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
圖書館通訊
2019 年 9 月

ReadingList 查找課程書目
新方法

ReadingList 查找課程書目新方法
歡迎使用 Readinglist。這是經過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成功試驗後推出的全新課程
書目管理系統，讓老師、學生和圖書館人員共同創建、管理和評選獲推薦的學習
資源。
Readinglist 的獨有功能是容許老師加入任何種類的資源—如紙本書籍、線上期

館長的話

刊、個人 PDF 和 YouTube 視頻等。

學生受惠之處
歡迎在新學年開始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一如以
往，我們在暑假時忙於完成建築項目和準備來年推出

在同一個地方查找所有課程參

直接從「檢索易」搜尋資料—

新和改善的服務。2019 年圖書館問卷調查對我們思

考書目、推薦資源，及發表評

無需個別登錄，無失效連結，

考如何改進非常有幫助，多謝超逾五千名的參與者，

論以作討論

設計流動友善

透過引文連結直接查看文章

調查結果在本期通訊內登出。

這個夏天
崇基牟路斯怡圖書館完成將二樓翻新為音樂圖書館的

老師受惠之處

工程，最終將音樂視聽資料、書籍、樂譜及卞趙如蘭
特藏所收傳統中國樂器的展覽空間集中在一起。在秋
天，我們將有重要的展覽聚焦從這位著名民族音樂學

使用方便：易於分享和維護有結

家所得的館藏。

構、含註釋的課程書目

同時，為促進學生的創意、創新及創業精神，我們

助簡化課程資料的建立、管理及使用。請聯絡你的院

在 大 學 圖 書 館 地 庫 的 進 學 園 建 立 了「 創 客 空 間 」

系聯絡館員以瞭解更多。

適用於任何裝置的簡易界面

分析和報告提供學生使用資料
及使用模式的概覧

（MakerSpace）。這個令人興奮的新空間包含一個創
意媒體製作間、鐳射切割設施、升了級的三維打印及

新畢業生

節省老師每年重複創建、分享

自動識別圖書館已入藏或已採

掃描，以及虛擬和擴增實境設施。我們迫不及待地想

最後，向我們所有的畢業生致以熱烈的祝賀，我期待

和更新課程書目的時間

購的資源

看看你會製作什麼。

在本年稍後的畢業禮上遇見你。我有幸於復活節的一

涵蓋不同類型資料並提供全文

有助提高遵守版權意識

使圖書館的資源物盡其用

個晚上，在紐約與中大校友分享圖書館的歷史、珍藏

ReadingList

及未來計劃。與我們的校友聯繫對圖書館很重要，請瀏

創意空間支援新的學習方式，但閱讀仍是在大學成

覽我們的網頁以瞭解更多與校友有關的圖書館服務。

功的關鍵。我們與教師及資訊科技服務處合作，推
出 ReadingList。 為 盡 可 能 方 便 你 使 用 課 程 資 料，

大學圖書館館長

ReadingList 與 BlackBoard 及圖書館系統的整合有

李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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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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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查找課程書目：
• 登入 Blackboard。如果你的老師已經建立了課程書目：（1）按選單上的「Courses」連結，（2）選擇所需

館藏掇萃

課程，（3）按選單上的「Reading List」連結，（4）選擇課程後課程書目會顯示出來。

卞趙如蘭特藏
感謝音樂系的協助及卞趙如蘭教授的慷慨捐贈， 香

U-Matic、V8、VHS）的錄影帶，卡式錄音帶，光碟，

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得以成立珍貴的「卞趙如蘭特藏」
。

黑膠唱片等。趙教授當年攜帶著笨重的影音器材，在

卞趙如蘭教授（1922-2013）為著名民族音樂學家，

東亞地區作田野考察。她的藏品顯示出她的不懈努力

1974 年出任美國哈佛大學音樂系及東亞文化語文系

和豐碩研究成果。而趙教授收藏的樂器，亦記錄了她

教授直至 1992 年退休。趙教授於 1975, 1979 年及

在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印度等地的足跡。

1982 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客座教授，提議設
立「中國音樂資料館」及民族音樂學課程等，致力推

趙教授與各地學者的聯繫，亦反映於她所藏的書信及

動中國音樂的研究。十六年後重臨中大，榮膺偉倫訪

照片之中。趙教授的父親趙元任，為中國著名語言學

問教授（1998）。

家兼作曲家，交遊廣闊。特藏展示趙家與二十世紀的
中國知識分子、西方音樂家和學人等的聯繫，及可見

「卞趙如蘭特藏」收錄了趙教授畢生藏品與研究成果。

或者

其中的手稿，包括書信、日記、教學資料等，反映出

趙教授在哈佛大學培養出不少知名漢學家，包括林培
瑞等。

趙教授終生的研究、教學及社交網絡。此外，還有一
系列二十世紀的影音資料，如不同制式（BetaMax、

• 在圖書館網頁的「學習支援」下拉選單，按「課程書目」

圖書館設計了一份資源指引以助老師掌握和了解
ReadingList 的使用。教職員可以利用 ReadingList，
建立、維護和分享在 Blackboard 上的課程參考書目；
圖書館員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學習資源，支援更多的課
程需要；更重要的是，學生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檢閱所
有課程資料，令查找和分享資訊更為容易。
鄧小平（左一）、卞趙如蘭（右二）、趙元任（右一）於北京會面，1981 年

如需要更多使用 Readinglist 的資訊和協助，歡迎隨時聯絡相關的院系聯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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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國音樂史及音樂理論家楊蔭瀏寫給
卞趙如蘭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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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訊及活動速遞
2019 年圖書館問卷調查結果
調查日期：2019 年 3 月 11 至 29 日

回應者概要
位圖書館讀者
參與了問卷調查

不適用 3.9%

職員 7.77%

不適用 0.32%
文學院 12.86%

社會科學院
16.00%

教學人員
8.24%

兼讀制 19.00%

工商管理學院
12.88%

理學院
11.12%
教育學院 7.24%

研究生
28.82%

趙元任 《老天爺你年紀大》樂譜手稿

左起： 趙元任、張彭春、胡適
攝於美國麻省劍橋市，1945 年春

醫學院
20.04%

工程學院 11.61%

回應者的讀者組別

特藏收集了不少難得一見的中國音樂研究資料，彌足

全日制 80.68%

法律學院 4.31%

本科生 55.18%

回應者的學院

回應者的修讀模式

相關活動：

珍貴。例如當中記錄了兩位音樂家楊蔭瀏、許常惠之
交流，是近代海峽兩岸學者研究中國音樂的重要一

隱世絲桐：追尋卞趙如蘭藏琴的歷史與古韻

環。在田野考察時，趙教授亦記錄下京韻大鼓名家駱

日期： 2019 年 10 月 10 日

玉笙之曲藝；透過趙教授的筆記、轉錄、論文等等，

時間： 晚上 8 時

可窺見一個民族音樂學家對中國音樂的研究及如何向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利黃瑤璧樓

西方介紹中國音樂。

利希慎音樂廳
報名： https://www.lib.cuhk.edu.hk/tc/node/2274

「樂貫中西：卞趙如蘭教授珍藏展」將於 2019 年 10 月

使用圖書館頻率
在館內使用圖書館資源
每日

本科生 17.44%

56.93%

研究生 22.10%

49.10%

教學人員 12.08%

44.69%

每週

8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舉行，展出「卞趙如蘭特
0

藏」在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關於「卞趙如蘭特
藏」，詳情可瀏覽 https://archives.lib.cuhk.edu.hk/
repositories/5/resources/372/，而其數碼典藏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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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圖書館線上資源
每日

每週

於本年十月發佈。
本科生 13.95%

50.25%

研究生 31.56%

47.86%

教學人員 29.95%

5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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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五位
讀者認為
圖書館做得最好的
五個領域（10 分制）

讀者認為
最重要的五個領域

舒適而吸引人的地方

8.21/10

整體滿意度
圖書館
滿足讀者期望的
首五個領域

讀者認為
圖書館可以改進的
首五個領域

個人活動的安靜空間

圖書館職員一貫地有禮貌

個人活動的安靜空間

8.87/10

1.17

0.53

（10 分制）

10分制

本科生

研究生

教學人員

總的來說，我對在圖書館內受到的待遇感到滿意。

8.04

8.49

8.23

總的來說，我對圖書館支援我個人的學習、研究與 / 或教學需要感到滿意。

7.99

8.29

8.26

你會如何評價圖書館的整體服務質量？

7.98

8.33

8.21

獎勵獎獲獎者
獎品

獲獎者

部門

獎品

獲獎者

部門

Microsoft Surface Go

YUEN So Hang

BAF

港幣 200 元書券

CHUE Wai Chi Howard

CDO

Apple iPad

YU Yue

BAF

港幣 200 元書券

KONG Lai Ping Ada

SLS

港幣 200 元書券

CHAN Chung Shing

GEO

港幣 200 元書券

CHEN Xiaodan

BAF

港幣 200 元書券

LAM Sin Yu Chantel

PEU

港幣 200 元書券

CHUNG Yuk

CSD

港幣 200 元書券

CHEUNG Chun Sing Johnson SWK

港幣 200 元書券

OUYANG Jiahui

CSD

港幣 200 元書券

PUK Wan Cheung

港幣 200 元書券

LI Sze Wai

MED

(with Type Cover)

是一個自修、學習或
研究的好地方

是一個自修、學習或
研究的好地方

舒適而吸引人的地方

易用的檢索工具讓我
能自行查找資料

8.17/10

8.82/10

1.14

0.68

圖書館職員一貫地有禮貌

圖書館的網站讓我
能自行查找資訊

圖書館環境激勵學習和求知
及圖書館職員以關愛的方式
接待讀者

從家中或辦公室
連接電子信息資源

8.06/10

8.70/10

1.09

0.73

現代化的設備讓我
很容易便可獲取所需要
的資訊

易用的檢索工具讓我
能自行查找資料

迅速回應讀者的查詢

圖書館的網站讓我
能自行查找資訊

7.91/10

8.62/10

1.03

0.76

圖書館的網站讓我
能自行查找資訊

舒適而吸引人的地方

圖書館職員令讀者有信心，
給予讀者個別的關注，
及小組討論及小組學習
的空間

我工作所需要用的
館藏紙本期刊與 / 或
電子期刊

EDU

回應讀者評語
讀者評語

圖書館回應

The library is keeping on improving the facilities and service. It would
be better if its opening hours are longer in weekends and Sundays.

The Library will review the feasibility of extending
opening hours.

Will the library consider a facility that people can return books near
the University station, so we do not have to go to main library to return
HKALL books

HKALL books can now be returned to any CUHK Library

Instead of organize library course, would Library consider to make
some YouTube / video that teach user how to use / introduce library
services. User can access the video anytime from internet.

Introduction video to CUHK Library and “How-to” Videos
are available on the Library website.

Please increase no. of sessions of Digital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Data Workshops. It is always full for registration.

We are delighted to learn that many of the workshops
are on high demand and welcomed by postgraduate
students. We will tr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orkshops whenever resources are allowed.

The library service is generally good, but I think the problem of the
library is in express-printing because when Wi-Fi-printing is available
in other libraries, CUHK is still using printers that only support USBprinting which is really a shame.

Wi-Fi Printing Service is now available to all CUHK
students, staff and alumni. Details can be found at the
Library website for details.

The room booking system can be more user-friendly.

We will explore enhancing the system to better meet
users' needs.

可於圖書館網頁瀏覽其他的評語及回應。

7.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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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10

1.0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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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潘駿生（左三），
兒科學系哲學博士生
亞軍：王乾乾（左一），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哲學博士候選人
季軍：陳楓（右），
兒科學系哲學博士候選人
海報設計優異獎：Francisco Olivos（左二），
社會學系哲學博士生

體驗全新音樂圖書館—崇基學院圖書館二樓

在大學圖書館的展覽

為應對學習、教學、研究需要的不斷變化，崇基圖書館二樓經已全面翻新，改建為音樂圖書館，並設立了隔音
設施，在此很高興和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翻新後的二樓，收藏了逾 110,000 項重要的音樂和視聽藏品，包括
卞趙如蘭音樂特藏、從聯合書院圖書館遷入的視聽資料，以及逾 7, 000 張原音樂系所收藏的鐳射唱片。歡迎來
崇基圖書館參觀，親自探索為你而設，備有全面技術及活力的全新學習環境。
評判團：（前排，左至右）自學中心講師 Karl Holm 博士，
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及研究院院長鄔楓教授

研究海報展覽 2019：研究生專研項目介紹
由中文大學圖書館、研究院及自學中心（ILC）合辦的「研究海報展覽 2019」，分別於 5 月 8 日至 30 日假大
學圖書館地下及 6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這是研究海報展覽在康本國際學術園首次活動。
此展覽旨在促進研究生以海報向大學社羣介紹他們的專研項目，及為參展者提供機會提高學術簡報技巧。
是次展覽反應熱烈，共選出二十張來自六個學院的研究生海報展出，其中 17 人為博士生，參展同學歡迎這
跨學科交流的平台。參展者須於 5 月 16 日的簡報會上向觀眾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互相交流，並競逐三項
「最佳海報及簡報」大獎。評判團主席是研究院院長鄔楓教授，其他兩位評判團成員分別是自學中心講師 Karl
Holm 博士，及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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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本國際學術園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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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空間： 一個全新的創意學習空間
24 小時開放的進學園數年前開始提供 3D 列印及掃瞄服務，也有配備高性能電腦的協作工作間。最新的發展是
進學園翻新工程，打造一個全新的創客空間，以支援創意學習。詳情：GO>>

認識我們的館員
2019 年本科生圖書館講座
歡迎所有中大學生參加圖書館講座。講座包括如何有效地使用圖書館、如何搜尋各種資訊、學術文章的文獻綜
述及如何管理和分享資訊等。讀者修畢任何五個 資訊檢索技巧課堂後，可獲圖書館頒發「數位素養證書」。十
人或以上的學生小組可向圖書館申請舉辦主題性的學科指導課程，以配合小組的學習需要及時間。

余振邦博士
你在圖書館的職責為何？

除了圖書館管理工作，我還與醫學院的研究團隊

我於 2014 年 7 月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擔

緊密合作，提供服務支援整體學術研究週期 ，包

任李炳醫學圖書館主任，主要負責醫學圖書館的

括系统文獻檢索、學術出版、 學術標識符管理、

教職員、研究人員及研究生圖書館講座

整體管理。我與教師及學生密切合作，發展圖書館

研究數據管理以及引文分析等。

請參加於 9 月開始的教職員、研究人員及研究生講座及研討課程！講座及課程為助你提昇研究技巧及研究影響

的館藏及服務，以支援醫學院的教育及研究需求。

報名手續：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詳情：GO>>

力而設計，包括研究追蹤及提示、數碼學術與研究數據、引文分析工具、運用 NVivo 作質性數據分析、文獻探
討及學術出版策略。圖書館可應參加者要求，發出席證明。本館亦為研究生安排研討課程，如科學寫作及論文
撰寫的要訣等，並舉辦研究茶座。詳情：GO>>

我很熱愛我的醫學圖書館主任工作。我們的目標

你的教育背景及工作經驗為何？
我在香港修讀視光學本科和研究學位課程，並在
澳洲獲得資訊研究學碩士學位。在加入香港中文

是讓讀者充分及方便地使用醫學圖書館及其資源。
如果您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隨時與我聯絡。
謝謝。

大學之前，我曾在本港多間大學圖書館工作，擔
任參考服務及流通服務職位。

你負責的工作範疇為何？
作為醫學圖書館的主管，我的主要職責是管理、
發展和提供醫學圖書館的各種服務。我也是醫學
院的院系聯絡主任，負責發展及更新圖書館館藏
及電子資源，以支援醫學、護理學、藥劑學及其
他健康科學課程的教與學需要。我並會為本科生
及研究生提供資訊素養的訓練，指導他們如何搜
索醫學和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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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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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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https://twitter.com/CUHKLibrary

電郵： librar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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