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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2017-18
新學年

支援學生學習歷程 — 學習支援團隊
學習支援擁有一隊專業的圖書館員，幫助同學如何開始檢索資訊和支援往後的資訊需求。學習支援提供一系
列的服務和活動，讓同學能為日後的功課及考試做好準備。同學由中學升上大學，過往習慣使用社交媒體或
“Google”來尋找資料，但對應大學學術研究的要求，這是不足的，同學必須進一步探索和學習使用圖書館所
提供的各種資源，以應付大學的要求。學習支援團隊致力幫助同學提升搜尋高質量資訊的技巧及方法。

我們竭誠為你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館長
的話

使用圖書館的益處
無論是留校、課程成績、GPA、批判思維甚至公民參
與，有證據說明圖書館與學生學習及成功方面存在正
面的聯繫。一個在美國 50 多個校園圖書館進行的研
究 * 結果顯示：

迎接新學年

• 以某種方式使用圖書館的學生（例如流通、圖書

新學年伊始，我們歡迎新生及重回校園的同學及教職

館指導課程的參與、使用線上資料庫、使用研習

員。我相信迎新輔導時，有關你的課程、書院和大學

室、館際互借），比不使用圖書館的學生取得較

設施的資訊，會如排山倒海般壓下來。對於重回校

高水平的學術成功。

園的同學，要跟上所有暑假的變化，尤其是「檢索
易」的引進和崇基圖書館地下的翻新工程，該是很具
挑戰性。最好的開始點是圖書館網頁 http://www.lib.
cuhk.edu.hk/sc 和我們的面書。視頻剪輯、常見問
題、工作坊及更多其他資訊都已俱備，讓你知道更多
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
但我的主要信息是，在來年使用圖書館對學生的學習
及成功會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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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迎新講座及工作坊

• 在課程初期時提供的資訊素養指導，幫助學生在

陳艷琳女士

學科資源指引
圖書館明白不是每個同學都有時間參加圖書館所舉辦

課程中表現得比那些沒有指導的學生更好。

的講座，因此圖書館編制了各種有關資源、學科及學

• 學術圖書館與校園其他單位合作，為學生帶來正

習技巧的指引，以提升同學的資料搜尋及評估的終身

面益處。圖書館指導改善學生在校內核心能力的

學習技能。另外，圖書館更開發了 ResearchSmart

成就及通識教育的成果，例如探究式及問題解決

自學課程，協助同學學習有效地應用數碼科技及資源

學習，包括有效地辨識及使用資訊、批判思維、

進行學術研究的技巧。

倫理分析及公民參與。
• 圖書館研究諮詢提升學生學習。與圖書館員一對
一或小組的參考及研究協助能提高學術成功。

所以請各位同學儘量使用圖書館，不論是親臨或是在線上；教職員，我們樂於與你們合作協助提升學生學習。
我們期待你的回應，並祝你在來年事事順利。
大學圖書館館長
李露絲

為使新同學能儘快適應大學生活，圖書館會在新學年
開始時舉辦迎新講座，之後也會推出一系列的講座及
工作坊介紹圖書館的各項資源及服務。今年圖書館的
新系統「檢索易」正式推出，建議同學們儘快報名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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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迎新講座及工作坊，認識我們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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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想知道更多！

需要。各院系或特定學科由專業的圖書館主任負責聯

圖書館了解同學有時也希望在特定學科中獲得更多個

絡統籌，促進溝通及合作。如果你想得到進一步的幫

人化的指導，因此我們的院系聯絡計劃正好切合你的

助，歡迎與他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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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期館訊提及之善本外，建築學圖書館另藏晚清末

開設建築工作室，興建醫院、教堂、學校。艾術華其

期出版有關中國建築之珍本，包括於 1906 年出版之

後到意大利及敘利亞進行考古研究，於 1929-33 年

《清國北京皇城寫真帖》。該書詳細紀錄外國聯軍攻

重返中國，收集佛教寺院資料，並將研究所得結集成

圖書館討論空間

佔期間中國北京皇城建築結構與周邊景況。日本攝影

書。1930-39 年，艾術華赴香港，繼續其建築工作，

圖書館提供不同的學習空間、小組研討室、討論區及各種設施，全力支援學生學習歷程。位於大學圖書館地庫

師小川一真於 1900-01 年拍攝照片，建築師、史學者

參與設計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中國式建築群。艾

的進學園更是啟發創新學習和學術活動的地方。進學園在學期中每日 24 小時開放，配備 3D 打印服務及其他

伊東忠太撰寫內文。這書限量出版五百套，本館藏有

術華其後將其珍貴研究檔案贈予中文大學崇基圖書

創新科技，靈活的座椅和設施，以支援不同的教學活動，例如圖書館講座、專題講座、工作坊、研討會、展覽

其中二套。

館，命名「艾術華特藏」，現藏建築學圖書館。特藏

和與其他大學部門或單位合辦的活動。如果你還沒去過進學園，不妨抽空去看看！

建築學圖書館亦收藏由中國營造學社於 1930-45 年
出版之中文書刊。該學社由著名政治家朱啓鈐 (18721964) 1930 年創立，並邀得梁思成（1901-1972）與
劉敦楨（1897-1968）為主要研究學者。該社於民國
期間收集大量有關中國傳統建築之寶貴資料，至今仍
有極高學術價值。本館所藏包括該社出版之《斗栱》、
《園冶》及最後一期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主要為艾術華舊藏中國佛寺建築照片（玻
璃框所載正片）與研究資料索引，大
部 分 照 片 曾 收 入 其 1937 年 出 版 之
《中國佛寺：修道軌範》（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 their plan
and its function as a setting for
Buddhist monastic life）。

著名丹麥建築師、傳教士艾術華（1889-1943）1921
年赴中國，學習中文，於 1922-26 年間在東北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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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新訊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

The Database of East India Company（涵蓋：1600 - 1947）

（涵蓋： 1941 - 1996）
美國政府所出版之 FBIS Daily Reports，是外國廣播及新聞的文字本檔案，

收錄大英圖書館獨特之印度辦事處（India Office Records）館藏。包含皇家

乃研究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世界政治及美國情報工作的重要資源。

憲章、書信、貿易日記、理事會會議記錄、考察報告及其他文獻。本資源記

瀚堂典藏

錄了 1600 至 1947 年間英國在印度次大陸及相關地域的貿易及統治。

以古代字書、類書和出土文獻為基礎，大量納入包括經史子集，以及中醫藥
典籍、古典戲曲、敦煌文獻、儒、釋、道等歷代傳世文獻。全庫有 15,000

uCentral

多種古籍，25,000 種民國報紙期刊，超過 4,000 萬條記錄與海量清晰圖片直

uCentral 提供一站式平台讓讀者透過互聯網或手機程式瀏覽 Medline、電子

接對應，漢字總量逾 40 億。

大成順天時報數據庫（涵蓋：1907 - 1930）

書（含 Bate's Pocket Guide to Physical Examination, Harrison's Manual of
Medicine, Taber's Medical Dictionary 等）及醫學計算機。

該報為日本人辦的報紙，以中文出版。新聞報導豐富詳實，各類評論文字放
膽敢言，為清末民初的重要史料。該報副刊持續二十年關注北京戲劇，所保

道教數位博物館（涵蓋︰明清至今）

留之京劇史料，極具價值。

全球首個「道教數位博物館」、完整的廣州道教廟宇的資料庫和數據搜索庫，

ExpertPath
包含 4,000 多個主題及 51,000 個專家選取的圖像，以提供全面的解剖及臨
床病理決策支援。主題涵盖解剖及臨床病理學所有領域和關鍵資訊如差異

不僅提供了明清至現代廣州及其周邊十三個州縣道教廟宇的文字、歷史和空
間資料，並且提供相關的三維模型、全景圖和視訊短片，結合傳統的歷史文
獻與視覺化的時空維度。

表、輔助測試、圖像庫及樣本處理協議等。

大成民國圖書全文數據庫（涵蓋：1911 - 1949）
共收錄 52,000 多冊民國期間出版的圖書；很多圖書屬於國內不多見的珍本，
史料珍貴，內容豐富，在歷史、文學、教育、哲學、政治、法律、藝術、科

Statista
統計及市場數據平台，提供超逾 100 萬個及涵盖 80,000 主題的統計，來自
18,000 個包含約 170 個不同行業的來源。

技史等方面，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也有很大的收藏價值。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大美晚報）
（涵蓋：1943 - 1946）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中文名《大美晚報》，1929 年創刊，
前身是《大晚報》，英文名為 Shanghai Evening Post，1930 年合併英文《文

中國司法檔案資料庫（江津卷）
（涵蓋︰ 1911 - 1949）
本庫收錄了江津區檔案館所藏民國時期的訴訟檔案。目前，江津區檔案館共
收藏有 1911 至 1949 年間各類司法檔案超過 24,000 卷 ( 包括婚姻、買賣、
債務、租佃、邊界、稅收、財產、盜竊、妨害行使權利、妨害家庭等檔案 )。

匯報》後，英文報名改稱現名。
1933 年 1 月 16 日，《大美晚報》增出中文版。1937 年 12 月 1 日，又增出
中文《大美晚報晨刊》，1941 年 12 月日軍佔領租界後，接管《大美晚報》，
作為佔領軍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後更名為《上海報》，1943 年高爾德在重慶
恢復《大美晚報》。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後，高爾德返滬恢復《大美晚報》。
1949 年 6 月下旬，上海解放後不久《大美晚報》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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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訊及活動速遞

岐黃古籍展新姿
莊兆祥教授藏中醫善本古籍展覽

新「檢索易」與我

為慶祝中醫學院成立二十周年及展示圖書館「莊

2017 年 7 月 17 日，新的圖書館系統「檢索易」取代

兆祥教授中醫學藏書」特藏，圖書館將於 9 月 28

已使用超過二十年並已不再被開發的前圖書館系統。

日至明年 1 月 30 日於大學圖書館地下展覽廳舉辦
「岐黃古籍展新姿—莊兆祥教授藏中醫善本古籍
展覽」。
2014 年中大圖書館喜獲中醫學院創院院長江潤祥教
授惠贈共 2,485 冊中醫古籍的「莊兆祥教授中醫學

古籍數碼化，並建立「中醫古典文庫」，除可保存珍

藏書」。藏書中包含 61 種（共 182 冊）明清時期的

貴的中醫古籍資料，亦希望為中醫藥的研究、教學

「檢索易」可在你查找學習及研究相關資訊時，為你

善本及 330 種（共 1,049 冊）清代至民國的珍本古

與學習帶來便利，方便讀者在網上閱讀。是次展覽

帶來全新體驗。「檢索易」整合了舊有的圖書館目錄

籍。莊兆祥教授之藏書，十分珍貴，這些古籍現在

將展出珍貴的中醫古籍善本及介紹一些與古醫家和

及檢索易，並提供一站式檢索服務以存取及預約八所

流通甚少。中大圖書館獲大學財政支持，已將中醫

古籍相關的資料，帶觀者走進傳統中醫的世界。

全新檢索平台、自動電郵收據及更多新功能

單一密碼

JULAC 院校的各種資源。「檢索易」的聯合檢視，
讓你以單一圖書館帳號綜合查閱所有已借出的資料，
包括你以聯校圖書證借出的項目。

典雅勁健：

新系統透過電子郵件發送電子收據，讓你更容易掌握

香港中文大學藏甲骨集

你最新的借閱及付款狀態。另外，最多續借次數已廢
止，除非資料被其他讀者催還或預約，你可隨時並無

新系統支援中大的單一登入系統（SSO），讀者可使

限次續借已借出的資料，直至到達最長借期為止。想

用中大 OnePass 密碼或校友密碼作用戶驗證。不同

知道更多新「檢索易」的資訊，請參閱：http://lib.

類別讀者的登錄憑證詳情可參閱：http://libanswers.

cuhk.edu.hk/sc/LibrarySearch。

lib.cuhk.edu.hk/faq/19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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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公元前 1600 - 前 1046）甲骨卜辭出土於中國
河南殷墟，這些甲骨契刻之目的與功能，燭照中華
文明之源起，彰露遠古時代的重大事件。商代甲骨

圖書館將於未來數月繼續微調和改善新系統。歡迎讀

文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系統漢字，也是了解漢字和殷

者提出意見及建議。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商歷史非常重要的史料。

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3 7305、電郵至 library@cuhk.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所藏甲骨數量為全港之最，

edu.hk，或將你的問題及意見提交到 http://www.lib.

包括由鄧爾雅先生家屬捐贈聯合書院的四十四版，

cuhk.edu.hk/sc/LibrarySearch/Questions。 你 亦 可

和李棪先生惠贈文物館的二十七版。適逢聯合書院

參考「檢索易」常見問題集。

甲子院慶，及文物館所屬之中國文化研究所金禧慶

饒宗頤等名家的書法及研究著述，並出版《典雅勁健：

典，聯合書院、圖書館與文物館特意籌劃「典雅勁

香港中文大學藏甲骨集》研究圖錄，由臺灣中央研究

健」展覽，展出甲骨、文物館藏甲骨文與金文書法，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宗焜博士主編，中大文物館何碧

以及圖書館珍藏相關學者的甲骨著作，包括羅振玉、

琪博士撰寫專文。展品及圖錄將向觀眾展現香港中文

鄧爾雅、董作賓、容庚、商承祚、馮康侯、李棪及

大學與甲骨的學術與藝術淵源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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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訊及活動速遞
崇基學院神學院正式將所藏何明華會督檔案文獻
移交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崇基圖書館翻新工程
崇 基 圖 書 館 地 下 翻 新 工 程 已 完 成， 並 於 2017 年
9 月 4 日 重 開。 圖 書 館 地 下 的 學 習 空 間（learning
cluster）增設了座位，更加寬敞；新增服務則包括無
綫射頻識別（RFID）自助借還及流動讀者服務。

2017 年本科生圖書館講座（9 月至 10 月）
歡迎所有中大學生參加下述圖書館講座。讀者修畢
任何五個資訊檢索技巧課堂後，可獲圖書館頒發
崇基學院神學院已正式將所藏何明華會督（1895-

牧師，並於 1932 年成為香港聖公會主教。何會督

「數位素養證書」。十人或以上的學生小組可向圖

1975）檔案文獻移交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移交儀

被形容為「傳奇人物」，曾致力推動香港早年社會服

書館申請舉辦主題性的學科指導課程以配合學習需

式於 2017 年 7 月 28 日在神學院舉行，由盧龍光

務發展。何會督檔案於 2011 年由其兒子何基道牧

要及時間。

牧師見證。圖書館感謝盧牧師提出將檔案移交，並

師捐贈予崇基學院神學院，當中包括各種家書、信

課程一：如何有效地使用圖書館

建議數碼化以供更廣泛使用。移交協議由神學院院

函、講座和講道稿、照片和書籍等，是十分珍貴的

長邢福增教授和大學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正式簽

檔案資料。

署。何明華會督生於 1895 年，於 1921 年被委任為

課程二：如何搜尋各種資訊
課程三：學術文章的文獻綜述

報名手續：

課程四：如何管理及分享資訊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新書出版：
《順德潘小磐先生藏故舊翰墨選輯》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叢書第七種）

研究生及教研人員講座

《順德潘小磐先生藏故舊翰墨選輯》由大學圖書館鄒

圖書館為研究生及教研人員定期舉辦與研究相關

識及展示研究成果；亦為研究生安排研習課程，

穎文女士輯錄，編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叢書》第

的課程及講座，例如文獻探討、學術出版策略、

如學術簡報及論文撰寫的要訣等，並舉辦 研究

七種，已於 2017 年 6 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出版、

研究追蹤及提示、引文管理工具、建立作者標

茶座。

中大出版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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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館員

您知道嗎？
「譽書房」
圖書館和社會科學院最近推行了一個名為「譽書房」
的合作計劃，藉此表揚學院教職員的學術成就。
我 們 邀 請 了 榮 獲 模 範 教 學 獎、 傑 出 研 究 獎 及
Research Mentorship Award 的教授，以及對香港中

傅麗芬博士

文大學有深遠影響的退休教授，推薦一些曾對他們教
學工作和人生有重大意義的經典好書和撰寫推薦感

你在圖書館的職責為何 ?

你負責的工作範疇為何 ?

我於 2017 年 5 月加入大學圖書館的研究支援及數

我主要負責學術傳播的服務，包括支援傳播學術

碼創新部門，擔任學術傳播主任一職。我的職責

成果、引文管理、版權、開放存取以及與學術交

是要展現和提升大學研究成果的影響力。如果我

流相關的所有領域。 我其中一項主要任務，是支

們能建立一個平臺，來識別和配對研究成果與實

持學術資訊管理系統（AIMS）的出版管理。我和

踐者需要，將會非常有意義。

研究支援及數碼創新的團隊將致力發展研究數據
管理服務，這正是圖書館想探索的新領域。由於

你的教育背景為何 ?
我有跨學科的背景。我擁有令我培養出良好數字
感的工商管理 ( 會計學 ) 學士學位，及給予我在學

言。我們特別把珍貴的老師感言印製成藏書票貼在被
選的好書中永久收藏於圖書館裏，以便日後供大家欣
賞和借閱。
匯集了老師們推介的「譽書房」書展在社會科學院
2017 年「祝節」活動中引起極大回響，更吸引了不
少觀眾停步，細閱書中感言的智慧。希望「譽書房」
的書單能啟發同學們的心智並開闊視野。

我對數據分析感興趣，我很高興能學習和引進不

所有推介的書籍均可透過「檢索易」查找。如欲了

同方法，來協助研究人員規劃、收集、處理、發

解更多有關「譽書房」的書單，請瀏覽以下網址：

布和重用數據。

http://socsc.cuhk.edu.hk/achievement/books-ofhonor/

術圖書館發展事業機會的圖書館和信息管理碩士
學位。我幾年前在香港大學的教育學院獲得哲學
博士學位，尤其醉心於方法論和數據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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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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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圖書館

利國偉法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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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怡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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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圖書館

大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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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錢穆
圖書館

李炳醫學圖書館

聯絡我們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香港．新界．沙田
網址 : http://www.lib.cuhk.edu.hk/sc

WhatsApp: 5578 8898（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電話 （
: 852）3943 7305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UHKLibraries

傳真 （
: 852）2603 6952

電郵 : librar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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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https://twitter.com/CUHK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