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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自三樓搬遷至二樓，工程作業已經結束並驗收完成，系統安裝亦完成，於 2 月 1 日正式啟
用電腦教室，值晚班機動同仁於值班前到教室手動關掉電腦。
圖書館自元月 16 日開始開放圖書續借一次及期刊外借不限冊數。
資料庫廠商完成 ProQuest Health Research Premium Collection、ProQuest Ebook Central、RefWorks 書
目管理軟體、華藝線上圖書館、Elsevier eLibrary、Micromedex、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全文
報紙資料庫（udn）、原版報紙資料庫（udn）9 個資料庫的單張簡介，以及 5 分鐘左右的中文影片
介紹。
更新圖書館網站中的 34 個資料庫指引，讓讀者可在一個頁面中看到各個料庫的文字簡介、各式指
引、影片或線上課程等。
讀者除了原先從 SmartWeaver 連結電子書，現在也能從 Enterprise 查到電子書。預計每半年更新一
次書目檔，由參考提供 MARC 檔。
為協助桃園分院圖書館的評鑑，今年起將 5 種本館持續收到但不上架陳列的西文紙本期刊，由累積
一年後轉贈的模式改為定期轉贈，以增加該院圖書館西文現期紙本期刊的館藏數量。

201802 原放置於圖書館門前的寄物櫃，其中一組移至還書箱旁，另一組移到二樓玻璃門外放置。
護理部之護理館同仁已於 2 月 26 日完成搬遷暫駐本館。有一位顧問及外包人員，因須要頻繁進
出，經館長指示，幫她們二位貼條碼建門禁，但不能借書。
因電腦教室座位較狹小，為提供讀者置物的空間，將閒置之三層木質書架三座及掀背式期刊架移做
置物置杯架，除可便利讀者使用外，亦可活化傢俱的利用。
更換新的影印機，改成使用晶片卡。
行動載具網頁上的「選單」重新修正，與普通版的排列方式一致。並為行動載具網頁加入「最新消
息」、「新進資源展示」以及，「電子報消息」區塊。為針對有網路流量限制的手機用戶，「新進
資源展示」不會自動輪播，須手動點擊。
從各大出版社提供的使用率報表中，發現有一些期刊本館未訂購但使用率蠻高的。進一步查核後確
認是 OA（Open Access）期刊，已經利用 SFX 功能將這些期刊在 Smartweaver 上建立連結，方便本
院同仁連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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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25 本院新竹分院圖書館新進館員彭于軒小姐來館受訓。
電子期刊發生在院外無法使用的情形，主要係使用之系統「AutoRPA 系統 5.3 版」已超過 6 年，現
在電腦科技進展快速，目前多家國外大型期刊出版商為提升資安層級，更新查詢平台，而因 5.3 版
之版本太舊無法通過最新 SSL 及 TSL 資安連線認證，致本院多項購置或租用醫學數位電子期刊或資
料庫，在院區外無法連線使用，僅在院區內尚可使用。
圖書館歷年來上傳至 e 療數位學習網（eLearning）的教育訓練課程等檔案共有 314 個，eLearning 將
於 107 年 3 月 31 日關閉主機，故備份重要檔案至 VHS 北區數位學習網比對，確定保留 22 個檔案
及其附件，其中 18 個檔案因講師僅同意上傳 PowerCam 錄製檔至 eLearning，故下載後將備份於圖
書館隨身硬碟中，不上傳至 VHS。
修正圖書館課程報名網頁 2010 至 2018 共 9 年的線上課程網址，刪除 eLearning 連結，全數改為
VHS 連結。
3 月 28 日實證醫學中心研究組會議，正式接受全院同仁的預約諮詢，圖書館的任務是：文獻搜尋策
略與醫學資料庫使用。
三樓醫學教育人文空間外牆之電視牆播放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8:00 到晚間 9:00，週六及週
日暫不播放，若週六因有活動，特殊情況下才會調整開放時段。在業務上有宣傳必要者皆可自行做

成 ppt 檔上傳，第一張一定是標題及發佈單位，資料會展示七天，七天後系統自動會砍掉。系統開
關機及電視螢幕開關機皆不需人工操作，都由系統控制，新檔案不會隨放隨播，系統設定每兩小時
重新開機執行程式一次，這時才會帶入新檔案播放。
圖書館早年使用資訊室設立的代理伺服器功能 Proxy 因資訊室考慮到資安問題無法解決，已在三月
份發文全院停止使用。
201805 107 年館際合作大會，本院圖書館獲得醫院圖書館組第二名。
107/5/24 陽明大學圖書館之姐妹館首都醫科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及資訊館員來訪，經過彼此間工作經
驗的交流，她們也對本館的運作留下良好的印象。
Apabi 方正中文數字學苑，2013 年該案啟用通知上列有 2 家分院 IP 資料。因代理商已由漢珍公司
換成文崗公司，採購方式與原代理商不一樣，現行能處理的方法是將桃園分院加入可使用系統。其
餘分院由於無使用的記錄，因此將無法使用。
AutoRPA 的新版已安裝好，在院外用 AutoRPA 軟體轉換 IP 看全文的問題已解決。
資訊室通知原放 AutoRPA 及本館多種應用程式的主機 T5220 機器已老舊，要本館移置到本院虛擬主
機上，因原 T5220 主機為 UNIX 系統，而本院 VM 主機為 LINUX 系統，必需做轉換的動作，相對應本
館在舊主機上的網頁檔將近 6 千多個檔案都必需由 big5 檔改成 utf-8 的檔格式，同時內部文字也
做了些修正。
因為本院同仁近年來亦有投稿到大陸期刊的情形，故為求資料的完整性，自本年度起查核自 CNK 中
國知識網有收錄臺北榮總同仁文獻；從 2018 年機構典藏同仁研究論文著作資料庫將完整收錄本院
同仁所投包含大陸出版的期刊的稿件。
提供北榮員山分院 107 年電子資源統計資料以供評鑑使用。
提供北榮新竹分院評鑑所需資料：104-106 年職類電子資源清單，職類包含：護理、藥事、檢驗、
放射、物治、職治。
提供中榮埔里分院評鑑所需資料：107 年職類電子資源清單，職類包含：護理、藥事、放射、檢
驗、物治、職治。
NEW TOEIC 應考特訓課程（初級）暨補充課程（配合 2018 年 3 月公告之新制內容）：今年買斷，與
資訊室錢國華先生討論後，決定第 1-3 年免費連線至原廠主機使用，第 4 年起若繼續連線至原廠主
機，可支付連線費用（約決標金額 3%，預估每年 4,500 元左右），或將該系統內容搬至本院主機存
放，繼續提供全院同仁使用。
重新提供資訊室所需文件供改版 Micromedex InfoButton 在 HIS 系統的呈現方式，期能更符合使用
者所需。
資料庫單張簡介及教學影片已全數完成，因部份影片僅授權院內使用，故教學影片轉檔後，上傳至
2 個平台：1 個是院內 Smedia 平台，另 1 個是圖書館 YouTube 頻道。所有的簡介可在 SmartWeaver
各資料庫的使用說明區找到，或是連結【圖書館首頁→館藏查詢→資料庫資訊→資料庫指引】，依
需求查看。
201806 本年度的圖書館委員會將由張文玲接管業務。
日本筑波大學圖書資訊研究院盧敬之教授與他的博士生劉倩秀小姐，預計要出版《兩岸四地傑出圖
書館、檔案館及博物館傑出工作者訪談（精選）》，希望能充實多加入幾位台灣的大學圖書館館員
的訪談內容，因此盧教授邀請本院圖書館及正修大學資訊處圖書館主管接受線上訪談，已經上簽呈
報備。
流通櫃台有連續 1 個小時以上或半天以上沒有負責館員在時，由流通負責人排定館員支援輪值表，
以後按順序輪流支援。

有關本院、三院之資料庫評估（查看統計、廠商來訪等）、採購等相關業務，自 107 年 7 月 1 日
起，移交戴華莪處理。
已打造完成假書封設計 APP，版面配置以 A4 來設計，有其他三項功能：輸入任何文字可以快速轉
成二維碼（QR code）。2.用關鍵字找書封，然後匯入圖片。書封來源目前有博客來及 Abebooks，
計兩個網站。3.用關鍵字到館藏目錄查詢系統搜尋館藏資源（網址：
http://tghtpe.ent.sirsidynix.net/client/zh_TW/vgh），並匯入書名、作者、索書號等圖書資訊。
行動版網頁左側選單中，因有部分頁面的資料從未維護，且讀者也未使用，故移除掉。被移除者：
【Ｅ學資訊→網路資源】、【Ｅ學資訊→搜尋引擎】、【榮陽團隊】。普通版網頁選單仍保留原
狀。
201807 Micromedex InfoButton 分別顯示藥物、疾病和衛教的按鈕，門診系統、電子病歷系統已完成。
AutoRPA 主機改變，相對應的連結語法也變更，本館將相對應的網頁及自動化系統上電子資源的連
結語法一併變更，也修正該 login.htm 網頁上文字及圖形。
花初雨完成列印新書書封程式，可減少列印推廣書封人工作業工作。
310.2 電腦資訊、410.2 部份醫學類架位已滿，挑出較舊長期無人使用的書置於待淘汰書區，挑出
的書背會貼上標記註明挑出的年份以方便未來淘汰作業。
花初雨於八月初將本館普通版新網頁主機的作業系統及相關程式架設於資訊室分配的新主機，位於
201808

本院虛擬主機(VM)上，採用的是 Linux Cent OS 作業系統，將 2 萬 6 千多個檔轉上去，並修正檔案
的主機位置，由原 http://homepage.vghtpe.gov.tw/~library 取代為 https://library.vghtpe.gov.tw ，另
big5 改成 UTF8 格式。公版、行動版網頁的所有網址也一併更新，QR code 亦同。
完成 2018 年全院西文核心期刊調整作業。新訂 8 種期刊，刪訂 8 種期刊，總計 44 個單位 688 種核
心期刊。

201809

UpToDate 和 Micromedex InfoButton 在 HIS 系統的使用量，資訊室已建置完成，每點選一次小圖示
即計算一次。往後將定期加入圖書館的月統計報表。
RPIS 及本院各單位投稿使用之中英文名稱對照表，新增：(1). 失智治療及研究中心（Dementia
Treatment and Research Center）。(2). 腦中風暨腦血管疾病中心（Stroke and Neurovascular
Center）。
本館網頁新主機已上線，舊主機已不再使用，為統一規格已將原 Internet 及 Intranet 兩個不同主
機資料合而為一都放在 Internet 主機上，Intranet 資料仍舊由輸入帳號密碼方式控管。

201810 櫃台監視器完成購入及裝置啟用。
電腦區將劃分為本院同仁與院外讀者之使用區，以保護本院同仁利益，平日採彈性方式處理，遇本
院同仁欲使用而電腦數量不足時勸離院外讀者之依據。
為維護本院研究成果管理系統（RPIS）資料的正確性，今年本館連同林口長庚、臺大醫圖共同分
工，一一下載 InCites JCR 的 235 個學科領域，再將彙整後的檔案轉成 RPIS 可接受的格式，重新匯
入 RPIS 系統供全院同仁使用。
本館最新訊息公告進行改版，由花初雨架設「後台管理平台」，建置了「訊息管理」，主要是解決
檔案不會覆蓋的問題，以後各業務同仁可以自己處理自己想發佈的訊息，發佈訊息的流程首先在
NEWS 部落格發表或在 FB 發佈也可直接引用外在訊息來源，祇要在訊息後端管理端寫上標題及 URL
即可，順便可註記消息上架下架時間點，或標示其重要性需不需置頂以表示重要性，下架時間到時
自動消失存在資料庫當中，舊訊息亦可查詢。根據需求再擴充「電子資源廠商統計」、「登入帳號
管理」等資料管理，放置於圖書館主機內，以虛擬環境運行。
201811

改變本館最新消息的展示方式，可掌握時效性，為了配合未來 RWD 的版頁模式，改版的過程均會
用響應式網頁語法來完成。

圖書館【行動版首頁】的臉書框架（使用 HTML iframe 標籤）考量到安全疑慮以及載入速度，改用
圖片代替（使用 HTML img 標籤）。
為了讓刊名標示更清楚及獲得最新訊息，新增製了中文期刊散裝區的期刊 QR Code 共 177 種。
為保障本院同仁之權益，電腦區 24 台電腦分配使用：其中 20 台座位上註明【本院同仁優先使
201812 用】，另 4 台註明【院外人士請使用此機台(院內同仁亦可使用)】，以為區分與執行參考。若遇使
用糾紛，按電腦使用原則，先 後順序，平和排解，以保障本院同仁權益。
將從 2001 年的歷史訊息全部轉檔完成放在圖書館首頁上，以下拉選單方式選擇年代呈現，同時並
設計了檢索框可以檢索該年度資料。
原每天做備份的電腦機房主機，初雨將該工作設計成完全自動執行，每週一~週五的深夜時段（凌
晨一點至早上六 點）運行自動備份，也會將上週同一天檔案先刪除，以保留硬碟空間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