:00-12:00

總館二樓 SMILE
多元學習區

音樂饗宴 中西樂音樂欣賞

6月 1日
12:00-13:00

6月 8日
12:00-13:00

總館一樓大廳

影片欣賞

小站（得獎紀錄片）
不願面對的真相（奧斯卡得獎紀錄片）

命運好好玩
一公升的眼淚

佐賀的超級阿嬤
我的超人女友

6月 5日
10:00-10:55
14:00-15:40

10:00-12:00
14:00-16:00

12:30-14:30
14:30-16:30

總館二樓 SMILE
多元學習區

公館分館三樓

林口分館三樓
團體放映室

圖書館開放參觀
開放本校教職員生、校友及各界人士入
館參觀

6月 5日
09:00-16:00
09:00-15:00

總館、公館分館
林口分館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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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增館際互借單位暨預約書代

借服務

本館自即日起與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

書館完成簽署交換借書證合約，並於 5月 21日
正式提供館際互借服務。另本館自即日起提供

「預約書代借服務」。讀者線上申請預約時，

畫面已增加「選擇取書地點」，目前設有：總

館出納台、理學院分館出納台、林口分館出納

台等 3個取書地點。歡迎全校師生多加使用。

六、96年度「圖書館數位學習資源

與簡易教材製作」專題研習班

本館自 7 月 9 日至 13 日受中國圖書館學
會委託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圖書館數位學

習資源與簡易教材製作」專題研習班。課程包

括 專題演講； 數位學習導論； 數位學習

平台； 數位教材與教學設計； 簡易而快速

的數位學習教材製作； 線上資源在數位學習

的應用； 數位教材的設計面向與教材品質規

範； 圖書館數位學習服務功能新趨勢； 數

位學習服務面向與服務品質規範； 綜合座

談。

七、午間音樂饗宴系列活動

表演日期 表演主題 表演者 節目內容 表演地點

96年 3月 2日 弦轄吾室 盧佳慧、薛伊伶、陳揚真、
馮苾瑩

曲目包括洞庭新歌、風竹、寒鴨戲
水、倒垂簾、故鄉的太陽、秦桑曲
等。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3月 9日 笛與歌 林中琦、張宇安、陳麗安、
黃韻竹、黃比宣

此次音樂節目相當特別，有竹笛演奏
及聲樂表演，演出曲目有陶斯第、蕭
邦、拉威爾的歌曲，竹笛方面有雲南
山歌、沂河歡歌、牧民新歌、春潮
（烏蘇里船歌），節目相當多元。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3月16日 午動人聲 王依瑩、曾志遠、張瑋涵、
蘇琇琪、陳羿岑、高洛茜、
翁佳吟、簡韻真

本次演出的曲目有梅諾第“哈囉！哈
囉！”、韓德爾“讓燦耀的六翼天使
吹響神的號角”、普契尼“親愛的爸
爸”、貝乃迪克“鶯聲啼唱”、莫札
特“若能有位愛人就好了”等等，以
及多首藝術歌曲。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3月23日 單簧管環
遊世界

莊維霖、郭炘筠、林明萱、
陳芃妤

本次音樂饗宴主題為單簧管四重奏，
由音樂學系提供，演出的曲目多為膾
炙人口的單簧管曲。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3月30日 東頻西奏 陳 安、張曉茵、陳佳宜、
李郁翎、林中琦

本次曲目有二胡獨奏、中胡獨奏、聲
樂獨唱、鋼琴獨奏、鋼琴四手聯彈、
以及台灣民謠及世界歌謠聯奏等。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4月13日 心靈小憩 王依瑩、曾志遠、張瑋涵、
吳心如、張 慶、蘇琇琪、
陳羿岑、高洛茜

此次演出曲目包括威爾第的《茶花
女》第二幕、普契尼的《蝴蝶夫人》
第一幕、以及董尼才悌《帕斯夸雷先
生》第一幕。

總館一樓
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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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5月11日 弦言絃語 黃湞琪、陳茗芳、洪珮芬 此次演出曲目包括歡慶鑼鼓、一指
禪、蘇南小曲、送我一枝玫瑰花、豫
鄉行、歡樂的日子等。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5月18日 百老匯音
樂選粹

曾志遠、張瑋涵、蘇琇琪、
陳羿岑

此次音樂會演出曲目包括Tonight<西
城故事>、This is theMoment<變身怪
醫>、The Music of the Night<歌劇魅
影>、No Other Love<我與茱麗葉>、
Till There Was You<音樂人>、I Feel
Pretty<西城故事>、All I Ask of You<
歌劇魅影>等。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5月25日 德法音樂
對談

洪萃嶷、莊維霖、許書慈、
陳昶安、邱詩群、陳弘岐

此次音樂會是由單簧管、雙簧管、長
笛、低音管、法國號所組成的木管五
重奏，演出曲目包括Francis Poulenc:
Sextour mov.1、Beethoven:Country
Dance、Jacques Ibert :trois pieces
breves等。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5月 4日 長笛二重
奏

陳建安、賀芸、吳怡文 此次演出曲目包括 she、我願意、
Embraceable you、Summertime、
Over The Rainbow、Winter Magic、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等。

總館一樓
大廳

東頻西奏

笛與歌

弦言絃語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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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轄吾室

單簧管 德法音樂對談

午動人聲 百老匯音樂選粹

心靈小憩長笛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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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藝文展覽系列活動

展覽日期 展覽主題 展覽者 節目內容 展覽地點

96年 3月 2日
∣

96年 3月 14日

林秀嬪個展 林秀嬪 林秀嬪現為師大美術系三年級學生，異於一
般創作者，她雙主修國文系，從宣傳海報上
便可嗅出濃濃的文學氣息。就讀美術系期間
的創作以西畫為主，此次展出的作品包括西
畫及插畫。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3月 15日
∣

96年 3月 31日

單行道＞旅程—郭唐
菱個展

郭唐菱 美術系郭唐菱同學作品展，記錄作者大學旅
程的沿途風景，有晴有雨，有追憶有感嘆。

公館分館
二樓展覽

區

96年 3月 16日
∣

96年 3月 28日

薛舒云個展 薛舒云 本展展出作品多是作者在美術系求學四年來
的創作及成長紀錄，有油畫、水彩、素描等
西畫及設計兩大類作品，完整呈現作者的創
作風格。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3月 30日
∣

96年 4月 10日

夭夭展 張晏瑜、陳盈玲、
張其元、曾建舜、
鍾年恩

之所以取名中展乃是這次竹女五人聯展，剛
好在家中都是排行老丑 A 希望大家能在這
次展覽上，看到我們這群自竹女畢業後，上
大學一年半以來的成長點滴與生活隨想。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4月 2日
∣

96年 4月 12日

噴泉詩社年度詩展 噴泉詩社社員 我們對這世界有釵h念頭，詩是其中一種，
目前全國唯一保留詩歌朗誦的大專詩社，致
力於詩歌創作及朗誦的各種嘗試，讓詩不只
能讀、能誦，還是一場「視覺饗宴」。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5月 1日
∣

96年 5月 14日

娛樂大無限 薛力中、曾建穎、
黃宏達、林詞硯、
張翊琪、周明誼、
李宛霖、王櫻

此次聯展由美術系大二學生所提供，展品包
括插畫、油畫、水墨、素描、平面作品等，
希望帶給大家輕鬆愉快的視覺享受。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5月 16日
∣

96年 5月 30日

醒來請記得叫我 施怡妙、黃郁軒 此次聯展由美術系同學提供，是以夢境與超
現實意象組成的系列作品，歡迎大家前來參
觀。

總館一樓
大廳

96年 5月 2日
∣

96年 5月 15日

漁情—基隆正濱漁港
場域繪畫創作：2007
何正裕個展

何正裕 何正裕先生為本校美研所同學，此次發表的
作品為繪者長期於漁港觀察，體驗漁民生活
的心得累積

公館分館
二樓展覽

區

服．務．動．態

林秀嬪個展 薛舒云個展 夭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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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隨選視訊系統 VOD歡迎利用

如果你是熱衷影音的網路一族，上 Yo-
uTube 等網站觀看影片早已不是新鮮事，不過
圖書館提供的隨選視訊系統，你是否善加利用

了呢？隨選視訊的全名是（Video on De-
mand），簡稱 VOD，也就是使用者可依個人
需要隨時主動地選擇系統所提供的視訊節目，

打破傳統節目在使用上的被動性，時間上的限

制及空間的侷限。只要你是臺灣師範大學的一

員，連上隨選視訊系統網頁，便可以輕鬆地在

校園、宿舍或家裡，享受觀看影片的樂趣。

本館隨選視訊系統的操作方式很容易，除

了以影片的「關鍵字」查詢外，也有「進階查

詢」（題名、著者等）及分類查詢（依類別、

資料媒體類型、VOD 清單等）。系統目前約
900 種節目（仍在繼續增加中），涵蓋領域廣
泛，包括圖書館利用相關研討會系列影片、本

校運動會啦啦隊比賽紀實、Discovery及國家地
理頻道的科技新知節目、旅遊生活頻道極受歡

迎的“勇闖天涯”系列、“臺灣百年人物

誌”、“華人縱橫天下”、“超級廣告學”、

“臺灣當代影像”紀錄片及公共電視的戲劇節

目：“孽子”、“寒夜”、“絕地花園”及

“人生劇展”等，亦有多部國內外名導佳片可

供選擇，兼具獲取新知與娛樂感動的功能。炎

炎夏日裡不用趕到圖書館來，只要在電腦前就

可以享受圖書館提供的服務，隨選視訊系統歡

迎 你 來 利 用。（隨 選 視 訊 網 址：http:/
/140.122.97.110/kcweb/default.asp）

噴泉詩社年度詩展 娛樂大無限 醒來請記得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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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小檔案

張淑娟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自述：當初因為對於圖書資訊學的興趣，以及

各種因緣際會下，於民國 94 年考上特
考，分發至台北市立圖書館，之後於 95

年考上高考，很榮幸能回到母校服務！

目前擔任採編組西文圖書及電子資源的

採購業務，非常感謝各位主任及同仁在

百忙之中仍熱心指導與鼓勵，日後仍有

許多地方需要學習與成長，也希望大家

繼續給予指教，共同為師大而努力！

● 沈惠英

學歷：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自述：我是採編組今年 5月報到的國科會短期
助理，主要工作是協助教育系甄曉蘭老

師及圖書館處理計畫相關業務，很感謝

秀琴主任與圖書館同仁所提供的協助，

讓我能很快就適應環境，讓業務很快步

上軌道。

●

圖 書 館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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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76期

讀者問題答覆

問：分部圖書館⋯⋯不知道是不是宣導不夠的

關係，雖然規劃了 NB專用區，但是還是
有不少人選擇在一般座位上跟附近的人分

享行雲流水的打字聲⋯⋯希望還是每隔一

段時間有人可以稍微巡視一下稍，微勸導

一下。

答：您好，會請同仁加強巡視，也希望同學能

夠配合，共同維護閱覽環境。

（公館圖書分館）

問：請教薦購的圖書，如果已獲同意，外文書

約多久可上架，感謝！

答：您好，按照過往經驗，若非現貨書，從發

訂到進館，快則約一個月，慢則數月均

有。由於圖書發訂狀況不一，因此無法確

定何時方可採購進館上架外借。如有急

需，請逕與本組張淑娟小姐（sandyc-
hang@ntnu.edu.tw）聯繫，留下聯絡資
訊，於書到館時將通知前來借書。謝謝！

（採編組）

問：我是目前在師大就讀的學生，平日很喜歡

到圖書館閱覽雜誌，圖書館訂閱的雜誌涵

蓋範圍極廣，眾多的種類讓視野開闊了許

多。但近日發現，在中文期刊的部份，似

乎沒有關於古典音樂方面的雜誌。根據自

身的觀察，其實許多學生對古典音樂都有

一定的興趣，因此想建議貴館訂閱相關的

中文雜誌，讓對古典音樂有興趣的同學可

以接觸到最新的古典音樂動態。在寄出這

封建議信之前，曾到書店去搜尋了一下相

關方面的雜誌，發現許多古典音樂雜誌都

已停刊了，目前市面上流通較廣的僅有一

本名為“MUZIK”的雜誌，翻閱過後發
現，裡面的內容都是和古典音樂密切相關

的，且廣度深度兼具，筆觸也不枯燥，非

常適合對古典樂有興趣的大眾閱讀，（以

本身而言，當天在書店就讀得非常的津津

有味！）詢問過其他同學的意見，也覺得

內容相當不錯。因此，想建議圖書館可考

慮引進這本雜誌，讓中文期刊雜誌的部份

可以更加充實，同學的選擇也可更加多

元。一點小建議，希望可以提供給貴館參

考，衷心希望圖書館可以越來越好！最

後，非常謝謝撥冗閱讀。ps.此本雜誌有設
立網站（http://www.muzik.com.tw/），可
參考看看。

答：同學好，您所薦購的“MUZIK”雜誌內容
豐富，適合本校圖書館典藏，已將其列入

明年度期刊訂購清單，感謝您的熱心推

薦，也歡迎繼續使用本館館藏資源，並提

供寶貴意見！ （期刊組）

問：可否增購某些較具市場價值之報刊雜誌？

即是知名度高，受到閱讀大眾所感興趣之

報刊雜誌，如蘋果日報，壹周刊，新台灣

雜誌⋯⋯等，為了促使資訊之流通，本校

要擁有偉大的圖書館，應該從小細節做

起，才能給學生心靈上更多的啟迪，共同

創造雙贏之新局。

答：您好，本校圖書館在定位上屬於大學圖書

館，因此在功能上係以支援本校教學及研

究需求為主要任務。以期刊而言，典藏範

圍係以學術性或教育性之核心期刊為主，

但為顧及讀者休閒之需求，同時亦訂有較

為通俗之一般性雜誌。目前本館已訂有多

種優質之休閒雜誌，例如：天下雜誌、世

界電影、卓越、時報周刊、新觀念、講

溝 通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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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讀者文摘等，均為“知名度高，受到

閱讀大眾所感興趣之報刊雜誌”，數量約

有數十種之多，讀者使用率亦極高；於

“促使資訊之流通”方面，本館所訂現有

報刊雜誌，多具有影響力。關於所建議增

訂之報刊雜誌，亦有其他讀者對此表達不

同意見，因此本館在選擇訂閱報刊雜誌

時，皆以相當慎重週延之態度以進行考

量，力求符合上列「以學術教育性為主，

兼顧休閒需求」原則。感謝您所提供之意

見，亦竭誠歡迎並願您在本館得以豐富心

靈內涵，期許共為型塑一流之大學而努

力！ （期刊組）

問：為什麼一樓的供讀者上網查詢資料的電腦

位子都沒有椅子可以坐呢？雖然用電腦的

時間不久，但站幾分鐘腳還是會酸，反觀

圖書館供民眾查詢館藏資料的電腦不但都

有椅子，而且一樓讓讀者自修的地方也有

椅子可以坐，會不會待遇差太多了吧？

答：您好，總館一樓讀者上網查詢資料電腦區

之所以未提供座椅，係考量避免該區為少

數讀者長時間所佔用，以致其他讀者久候

影響查詢權益，特此說明，敬請理解配

合。 （系統資訊組）

問：日前前往圖書館二樓查找「中華民國教育

統計」，卻發現缺少 94 年版，希望圖書
館能補齊，方便讀者使用。謝謝！！

答：您好，所述缺漏參考資料已向出版單位反

映，請其再次補寄。謝謝！

（推廣服務組）

問：在參觀過師範大學、台灣大學、台北市立

教育大學、台灣科技大學、中央大學等校

後，發現僅有師大與中央大學有如此完善

的多媒體系統，以及不斷更新的影片內

容，實在讓人嘆為觀止！但由於貴校的圖

書館限制校外人士不得使用貴校多媒體區

所提供之影片，實在令人感到遺憾。大學

本為作育莘莘學子，以及有志繼續向學的

社會人士，且其經費亦有部分由國家補助

而來，因此在此建議與懇求，是否可以在

不影響貴校學生優先使用權之下，開放多

媒體區域給校外人士使用呢？如若不允，

是否可以說明其原因？謝謝！

答：您好，首先感謝您對本館的讚許！由於本

圖書館設立宗旨，以本校師生為主要服務

對象，支援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

與公共圖書館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

象，在設立宗旨與功能任務有所區別。目

前本館多元學習—資訊檢索區已適度開

放提供予校外人士查詢使用電子資源服

務，而視聽區由於座位僅十餘個，欲充分

滿足本校師生學習休閒需求已明顯不足，

實無法提供予校外人士使用，據悉臺灣大

學等大學校院亦僅開放校內師生使用。臺

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及各分館、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等公共圖書館，皆有提供相

當豐富之視聽館藏資源予社會大眾使用，

如有相關需求，建議可就近利用公共圖書

館之服務與設備。特此說明，敬請理解配

合。謝謝！ （推廣服務組）

問：教育地下樓圖書要不要搬到分部圖書館變

成開架式？

答：目前教育學院大樓地下室所置放之圖書約

有 6萬餘冊，包括參考書、過期期刊合訂
本、罕用之圖書，內容多以文史、教育、

社會科學等圖書為主。其學科主題領域與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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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 76期

公館圖書分館因地制宜所典藏之理工圖書

性質差異甚大，基於整體館藏發展配置考

量，不宜移至公館分館存放，以免徒增調

閱與管理上之困難。 （典閱組）

問：影印紙要不要多購 B5尺寸？
答：由於現有之複印機僅能擺放三個紙匣，故

選擇印量需求最大的A4直式、A4橫式與
B4三種紙張規格。您是第一位反映B5需
求的讀者，本館將持續收集其他讀者意

見，做為未來調整紙匣規格之參考。在未

調整之前，建議您選用B4紙匣以複印B5
文件。 （期刊組）

問：查詢系統有問題，用關鍵字無法看到書籍

情況。

答：您好，「館藏查詢」系統升級新版本後，

因字碼顯示採用 Unicode，致部分中文關
鍵字查詢時無法對應到正確的字碼，故無

法連結查詢結果。若以英文關鍵字查詢則

無此困擾，可正確顯示所連結的館藏訊

息，本組將儘快解決中文關鍵字的查詢問

題。 （系統資訊組）

問：能否請圖書館將「借閱紀錄查詢」的頁

面，在輸入資料後，能以整頁開啟呢？目

前（約從本學期期初開始）都只能以下半

部的頁面來顯示，使用起來不太方便。還

望館方協助，謝謝！（備註：也曾使用過

圖書館內的電腦查詢，結果也是相同，因

此應可排除個人電腦設定上的問題。）

答：同學好，有關個人借閱紀錄查詢，螢幕顯

現出兩個框架，是希望讀者就個人的瀏覽

需求自行調整所需的頁面大小，如果您希

望以整頁模式瀏覽某一框架內訊息時，只

要將滑鼠移到該框架邊緣，即可將該框架

調整成一整頁，敬請參考。謝謝！

（系統資訊組）

問：初次使用圖書館網頁發現無法輕易查到我

想要的資訊包括各樓層有哪些類別的藏書

查到了書藉也無法輕易看出在哪一樓層小

小建議。

答：欲知總館樓層藏書類別，請見本館網站主

要項目區（黑底白字區塊）之「圖書館導

覽／線上導覽／樓層配置簡介」—

（http://www.lib.ntnu.edu.tw/libweb/guide/
floor.php），查詢本館館藏目錄（http://
www.lib.ntnu.edu.tw/libweb/collection/web-
pac.php），每筆書目資料欄位均有「館藏
地」（含總館樓層）訊息顯示，敬請確

認。初次使用本館網站，建議可從上方書

籤區之「網站導覽（地圖）」—（http:/
/www.lib.ntnu.edu.tw/libweb/bookmarker/
wstg.php）入手，有助於瞭解本館網站內
容之概況，不致產生所述誤解。

（典閱組）

問：由於目前預約借書系統有改變，讓讀者不

能自行選擇你一本書要預約借書，其實不

太方便！尤其有的書目雖然顯示在館藏可

借書系統欄位，但其實在架上不見蹤影！

例如：想借閱江兆申著，「關於唐寅的研

究」，架上顯示總圖有 2本書，但其實只
有一本被外借，另一本在架上找不到！

（請館方協尋也遍尋不得，而預約借書又

不能提早預約確定有被借到的書）

982.86 345-089 B10259291 可外借

總館 7F
書架

982.86 345-089 BM0008387



20

可否請館方系統人員予以考慮更改回之前

預約借書的功能服務，讓讀者可以選擇欲

想預約借書的書目，這樣子也讓館藏能夠

流通到更多讀者手中。煩請斟酌考慮原有

系統的功能服務！讓更多讀者有真正借到

書籍的機會！謝謝！

答：同學好，現行預約系統功能目前並無改

變，配合本館圖書流通預約制度，包括

—

1. 該書是否被借出（僅限已被借出之圖
書）

2. 該書是否被該讀者借出（讀者不得預約
手上借出之圖書）

3. 預約冊數是否符合讀者身分（大學部 3

冊，研究生 10冊）
因此每筆預約均需逐一核對是否符合上述

條件，您目前已預約該本圖書，待該書歸

還後，即會通知前來借閱。如果仍有疑

問，請於開放時間面洽或電詢總館一樓出

納台（02-23939740 轉 111 或 112），謝
謝。 （典閱組）

問：理院圖書館要下地下室的樓梯，每次下雨

天就會很滑⋯⋯兩邊都一樣，滑得很誇

張！！這幾個禮拜都有各系的書展活動，

而且又碰到梅雨季，人一多真的很危險能

請學校改良一下麼？！謝謝⋯⋯

答：理院圖書館的樓梯—已轉知將進行清

理，天雨易滑務請儘量當心慢行。

您好，昨（5/21）日已轉知分部學務組，
負責學生活動的承辦人員會請事務組進行

清理。由於連續雨天石板很容易長青苔，

同學上下樓梯時請儘量當心慢行。謝謝反

映。 （公館圖書分館）

問：學校所購置的 Endnote X有無Mac版本？
答：本館所購置的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提供

Windows 及 MAC 兩種版本，如欲下載
MAC 版本，請至本館首頁點選「電子資
源／電子期刊與資料庫／資料庫檢索／ E

／ EndNote ／[ 2 ]EndNote 10（MAC 版
本）」，歡迎多加利用！感謝反映。

（採編組）

問：今天要還書，但是 webpac 卻無法查詢借
閱紀錄，無法知道最近要還哪幾本（最近

的一起還），好像有幾本因有人預約所以

要在最近還，因是從淡水趕來，下次去是

下星期了，一定會被罰錢了，希望趕快修

好讓我查詢，或可以請幫我查一下（提供

學號）感謝∼另，若是這種情形造成無法

確知（因有預約不確定的因素），還是要

罰錢嗎？或是否可通融？若一次多本，一

天可能就要二三十元了⋯⋯負擔有點大

答：同學好，今晨由於主機過熱當機，隨即通

知系統資訊組同仁處理，已於半小時內恢

復正常，不致影響讀者權益。經查您的個

人紀錄如下—

1. BM0293013 m6

夏朵英文 :寫作速成 06-07-07 催還

2 BM0153426 m4

四書作文作法分析 06-07-07
3 B10358568 m4

國文教學新論／王更 06-07-07
4 B10598879 m6

資訊架構學：網站應 06-09-07 催還

目前共借 60 冊，有數本書近日到期，詳
細借閱紀錄請上網查詢（http://opac.lib.
ntnu.edu.tw/screens/pin.htm），造 成 不

便，特此致歉。謝謝！ （典閱組）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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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61.48059 589

資訊國力年鑑 .--臺北市：行政院科技顧問組e-Taiwan

辦公室, 2005-[民 94-]. -冊：圖,圖表；27公分 .-ISBN
9860039690（2004年：精裝）：NT$800; 9860067422

（2005-2006年：平裝）：NT$800

「資訊國力」指的

是一個國家應用資訊科

技、網際網路技術所組

織和傳播之資訊及知

識，以提升企業、教

育、社會、政府各部門

之運作品質，所產生的

力量。

資訊國力評比可讓

我們掌握「資訊國力」發展狀況與議題，進而

能夠推出對策，落實數位台灣計劃的推動。本

年鑑整合了年度的研究、規劃與評測成果編印

成冊，提供各機關單位參考運用。

R 703.059 741 2005

臺灣藝術教育年鑑. 2005 / 鄭明憲總編輯 .--初版 .--臺

北市：臺灣藝術教育館, 2006[民 95] .--328面：彩圖,
圖表；30公分 .-ISBN 9860078688（平裝）：NT$400

2005 年台灣藝術
教育年鑑是以學校藝術

教育為主。年鑑史料的

時間規範為 2005 年的
斷代史為主。一般性通

則為對於跨越年代的則

以出現或發生於 2005

年的都列入。在藝術教

育重要大事紀下對於各

領域或跨領域的藝術教

育研討會、講座、工作坊、以及重要資料彙編

的博碩士論文等，資料的年代劃分收集與否各

有詳細說明。

本年鑑大體分三大部分：2005年藝術教育
的現況分析與展望推論，包含視覺藝術、音

樂、表演藝術等各分領域的年度發展概述；

2005年的藝術教育重大事件活動成果與研究論
文等，包含重要紀事、活動成果、法規發佈、

博碩士論文、藝術教育機構、與重要競賽成果

和藝術教育網站等；以及最後以人名、機構、

法規為主的索引。

參 考 書 選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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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

一月二十四日

下午 2: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議題包

括： 購置「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校園

版； 確認 96年度 CONCERT 電子資源之採

購清單； 圖書登編移送流程； 林口校區圖

書分館 96 年度經費事宜； 訂定圖書館閉館

處理原則； 修訂本館「代借代印服務」辦

法； 添購第二書庫D、E 區書架。

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 11: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召開

「新春門神年畫展」第二次協調會議。

二月六日

上午9:00~11:30，於本校大門前，舉辦新

春門神年畫展開幕活動，本校校友立法院王院

長金平蒞臨剪彩，為新春先添喜氣。

二月十五日

上午 10:30，於總圖書館八樓會議室，召

開本學期（95 學年度第二學期）館務會議；

12:00 舉辦全館同仁年終餐敘，地點為仁愛路

上海鄉村餐廳，邀請郭校長義雄等校內貴賓，

以及本館已退休同仁共聚一堂。

二月十七日~二十五日

年假、休館。

●

●

●

●

●

三月七日

上午 10: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由張副

校長國恩兼館長召開「數位典藏小組」會議，

召集美術系、圖資所、圖傳系、設計所、圖書

館等單位主管共同討論本校可數位之資源，本

館協助提供數位環境預定為二樓原藝品中心之

場地。

三月九日

下午2:00，校史展示討論空間規劃由廠商

畫圖說明。

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8:30~10: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社

教系林美和老師帶領大三學生與本館各組主任

座談，就本學期暑假實習事項進行雙向溝通。

四月四日～四月六日

春假、休館

四月十三日

上午 11: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召開主

管會報，推薦本校優良人員，並決定本館自強

活動時間為 5月 13日。

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舉辦國立師範大學學術分享研討會，由本

館主辦，張館長國恩總策劃，郭秘書美蘭、張

主任秀琴、陳組長敏珍、洪組長世昌共同承

辦，圓滿成功。

●

●

●

●

●

●

圖 書 館 大 事 記

九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至九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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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

上午 10:00~12:00，於總館八樓會議室，

舉行林口分館約用人員面談，由全館各組主任

共同面談。

五月十三日

本館自強活動，前往宜蘭三富花園農場，

同仁暨眷屬參加人數約 80 人。

●

●

五月十四日

下午 1:30~2:30，本校陳副校長瓊花與人

事室林主任淑端至館進行人力訪視，為全校人

力精簡作業流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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