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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動線特色407040275 彭晟樟

407040378 陳玟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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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275 彭晟樟

407040378 陳玟瑋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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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275 彭晟樟

407040378 陳玟瑋

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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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275 彭晟樟

407040378 陳玟瑋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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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275 彭晟樟

407040378 陳玟瑋

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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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275 彭晟樟

407040378 陳玟瑋

一樓

活力區(已改建完成)

二樓

多媒體+學習共享空間(正在施工改造中)

三樓

四樓

安靜區(傳統的圖書館空間)

自習和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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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特色407040495 林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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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495 林宥同

醫圖新書 休閒書刊
醫學人文

圖書
主題館藏

臺灣近代

醫療文物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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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核心館藏區」專架陳列
• 限館內閱覽
• 部份核心館藏提供電子書服務(可 24 小時連線使用)

407040495 林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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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及臺大醫院秘書室所執行建置

針對醫學校區中重要而特殊之醫療文物、照片和圖書等資
料，進行整理、分析、數位化和建置資料庫

預計將有助於民眾瞭解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醫療歷史，
並且可以達到下列目的：

1.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保存我國醫療發展
史之紀錄。

2.促進醫療人文、學術和教育之研究發展。

3.完整呈現臺灣文化與社會多樣性。

臺灣近代醫療
文物資料庫

407040495 林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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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醫學院臨床學科各單位及醫院所典藏自日治時期
保存至今之珍貴醫療器具與器械。

舊籍：日治時期以來醫學校區中重要而特殊之醫學舊籍、
醫院舊檔案…等相關資料。

期刊：醫學校區中所典藏自日治時期至今出版之醫學期
刊論文。

照片：包含醫學校區與醫院所蒐集，日治時期以來與建
築、醫療、儀器、重要人物等相關之老照片。

臺灣近代醫療
文物資料庫

407040495 林宥同



服務特色
13

407040483 陳鈞婷

407040574 陳芳綾



一樓
智慧全自動還書箱(書本內頁附有晶片)

輕食區提供讀者放鬆或討論

文創輕便區(販賣台大相關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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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483 陳鈞婷

407040574 陳芳綾



四樓

創客學習區(提供大圖輸出印表機)

不定期開設資訊相關課程

研究小間門禁系統(飯店式清掃服務)

其他：可供醫學系校友拍攝婚紗(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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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483 陳鈞婷

407040574 陳芳綾



網站組織架構特色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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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網站架構完善且精美，
為使用者提供一個舒適且簡單易懂的使用者介面，
在此為大家介紹幾項較常用到的項目。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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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M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使用教學懶人
包，輔助新的使用者快速且精準的找到方向，
蒐集所需資料。

• 懶人包的下方有一個讓使用者反應極表大感
想的介面。使用率也非常高。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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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項:可以自行選擇
所需之資料型態。
如:期刊，報紙學術資
源，論文，錄音影資料，
地圖等等。
字詞項:就如同布林邏
輯。
紀錄中任何地方項:就
是書目項，可選擇提名，
作者等等資訊進行複雜
的檢索。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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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資料除了有日
治時期對台灣民俗調
查之資料，還有台灣
要塞與番地之地圖，
皆不可外借。
此外論文的數位化除
了台灣帝國大學還有
國立台灣大學學識的
學生們的論文。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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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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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期刊範圍包羅萬象，各類學科都有。可透過
BrowZine開啟，功能包括：可透過主題分類或檢索
方式找到有興趣的期刊、可檢視現刊與過刊的期刊目
錄、可建立個人書架收藏特定期刊、可將文章儲存至
行動裝置離線閱讀、可儲存至書目管理軟體，並可透
過社群網站與他人分享。

• 資料庫大多為醫學性的，少量資料必須在台大網域才
能使用。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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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服務內容包含:讀者的證件借閱紀
錄查詢、代借，以及一些參考諮詢。

• 另外還有一些服務與介紹，包含館內
場地的借用，學士論文的線上繳交，
還有失物招領線上查詢等等。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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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館內活動介紹與回顧

• 數位學習僅限校內網域使用

407040146 周宏濬

407040524 徐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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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訪談407040134 陳昕漢

407040380 胡丞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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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134 陳昕漢

407040380 胡丞漢

Ans.
雖然我不是負責買書的，但我知道我們圖書館近年的館藏
徵集沒有增加，就是書籍部分的費用沒有增加的。以前圖
書館經費較多時，可以透過介購提出申請，通常有很高的
機率可以購買到圖書，不過現在系所老師推薦要買教科書
之類時，會要求該老師所屬的系所，自己出錢買自己系要
的教科書。因為現在圖書館買館藏的經費是綁在一起的，
但經費主要是花費在期刊上，所以會壓縮到圖書的部分，
因此我們甚至還要刪定我們覺得比較不需要的期刊。

1.今年或去年台大醫圖的經費跟往年
相比是有增加還是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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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134 陳昕漢

407040380 胡丞漢

Ans.
雖然裝訂期刊並不是常常被調閱的，但還是會有一些人來
做借閱，像現在電子期刊還無法完全取代傳統期刊，有些
電子期刊商買不到舊的期刊，讀者挖到這麼舊的資料還是
只能到圖書館來借閱紙本。所以本來不是很常使用的裝訂
期刊，從原本所在的二樓慢慢地移到其他外圍書庫，釋出
一些空間來做其他使用，之後其他圖書館空間都是這樣做
規劃。書籍的部分因為中西文的書購買不多，三樓的空間
就足夠擺放使用。

2.台大醫圖中的館藏佈局是如何規劃的？
(電子館藏跟實體館藏比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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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134 陳昕漢

407040380 胡丞漢

Ans.
因為經費的問題，館員人數是有較往年少一位，雖
然人數上不常變化，但未來館員人數不會增加只會
減少。部分的工作台大會兩年做一次輪調，但專業
性或經驗性需求比較高的單位或職位，不一定會輪
調。

3.台大醫圖館員的人力變遷是如何？大
概會多久會做業務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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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134 陳昕漢

407040380 胡丞漢

Ans.
我們這邊有分醫院的同仁跟醫學院的同仁，因此每
個人的編制不太一樣，像我自己是考公職進入圖書
館的，我的升遷方式是由國家規定的，依照我的年
資、考績等，所以我的主管無法幫我升職或加薪，
一切都還是得走國家的編制、規定。

4.台大醫圖有沒有館員升遷的制度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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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0134 陳昕漢

407040380 胡丞漢

Ans.
台大醫圖每年會有三~四場教育訓練，請講師針對
新的議題進行講課，像最近請一些廣告公司的講師
來講社群行銷這部分，像怎麼使用Youtube, IG來推
廣行銷圖書館，因為都蠻有趣的，大部分的館員都
會參加。

5.是否會為館員的繼續教育辦一些課程或
活動？如果有，館員會想參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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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璽醫圖改進建言407040407 吳欣慈

407040639 邱繶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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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璽醫圖空間雖小但五臟俱全，天花板設計
讓空間不會顯得狹小，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空
曠，因此在一樓大廳可以再挪出空間或者圖
書館外擴到外部走廊來進行道具的擺設，設
置能夠實際手作的區域。

國璽醫圖可以仿效臺大醫圖，設有教材製作
區，此外還有視聽室和討論空間。也能夠再
試著增加創客學習區等滿足讀者需求和教學
的設備。

407040407 吳欣慈

407040639 邱繶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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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圖會安排有關資料庫的使用方法
進行研討之類的活動，但相較之下，國
璽醫圖這方面的安排似乎稍嫌薄弱，可
能可以再對教授或醫學相關科系學生開
發更多資料庫使用的相關講座或小型研
討會。

407040407 吳欣慈

407040639 邱繶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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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璽樓圖書館內空間規劃相當的不錯，對
於輔大各圖書館的建築是相對來講較為舒
適的。

台大醫圖也有其特色閱讀室，但若以學生
的角度來看，去到圖書館我需要有讀書的
空間，在整體空間央較於台大醫圖還小的
情況下，可以將特色討論區外擴到圖書館
外的公共空間進行更多的空間利用。

407040407 吳欣慈

407040639 邱繶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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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醫圖的改建，臺大不只運用校內撥款的
經費，也在門口擺放一台自助捐款機，這樣
可以讓整個圖書館有更好的空間提供給自己
和其他的學生，學校也可少掉一點點點的預
算擔憂。

此外，臺大醫圖的團體討論室是只要申請了
時間到刷入登記之學生證即可進入，但在輔
大則需要至櫃台換證，才能進入，國璽醫圖
可以參考臺大圖醫的做法，升級團體討論室
的門禁系統減少一些多餘的手續和時間。

407040407 吳欣慈

407040639 邱繶霏



臺大醫圖致力於提升教職員的資訊使用素養；國璽醫圖亦可學習，舉
辦多種活動以及講座，提升使用率。
在整體硬體設備表現上，臺大醫圖相較於國璽樓圖書館來的先進，在
這方面如若有更多經費時可以再參考進行設備更新。
大學醫學圖書館是該學校醫學系的核心，唯有在每個面向——自動借
書機、閱讀區、討論室、視聽間等各個層面，將這些與教學和知識結
合，才可以讓醫學圖書館變成一個優秀的，陪伴學生學習的好去處。

407040407 吳欣慈

407040639 邱繶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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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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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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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

http://ntuml.mc.ntu.edu.tw/Fpage.action?muid=105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

http://140.112.128.4/gs32/ntumclib/index.html

 場地與設備：

https://reurl.cc/24A5N9

 輕食區圖片：

https://reurl.cc/qDbMX0

http://ntuml.mc.ntu.edu.tw/Fpage.action?muid=105
http://140.112.128.4/gs32/ntumclib/index.html
https://reurl.cc/24A5N9
https://reurl.cc/qDbMX0


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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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 負責人員

空間動線特色資料蒐集、整理 407040378陳玟瑋 407040275彭晟樟

館藏特色資料蒐集、整理 407040495 林宥同

服務特色資料蒐集、整理 407040483陳鈞婷 407040574 陳芳綾

網站組織架構特色資料蒐集、整理 407040146周宏濬 407040524徐翊恩

館員訪談資料蒐集、整理 407040134陳昕漢 407040380胡丞漢

國璽醫圖建言資料蒐集、整理 407040407吳欣慈 407040639邱繶霏

PPT彙整、美編 407040548陳姿樺

上台報告、書面整理 407040550宋珮禎 407040562古晉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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