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例

索　引
■嚴鼎忠

一、本索引冀望能表達全書的內容精華、圖書館事業一年來的努力成果，因此編製原則應著重於

圖書館、事件、人物與會議，將書中重要的標題（圖書館、人、事、物、專名）等列為標目

混合編排，惟考量近年來體例趨於條目型、以及囿於全書篇幅縮減，致往往無法達成索引應

有之規模與架構。

二、索引內容包含全書，惟考量篇幅，以專文、專題等論述文章及條目為主；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的條目、統計圖表的內容細目等不列入；至於圖書館活動圖輯，在日漸以圖像為主的資訊需

求下，尤應列入索引範圍，然因編製索引時仍未定稿，只好忍痛捨去。

三、索引的功用在於輔助目次的查檢，快速檢得所需資料，為彌補編輯體例的侷限，達到類聚相

關資料的效益，兼採相關索引方式編製，每一條目盡可能標著出所載頁碼的內容提示詞，並

特加強建立索引標目間的關連，但囿於篇幅無法盡如人意。

四、本索引分成中文、西文二部分，至於「編著者索引」主要是補書前目次頁未列撰著姓名，並

考量對於編著者感謝之意及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特將編著者及其篇節、條目的題名列出。

五、索引款目包含標目與書中出處兩部分。出處包括頁碼與欄位，欄序以 a , b區別為左欄與右欄；

圖表則於（ ）中加註其在書中的圖表編序；法規條文則於（ ）中加註其發布或廢止日

期；書名部分，在標目中以《 》方式表示之。

六、本索引款目依教育部編印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冊》的筆畫寡多及部首次序排列。

七、索引編製在乎有用，惟每每都得在三校文稿頁碼確定後，方能進行，往往囿於付印在即的壓

力，倉促成篇。期間又為補編輯作業的疏漏，力求全書用語（各種專名）的一致性，經常需

多方查證，以求能提升索引檢索品質，並冀能避免造成誤引、引空等事發生。紙本式索引的

編製方法，雖有電腦輔助，但仍頗為費時，尤其在編製理念上，如何與全文檢索一較長短，

在知識組織技術萌芽的階段，仍有探討的必要，也期盼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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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中文索引

一畫 一　二畫 人 三畫 三大小

中 文 索 引
2005年開卷好書獎」書展：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43a
2006OCLC與圖書館對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213
2006 SpringerLink 新介面暨STM圖書出版市場趨勢研討會：Springer出版社

214
2006「文化饗宴圖書展」：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8b
2006「快樂書香城．閱讀久久久」：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成果展　62a
—閱讀起跑活動　61b

2006IFLA年會：國家圖書館 224b
2006大學院校圖書資源整合應用研討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221
2006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4b
2006全國故事媽媽一起來麻吉：高雄市立圖書館 41b
2006好書趴趴GO！計畫：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62a
2 0 0 6年（第3 0屆）臺灣地區I N N O PA C系統使用者聯盟研討會：大仁科技

大學220
2 0 0 6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論文發表會：圖書資訊學教育，大事紀要

170b
2006年國際學校圖書館館員協會年會：中小學圖書館 88b
2 0 0 6年華文國際數位合作座談會：國家圖書館，慶祝國家圖書館易名十周年

系列活動 17a
2 0 0 6年資源組織發展趨勢研習研討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編委員會、國

家圖書館 215
2006年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文論壇：圖書資訊學教育，大事紀要 170a
2 0 0 6年數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 I C D AT 2 0 0 6）：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技術研發分項計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16
2006兒童經典文學∼魔豆傳奇卡通嘉年華系列活動：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43a
2006城市閱讀運動：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42a
2006美國亞洲學會年會書展暨東亞圖書館委員會年會　222a
2006桃園童話王國」活動：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5b
2 0 0 6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

圖書館 219
2 0 0 6海峽兩岸數位出版產業化發展研討會：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財團

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U D N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電子

與網絡出版工作委員會 212
2 0 0 6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研討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 218
2006圖書館周系列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5b
2 0 0 6臺中文化季——城市閱讀系列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9b
2 0 0 6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機構典藏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

院計算中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館合促進委員會 217
2 0 0 6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技術研討會：中華數位文化創意發展協會與國科會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 214
2 0 0 6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及2 0 0 6紐約國際授權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23a
2006閱讀植根知識達人系列活動——看書I Love——圖書借閱活動：高雄縣

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60a
2006讀書樂在臺灣：國立臺中圖書館，國際交流 37b
30周年院慶系列慶祝活動：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109b
421萬人說故事：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47a
94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大專校院圖書館 78a
95年NBINet分區合作館書目品質會議：國家圖書館 24a
9 5年度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談會：國

家圖書館、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9
95年度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工作會議：中小學圖書館 89b
9 5年雲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志工研習：雲林縣公共圖書館，教育訓練和

研習活動 55a
一卡在手全縣通：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3b
一書一桃園：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6a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圖書館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2b
—發展概況　124a

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發展概況 126b
三灣茶生活茶道展演示範：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48b

大仁科技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暨 2 0 0 6年（第3 0屆）臺灣地區 I N N O PAC系統使

用者聯盟研討會 220
大同大學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國際機讀編目格式——建構全球性圖書館的工具研討會 210
大事紀（圖書館事業） 277
大事紀要：圖書資訊學教育 170b
大專校院圖書館　65, 5a

—94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78a
—人力資源

‧綜述　75a
‧圖書館員工、工讀生與志工　76a
‧圖書館館長之人事異動情況　76a

—人事異動情況分析（95年度）（表27） 76
—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81b

‧核撥經費一覽表（表29） 83
‧經費運用情形（圖1） 84

—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國內大學充實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84b
—服務人口數（綜述） 68a
—服務動態（綜述） 65a
—服務與資源使用

‧綜述　70a
‧使用者訓練　71a
‧到館人次　70b
‧借閱量　70b
‧推廣活動　71b
‧資訊諮詢　70b
‧館際互借　70b

—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　80b
—推動「臺灣地區圖書館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計畫　79b
—統計分析

‧人力資源統計分析（95年度）（表28） 76
‧各館分配每位讀者圖書館館藏統計分析（95年度）（表15） 70
‧服務人口數、服務數量比較表（94至95年度）（表10） 67
‧服務人口數統計分析（95年度）（表12）68
‧服務處所設立情形（95年度）（表11） 68
‧服務與資源使用統計分析（95年度）（表16） 70
‧書目紀錄量統計分析（95年度）（表24） 74
‧問卷調查回收統計（95年度）（表8） 65
‧國內外館際合作統計分析（95年度）（表18） 71
‧開放時數統計分析（95年度）（表21） 73

‧電子資源、線上目錄及圖書館網站使用統計（95年度）（表20） 73
‧圖書資料經費統計分析（95年度）（表25） 75
‧辦理使用者訓練與推廣活動統計分析（95年度）（表19）72
‧館建築面積統計分析（95年度）（表23） 74
‧館閱覽席位統計分析（95年度）（表22） 74
‧館藏、空間、經費與人力資源比較表（94至95年度）（表9） 67
‧館藏資源統計分析（一）（95年度）（表13） 69
‧藏資源統計分析（二）（95年度）（表14） 69
‧讀者可使用圖書資料經費統計分析（95年度）（表26） 75
‧讀者使用圖書館服務統計分析（95年度）（表17） 70

—資訊取用與空間設備
‧綜述　72b
‧書目紀錄量　74a
‧開放時數　73a
‧圖書館館舍　74a
‧閱覽席位　73a

—電子圖書館服務（綜述） 72a
—圖書資料經費（綜述） 75a
—圖書館統計標準（CNS13151－2007） 85b
—館藏資源（綜述） 68a

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大專校院圖書館 81b
‧核撥經費一覽表（表29） 83
‧經費運用情形（圖1） 84

大學院校圖書資源整合應用研討會（2006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221
小論文寫作比賽：中小學圖書館，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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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 中

中小學圖書館　88, 6a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海報展」主題內容與數量統計圖

（圖3） 97
—2006年國際學校圖書館館員協會年會　88b
—95年度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工作會議　89b
—IASL 88b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 88b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海報展　96a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0b

‧95年度圖書採購　92b
‧小論文寫作比賽　92a
‧全國高中職經營電子報　91b
‧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交流訪問　91a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92a
‧國際交流　90b
‧跨校網路讀書會心得寫作　92a
‧分區觀摩研習表：（表30） 91
‧電子報：　95a

—全國高級職業學校95年度圖書館主任業務研討會　90a
—明道高中閱讀嘉年華活動　98a
—馬來西亞華文學校圖書館主任來訪　98a

‧參訪團團員名單（表33） 98
—高級中等學校館藏冊數及借閱使用統計表（353所）（表31） 92
—參與「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海報展」學校類型統計圖（圖2） 96
—國中圖書館業務研討會 99b

‧國中圖書館業務研討會（一）（表34） 99
‧國中圖書館業務研討會（二）（表35） 100
‧國中圖書館業務研討會（三）（表36） 100

—國際學校圖書館館員協會　88b
—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a

‧社區競賽　97b
‧基隆河域發展今昔ｅ學園網站　97b
‧基隆區電子報　97a
‧經營網路讀書會　97a
‧資訊及學生志工人員訓練　97a

—莊璐瑜：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圖書館　98a
—臺北市立新湖國小推展深耕閱讀活動　102b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圖書館推廣活動　101b
—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92b

‧推展「深耕悅讀」活動　93b
‧訪視各高中學校圖書館　93a
‧圖書館人員研習活動　93a
‧圖書館會議及訪問交流　93b

—臺北市國小教學資源輔導團95年輔導工作　94a
‧團員成長進修　94b
‧輔導工作執行成果95a,（表32） 95
‧輔導目標　94a
‧輔導工作項目　94a
‧輔導工作重點　94b
‧輔導方式　94b

—臺北市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　101a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第6次）：國家圖書館 225b
中央法規 見 圖書館法規　311b
中央研究院

—人文各所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28b
‧發展概況　119b
‧資料增加量統計表（85年度、90年度、95年度）（表55） 136
‧圖書館利用與服務統計表（85年度、90年度、95年度）（表56） 136
‧圖書館與資訊服務　115
‧館際協調會　118b
‧館藏重點及特藏一覽表（表53） 116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6b
‧館藏資源與服務　115b
‧館藏資源與服務統計表（95年）（表54） 134
‧讀者服務　118a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2b
‧發展概況　124a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發展概況　126b

—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發展概況　124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民族學研究所凌純聲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1a
‧發展概況　122a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圖書室
‧發展概況　127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社會學研究所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0a
‧發展概況　120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經濟研究所圖書室
‧發展概況　123a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臺灣史研究所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語言學研究所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歐美研究所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1a
‧發展概況　123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28a
‧發展概況　119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6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發現經典、追求卓越——世界級研究在臺灣：Thomson Scientific、金珊

資訊有限公司 217
—2 0 0 6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機構典藏研討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館合促進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17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2 0 0 6年數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 I C D AT 2 0 0 6）：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畫 216
—第5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畫

215
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中央研究院）

—發展概況　124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2b
—發展概況　124a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電子與網絡出版工作委員會、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
會、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U D N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2 0 0 6海峽

兩岸數位出版產業化發展研討會　212
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萬方數據有限公司：海峽兩岸數位圖書館建設交流研

討會 221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談會（ 9 5年

度）：國家圖書館、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9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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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06年資源組織發展趨勢研習研討會　215
‧共創閱讀新世紀研討會：951207 220
‧串流媒體服務與館藏合作新思維研討會　210
‧國際機讀編目格式：建構全球性圖書館的工具　210
‧數位熱潮下的圖書館事業：虛擬空間、數位世界、數位學習的挑戰與回應

研習會 220
‧獎助論文發表會（2006年） 170b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0a
—組織管理　230a
—繼續教育活動　170b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236a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6a
—組織管理　236a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33a
—研討會

‧第8屆（2006）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23b
‧數位傳播時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學術研討會　218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3a
—組織管理：圖書館團體　233a
—圖書資訊學教育　171a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233b
—研討會

‧2006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機構典藏研討會　217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4a
—組織管理　234a

中華數位文化創意發展協會
—學術知識新閱讀風：數位出版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 214
—2 0 0 6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技術研討會：中華數位文化創意發展協會與國科

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 214
五洲製藥董事長吳先旺捐贈圖書：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8b
今夏好藝術活動：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跨領域創作養成系列活動 42b
公共圖書館　27, 4a

—工作人員　27b
—專業講座：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a
—從業人員實務工作研習：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a

‧推廣活動人次　29b
‧推廣活動場次　29a

—統計分析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統計表（95年）（表1） 30
‧借閱人次　29a
‧借閱冊數　28b
‧國立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人員統計表（95年）（表2） 31
‧國立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購書經費、館藏數量與資源使用統計表（ 9 5年）

（表3） 31
‧臺閩地區各縣市暨鄉鎮圖書館人員及服務統計表（95年）（表5） 33
‧臺閩地區各縣市暨鄉鎮圖書館館藏數量及購書經費統計表（95年）（表4） 32

—業務發展會議：臺中縣文化局　51a
—電子導覽影片：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46b
—彰化縣鄉鎮圖書館增加開館服務時間一覽表（表7） 53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便民措施一覽表（95年）（表6） 49
—輔導推動委員會：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b
—閱覽席位　31a
—館藏量　28a
—購書經費　28b

公共圖書館館員及文化局義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講習：雲林縣公共圖

書館 55a
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服務升級計畫：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全國性輔導、訪視

及評鑑 36b
分類架構：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探討 187b
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研討會：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地區大學圖

書館聯盟 211
心中有愛‧閱讀無礙義賣活動：臺北市立圖書館 39a
文化局長異動：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52a
文化饗宴圖書展（2006年）：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8b
文學家駐館講座：高雄市立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1b

世界書香日——書香傳情系列活動：臺中縣文化局 52a
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2006年）：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4b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基本資料 169
主題書展推薦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54b
出版基隆圖書館史：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43a
北投分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38b
北京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 0 0 6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

討會 219
四季主題講座：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4b
未來說故事高手人才培訓：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60a
民族學研究所凌純聲圖書館（中央研究院）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1a
‧發展概況　122a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永續經營計畫：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全國性輔導、訪視及評鑑 36b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基本資料 170
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94學年度）：大專校院圖書館 78a
全國性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國立臺中圖書館 36b
全國性閱讀推廣活動：國立臺中圖書館 36b
全國故事媽媽一起來麻吉（2006年）：高雄市立圖書館 41b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海報展：中小學圖書館 96a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中小學圖書館 90b

—95年度圖書採購　92b
—小論文寫作比賽　92a
—全國高中職經營電子報　91b
—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交流訪問　91a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92a
—國際交流　90b
—跨校網路讀書會心得寫作　92a
—電子報　95a

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工作會議（95年度）：中小學圖書館 89b
全國高中職經營電子報：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1b
全國高級職業學校95年度圖書館主任業務研討會：中小學圖書館 90a
全國閱讀運動——6 3本圖書館文學館藏好書：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

活動 59b
共創閱讀新世紀研討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20
共創閱讀新世紀視訊研討會：高雄市立圖書館 41a
共讀紅樓夢活動：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跨領域創作養成系列活動 42a
地方自治法規 見 圖書館法規 311b
地圖學研討會暨地圖成果展（第6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4b
多元文化與圖書館研討會：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4b
多元文化與閱讀教育研習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5a
好書大家讀．親子共讀好書聯合書展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

動 59b
好書交換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60a
好書趴趴GO！計畫（2006年）：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62a
成立南瀛故事人協會：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7b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109a

—兩岸知識庫　109a
—新聞資料庫全文檢索系統　109a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6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及2006紐約國際授權展　223a
—第9屆ICADL亞洲數位圖書館國際年會　227a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 0 0 6年數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 I C D AT 2 0 0 6）：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216
—國科會補助：圖書資訊學研究，研究計畫　195a
—國科會補助國內大學充實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大專校院圖

書館　84b
行政規則 見 圖書館法規　311b
行動圖書館圖書巡迴車：高雄市立圖書館 40b
行動閱讀列車深耕計畫活動：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50b
西門智慧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38a
串流媒體服務與館藏合作新思維研討會：實踐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臺灣夢工場科技（股）公司 210
作家系列——戲說繪本圖畫書活動：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56a
志工戶外研習活動計畫：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a

索 引 中文索引

四畫 中五今公分引心文 五畫 世主出北四未民永玄

六畫 全共地多好成行西 七畫 串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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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培訓計畫：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a
志工組訓：志工戶外研習活動計畫，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a
快樂書香城．閱讀久久久（2006年）：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成果展　62a
—閱讀起跑活動　61b

我的圖書館記憶徵文徵畫：臺中市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9b
每月一書讀書會：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63a
狂想德國活動：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跨領域創作養成系列活動 42b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圖書室（中央研究院）

—發展概況　127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亞洲數位資源服務之未來趨勢研討會：EIS外文資訊集團臺灣分公司 214
使用Google搜尋網路課程：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4b
兒童文學飛揚家庭閱讀營：臺中縣文化局 52a
兒童文學飛揚親子閱讀營：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7b
兒童經典文學∼魔豆傳奇卡通嘉年華系列活動（ 2 0 0 6年）：基隆市立公共

圖書館 43a
兒童閱讀營：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56b
兒童讀書會帶領人才培訓：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55b
兩岸中文資料庫資源建設暨資料庫 C N K I研討會（第2屆）：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金珊資訊有限公司 216
兩岸交流

—國立臺中圖書館　38a
—臺北市立圖書館　39b

兩岸知識庫　109a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109a
—新聞資料庫全文檢索系統　109a

典藏：圖書館研究能量經與緯的延伸會議：臺北市立圖書館 211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2006「快樂書香城．閱讀久久久」成果展　62a
—2006「快樂書香城．閱讀久久久」閱讀起跑活動　61b
—2006好書趴趴GO！計畫　62a
—圖書館推廣利用計畫　62a
—閱讀資源充實計畫　62a

明道高中閱讀嘉年華活動：中小學圖書館 98a
東亞詩書展暨現代詩國際研討會（第9屆）：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國際交流 50a
東亞圖書館委員會年會暨美國亞洲學會年會書展（2006年） 222a
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南投縣公共圖書館，新建及改建館舍 53b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法國推動閱讀國際研討會：國立臺中圖書館 37b, 211
社區閱讀植根計畫：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3b
社區競賽：中小學圖書館，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b
社會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舞動洄瀾閱讀風閱讀推廣活動 62b
表演藝術跨領域創作養成系列活動：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今夏好藝術活動　42b
—共讀紅樓夢活動　42a
—狂想德國活動　42b

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0a
—發展概況　120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說故事志工研習 64a
金珊資訊有限公司

—專利與非專利文獻之關係探討研討會　211
—第2屆兩岸中文資料庫資源建設暨資料庫CNKI研討會　216

阿公阿嬤兒時記趣徵文比賽：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57b
青少年大武山文學獎（第1屆）：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61a
南方學院華文圖書館發展促進中心：圖書資訊學教育 172b

—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服務合作協議書　172b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專業講座　54a
—相約山色書簡——2006南投縣文學營活動　54a
—國家考試——金榜葵花寶典講座　54a
—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　53b
—鄉鎮市立圖書館評鑑訪視　54a
—新建及改建館舍，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　53b

—說演故事活動　54a
—編印圖書館利用教育　54a
—閱讀推廣活動

‧主題書展推薦活動　54b
‧書香幸福運動——巡迴書箱計畫　54b

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大專校院圖書館 80b
城市閱讀運動（2006年）：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42a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第1屆青少年大武山文學獎　61a
—圖書館周活動　61b
—寶貝寶貝探險趣——親子共同成長系列活動　61b

拜訪公共圖書館——推動班訪活動：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63a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故事志工交流活動：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56a
故事媽媽列車：高雄市立圖書館 40b
故事媽媽授證活動：高雄市立圖書館 41a
映象臺灣——館藏臺灣文獻精選展：國家圖書館，慶祝國家圖書館易名十周年

系列活動 17b
映象臺灣圖片展：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50b
洞燭機先——圖書館數位化館藏的下一步研討會：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

館、JSTOR 210
相約山色書簡——2006南投縣文學營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a
研發創新服務：國立臺中圖書館

—視聽資料館際互借暨合作播映　35b
—贏造優質英語生活環境　36a

美國亞洲學會年會書展暨東亞圖書館委員會年會（2006年） 222a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236a

—RALIS2006 Spring Workshop of Recent Advanc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pring 2006 212, 218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6b
—組織管理　236a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三灣茶生活茶道展演示範　48b
—音悅‧音閱小型音樂欣賞會　48b
—專題講座　48a
—暑期文學營活動　48b

音悅‧音閱小型音樂欣賞會：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48b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家圖書館：9 5年度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及文

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談會 219
悅讀社會——公共圖書館的責任座談會：臺北市立圖書館 210
書香幸福運動——巡迴書箱計畫：南投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54b
書香滿府城系列活動：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57a
桃園全國書展（第5屆）：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6a
桃園童話王國活動（2006年）：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5b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2006桃園童話王國活動4 5b
—一書一桃園活動　46a
—桃園縣客家文化圖書館　45b
—推廣活動　45b
—第5屆桃園全國書展　46a

桃園縣客家文化圖書館：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5b
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討會（2 0 0 6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北

京大學圖書館 219
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組委會（第2屆）：圖書館館藏資源建設研討會——海峽

兩岸圖書館交流研討會 216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第8屆2 0 0 6）：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171a, 223b
海峽兩岸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發展論壇：國家圖書館 224a
海峽兩岸數位出版產業化發展研討會（ 2 0 0 6年）：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

會、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U D N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出版工作者

協會電子與網絡出版工作委員會 212
海峽兩岸數位圖書館建設交流研討會：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萬方數據有限

公司 221
爹地媽咪說故事——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說故事人才培訓：新竹縣公共圖書

館，教育訓練及研習活動 48a
班級共讀：臺中縣文化局　51b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圖書館年鑑

七畫 志快我每狂　八畫 亞使兒兩典宜明東欣法社花表近金阿青

九畫 南城屏拜政故映洞相研美苗音　十畫 凌悅書桃海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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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國際授權展及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2 0 0 6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23a
耆老文史工作人員座談會：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43a
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U D N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出版工作者

協會電子與網絡出版工作委員會、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 2 0 0 6海峽

兩岸數位出版產業化發展研討會 212
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109b

—30周年院慶系列慶祝活動　109b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 0 0 6電子資訊資源與學

術聯盟研討會 218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圖書館　111a

—推廣活動　111a
—電子資源利用　111b
—館藏資源利用　111a
—讀者滿意度調查　112a

財團法人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112a
—圖書館周活動　112a

送書香到教室活動：高雄市立圖書館 40b
馬來西亞華文學校圖書館主任來訪：中小學圖書館 98a
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圖書館：莊璐瑜，中小學圖書館 98a
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交流訪問：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1a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2a
高雄市立圖書館

—2006全國故事媽媽一起來麻吉　41b
—共創閱讀新世紀視訊研討會　41a
—行動圖書館圖書巡迴車　40b
—建置「高雄作家資料專區」 40a
—故事媽媽列車　40b
—故事媽媽授證活動　41a
—送書香到教室活動　40b
—國民中學圖書館員營運知能研習　41a
—開辦班級及家庭借閱證　40b
—閱讀推廣活動

‧文學家駐館講座　41b
‧萬人說故事　41b
‧繪本小達人競賽　41b

高雄市表演藝術家數位駐館徵集系列：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42b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2006城市閱讀運動　42a
—表演藝術跨領域創作養成系列活動

‧今夏好藝術活動　42b
‧共讀紅樓夢活動　42a
‧狂想德國活動　42b

—高雄市表演藝術家數位駐館徵集系列　42b
高雄地區大學圖書館聯盟、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Citation Analysis引文分

析研討會 211
高雄作家資料專區：高雄市立圖書館 40a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輔導推動委員會　60b
—試辦館際借閱服務　61a
—圖書巡迴書庫　60b
—製作終身學習網路教材——美濃豐華　61a
—閱讀推廣活動

‧2006閱讀植根知識達人系列活動——看書‧I Love——圖書借閱活動　60a
‧未來說故事高手人才培訓　60a
‧全國閱讀運動——63本圖書館文學館藏好書　59b
‧好書大家讀．親子共讀好書聯合書展活動　59b
‧好書交換活動　60a
‧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59b
‧鳳邑‧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義工培訓　60a
‧親子共讀魔法箱∼手工小書變變變活動　60a
‧繪本大Fun頌」說故事活動　60a

—灌溉兒童文學苗圃　59b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95.09.19） 300b
國中圖書館業務研討會：中小學圖書館 99b
國民中學圖書館員營運知能研習：高雄市立圖書館 41a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第2屆兩岸中文資料庫資源建設暨資料庫CNKI研討會　216
—2006 OCLC與圖書館對談　213
—數位資源及資訊服務

‧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145a
‧資訊系統服務　146b
‧圖書館利用教育與推廣服務　149a
‧數位資源　145b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多元文化與圖書館研討會　34b
—多元文化與閱讀教育研習營　35a
—第6屆地圖學研討會暨地圖成果展　34b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升座談會　34b
—臺灣研究中心先期推動工作　34a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0
—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討會　209
—創造數位環境及人性化圖書館研討會　214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　170
國立成功大學大學圖書館：數位資訊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214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70

—10周年所慶系列活動　172a
—2006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機構典藏研討會　217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善本舊籍及檔案文獻提閱要點（95.12.07） 290a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地區大學圖書館聯盟：Citation Analysis引文分

析研討會 211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創造數位

環境及人性化圖書館研討會 214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資料中心圖書室　109b
國立教育資料館　113b

—50周年館慶　113b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2006大學院校圖書資源整合應用研討會　22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讀者使用規則（95.09.14） 286a
國立臺中圖書館

—全國性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36b
—全國性閱讀推廣活動　36b
—兩岸交流　38a
—研發創新服務

‧視聽資料館際互借暨合作播映　35b

‧贏造優質英語生活環境　36a
—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　35a
—國際交流

‧2006讀書樂在臺灣　37b
‧法國推動閱讀國際研討會　37b

—組織變革　35b
—辦理全國性輔導、訪視及評鑑

‧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服務升級計畫　36b
‧永續經營計畫　36b
‧籌組公共圖書館輔導團　36a

國立臺中圖書館中興堂場地及設備使用收費標準（95.07.18） 286a
國立臺中圖書館規費收費標準（95. 06.01） 285b
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學習資源：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159a
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　35a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69

—數位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　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06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討會　219
—創新．蛻變．超越的知識殿堂國際研討會　213
—新服務實驗室　157a
—學術知識新閱讀風：數位出版研討會 2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　169
—接受大學系所評鑑　172a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0, 172b

‧2006OCLC與圖書館對談　213
‧國際機讀編目格式：建構全球性圖書館的工具　210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教育與產業人才需求研討會　2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第2屆兩岸中文資料庫資源建設暨資料庫CNKI研討會　216

索 引 中文索引

十畫 紐耆財送馬高 十一畫 國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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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教育與產業人才需求研討會　213
—電子資源管理研討會　213

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　110b
—教科書之回顧與前瞻——新世紀中小學教科書的革新與研究研討會

110b
國立職業學校組織員額設置基準（95.03.03） 284a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中華數位文化創

意發展協會、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術知識

新閱讀風——數位出版研討會 214
國家考試——金榜葵花寶典講座：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a
國家圖書館　3a, 8

—建置完成「臺灣研究入口網」 21a
—教育部95年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　19a
—開展我國書目國際化工作　23a
—圖書館統計與國際標準書號國家標準公告　19b
—榮獲94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優等獎　25b
—《漢學研究》及《通訊》雙獲國科會中文學門期刊評比績優　25a
—綜述8a

‧研究發展的成效　13a
‧重要業務統計　16b
‧特藏整理與傳布　9b
‧資訊服務的提升　11a
‧圖書資訊的組織　9a
‧圖書資訊的徵集　8b
‧漢學研究的促進　15b
‧輔導事業的推動　12a
‧學術文化的交流　13b
‧讀者服務的開展　10a

—遠距學園開設圖書資訊學專業等課程　24b
—慶祝國家圖書館易名十周年系列活動　17a

‧2006年華文國際數位合作座談會　17a
‧映象臺灣——館藏臺灣文獻精選展　17b
‧國家圖書館珍藏臺灣古書契展覽　18a
‧編印出版《國家圖書館體質轉變的十年：易名十周年紀錄（1996-2006）》 18b

—學術交流與合作
‧國圖與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22b
‧國圖與蒙古國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協議　22a

—學術研討及會議
‧2006IFLA年會　15a,224b
‧95年NBINet分區合作館書目品質會議　24a
‧9 5年度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談會

219
‧海峽兩岸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發展論壇　14b, 224a
‧從全球角度看電子書的挑戰與發展研討會　15b, 226a
‧第6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15a, 225b
‧第IFLA72屆年會暨參訪日韓公共圖書館　14b, 225a
‧歐洲漢學會議第16屆雙年會議　15a, 225b

國家圖書館珍藏臺灣古書契展覽：國家圖書館慶祝國家圖書館易名十周年系列

活動 18a
國家圖書館與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22b
國家圖書館與蒙古國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協議　22a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95.02.22） 291a

《國家圖書館體質轉變的十年：易名十周年紀錄（1 9 9 6-2 0 0 6）》：國家圖書館慶

祝國家圖書館易名十周年系列活動　18b
國際交流

—2006讀書樂在臺灣國立臺中圖書館　37b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0b
—法國推動閱讀國際研討會，國立臺中圖書館　37b
—第9屆東亞詩書展暨現代詩國際研討會，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50a
—圖書交換協定，臺中市公共圖書館50a

國際標準書號CNS12864（95.11.20修訂） 301a
國際學校圖書館館員協會　88b

—協會年會（2006年） 88b
國際機讀編目格式：建構全球性圖書館的工具：大同大學圖書館、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210
基隆市文化局獎勵民間興辦圖書館評選活動：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43a
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2005年開卷好書獎書展　43a
—2006兒童經典文學∼魔豆傳奇卡通嘉年華系列活動　43a
—出版基隆圖書館史　43a
—耆老文史工作人員座談會　43a
—基隆市文化局獎勵民間興辦圖書館評選活動　43a

基隆河域發展今昔ｅ學園網站：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b
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a

—社區競賽　97b
—基隆河域發展今昔ｅ學園網站　97b
—基隆區電子報　97a
—經營網路讀書會　97a
—資訊及學生志工人員訓練　97a

基隆區電子報：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a
培訓英語志工協助建置英語環境：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創新服務 48b
專利與非專利文獻之關係探討研討會：Thomson Scientific、金珊資訊有限公司

211
專門圖書館　104, 7a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109a
‧兩岸知識庫　109a
‧新聞資料庫全文檢索系統　109a

—兩岸知識庫　109a
—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109b

‧30周年院慶系列慶祝活動　109b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圖書館　111a

‧推廣活動　111a
‧電子資源利用　111b
‧館藏資源利用　111a
‧讀者滿意度調查　112a
‧推廣活動一覽表（95年）（表51） 111

—財團法人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112a
‧圖書館周活動　112a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資料中心圖書室　109b
—國立教育資料館　113b

‧國立教育資料館50周年館慶　113b
—國立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　110b

‧教科書之回顧與前瞻——新世紀中小學教科書的革新與研究研討會　110b
‧教科書發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一覽表（表50） 110

—統計分析
‧臺閩地區各類型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表（95年）（表37） 104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人員編制及背景統計表（95年）（表39） 105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各類型館藏資料統計表（95年）（表40） 106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表（95年）（表44） 107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服務對象統計表（95年）（表42） 106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流通資料統計表（95年）（表41） 106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專業需求統計表（95年）（表49） 108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採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狀況統計表（95年）（表47） 107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創設時間統計表（截至95年）（表38） 105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經營困難與瓶頸一覽表（95年）（表48） 108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網站建置統計表（95年）（表45） 107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網站瀏覽人次統計表（95年）（表46） 107
‧臺閩地區專門圖書館閱覽席位統計表（95年）（表43） 106

—發展現況調查　104a
‧服務　105a
‧專業組織　108a
‧專業需求　108a
‧經營困難　108a
‧資訊技術與應用　107a
‧圖書館服務人員　105a
‧圖書館創設時間　105a
‧館藏數量　105a

—新聞資料庫全文檢索系統　109a
‧兩岸知識庫 109a

—資策會資訊資料中心圖書館周活動項目一覽表（表52） 113
—綜述　104a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　113a

‧擴建館舍　113a
專業組織：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1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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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需求：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108a
帶閱讀去旅遊——行動書坊到內灣系列活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47b
得獎學位論文：圖書資訊學研究，學位論文 199b
從全球角度看電子書的挑戰與發展研討會：國家圖書館 226a
推行家庭閱讀卡暨圖書館周系列活動：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50b
推展「深耕悅讀」活動：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93b
推動「臺灣地區圖書館加入OCLC管理成員館」計畫：大專校院圖書館 79b
推動鄉鎮圖書館業務：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55b
推廣活動

—大專校院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使用（綜述） 71b
—公共圖書館

‧人次　29b
‧場次　29a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5b
—專門圖書館：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圖書館 111a

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3b
教育訓練及研習活動

—95年雲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志工研習：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55a
—公共圖書館館員及文化局義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講習：雲林縣公

共圖書館 55a
—爹地媽咪說故事——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說故事人才培訓：新竹縣公共

圖書館 48a
—鄉鎮圖書館研習活動：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55a

教育部
—95年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　19a
—掌握知識，創造先機——展開創新的圖書館合作模式研討會212

教科書之回顧與前瞻——新世紀中小學教科書的革新與研究研討會：國立

編譯館教科書資料中心 110b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基本資料 170
淡江大學圖書館

—BLOG@TKULib計畫　150a
—學術會議

‧洞燭機先——圖書館數位化館藏的下一步研討會　210
‧Web 2.0與圖書館研討會 221

清雲科技大學圖書館：跳脫童書框架，潛入閱讀沙龍研討會　221
第1屆青少年大武山文學獎：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61a
第2屆兩岸中文資料庫資源建設暨資料庫C N K I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金珊資訊有限公司 216
第2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組委會：圖書館館藏資源建設研討會——海峽兩岸

圖書館交流研討會 216
第5屆桃園全國書展：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46a
第5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畫、中

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215
第6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國家圖書館 225b
第6屆地圖學研討會暨地圖成果展：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4b
第8屆（2006）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23b
第9屆ICADL亞洲數位圖書館國際年會：行政院文建會、國立故宮博物院 227a
第9屆東亞詩書展暨現代詩國際研討會：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國際交流 50a
組織管理：圖書館團體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30a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236a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33a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234a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236a

組織變革：國立臺中圖書館 35b
莊璐瑜：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圖書館 98a
荷蘭印象活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47a
訪視各高中學校圖書館：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93a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印製圖書館導覽手冊　64a
—童話故事屋活動　64a

創造數位環境及人性化圖書館研討會：臺北醫學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14
創新．蛻變．超越的知識殿堂國際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13
創新服務

—95年便民措施：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9a
—培訓英語志工協助建置英語環境：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8b

創辦《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9a
尋找書香愛麗亞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9a
掌握知識，創造先機——展開創新的圖書館合作模式研討會：教育部 212
換發借閱證金卡：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57a
暑期文學營活動：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48b
暑期閱讀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5a
無線射頻圖書館藏管理系統研討會：鉑特資訊有限公司　216
發現卓越——引用文獻分析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211
發現經典、追求卓越——世界級研究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T h o m s o n

Scientific、金珊資訊有限公司 217
童話故事屋活動：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64a
童話飛行船——麥當勞故事套餐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5a
華文國際數位合作座談會（2 0 0 6年）：國家圖書館慶祝國家圖書館易名十周

年系列活動 17a
視聽資料館際互借暨合作播映：國立臺中圖書館，研發創新服務 35b
鄉鎮市立圖書館巡迴輔導訪視：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51a
鄉鎮市立圖書館評鑑訪視：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a
鄉鎮圖書館研習活動：雲林縣公共圖書館，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55a
鄉鎮圖書館評鑑：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63a
開卷好書獎書展（2005年）：基隆市立公共圖書館 43a
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59b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推動鄉鎮圖書館業務　55b
—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95年雲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志工研習　55a
‧公共圖書館館員及文化局義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操作講習　55a
‧鄉鎮圖書館研習活動　55a

—閱讀推廣活動　55a
—閱讀推廣志工研習（95年） 55a

黃文局捐贈圖書：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8a
傳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圖書館異質資源整合查詢方案的現況與未來研討會 210
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製作「公共圖書館電子導覽影片」 46b
—閱讀推廣教育活動　46b
—優良圖書展及閱讀分享活動46a

新竹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5.10.26廢止） 290a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421萬人說故事　47a
—帶閱讀去旅遊——行動書坊到內灣系列活動　47b
—教育訓練及研習活動：爹地媽咪說故事——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說故事

人才培訓　48a
—荷蘭印象活動　47a
—新竹縣城鄉歡樂閱讀節系列活動　48a
—德國童話森林活動　47b

新竹縣城鄉歡樂閱讀節系列活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48a
新建圖書館

—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3b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安平分館　57a

新聞資料庫全文檢索系統　109a
—兩岸知識庫　109a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109a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39b
萬人說故事：高雄市立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1b
經濟研究所圖書室（中央研究院）

‧發展概況　123a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經營網路讀書會：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a
聖約翰科技大學圖書館、南台科技大學圖書館：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員新使命

研討會 220
試辦館際借閱服務：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1a
資訊及學生志工人員訓練：基隆區高中職圖書館經營 97a
資訊技術與應用：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107a
資訊系統服務：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源及資訊服務　146b
資訊服務的提升：國家圖書館，綜述 11a
資訊諮詢：大專校院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使用（綜述） 70b
資源組織發展趨勢研習研討會（2006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編委員會 215
跨校網路讀書會心得寫作：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2a

索 引 中文索引

十一畫 專帶得從推教淡清第組莊荷訪連 十二畫 創尋掌換暑無發童華視鄉開雲黃

十三畫 傳新溫萬經聖試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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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童書框架，潛入閱讀沙龍研討會：清雲科技大學圖書館 221
鉑特資訊有限公司：無線射頻圖書館藏管理系統研討會 216
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研討會（2 0 0 6年）：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18
電子資源利用：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圖書館 111b
電子資源管理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鼎盛資科股份有限公司

213
電子圖書館服務（綜述）：大專校院圖書館 72a
鼎盛資科股份有限公司

—E–L i b r a r y資源管理之發展趨勢暨S p y d u s第1 3次使用者聯合研討會
215

—電子資源管理研討會　213
—SFX產品特色及應用發展趨勢研討會　210

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作家系列——戲說繪本圖畫書活動　56a
—兒童閱讀營　56b
—兒童讀書會帶領人才培訓　55b
—故事志工交流活動　56a
—換發借閱證金卡　57a
—圖書館周活動　56b
—說故事志工人才培訓活動　56a
—繪本小書教作　56b

圖書交換協定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50a
—臺北市立圖書館　39a

圖書宅配服務：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52b
圖書巡迴書庫：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b
圖書採購：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2b
圖書資料經費（綜述）：大專校院圖書館 75a
圖書資訊的組織：國家圖書館綜述 9a
圖書資訊的徵集：國家圖書館綜述 8b
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 169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69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70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0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　170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7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6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　16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0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70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69

圖書資訊學研究　187
—文獻探討　187a

‧分類架構　187b
‧文獻類型　187b

—統計分析
‧各主題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篇數統計表（95年）（表113） 202
‧各年度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文獻類型一覽表（表93） 188
‧各校圖書資訊學專任教師申請行政院國科會計畫資料表（ 8 4年至9 5年）（表

105） 196
‧各校碩士論文篇數統計表（95年）（表112） 201
‧各校碩士學位論文歷年篇數統計表（表109） 200
‧各類計畫主持人及研究計畫分析表（表106） 197
‧行政院國科會圖書資訊學門研究計畫數量圖（84年至95年）（圖16） 195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學位論文主要研究方法分布統計表（表110） 201
‧圖書資訊學門研究計畫執行單位、年度、件數分布表（ 8 4年至9 5年）（表

104） 196
‧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主題類表一覽表（表94） 188
‧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計畫一覽表（95年）（依單位排序）（表107） 198
‧圖書資訊學相關專書出版情形一覽表（95年）（表95） 189
‧圖書資訊學相關期刊暨學術性文章篇數一覽表（95年）（表98） 193
‧圖書資訊學研究計畫主持人主持篇數分析表（表102） 195
‧圖書資訊學研究計畫主題分析統計表（95年）（表108） 199
‧圖書資訊學研究計畫補助單位一覽表（59年至95年）（表101） 194
‧圖書資訊學研究計畫篇數與計畫主持人背景分析表（表103） 195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主題分析一覽表（95年）（表100） 193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篇數分類一覽表（59年至95年）（表96） 192
‧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一覽表（95年）（表114） 203
‧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論文各類型圖書館研究歷年統計表（表111） 201
‧圖書資訊學學術性期刊論文篇數暨作者人數一覽表（95年）（表99） 19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學術性期刊論文篇數一覽表（87年至95年）（表97） 192

—研究計畫　194a
‧95年研究計畫　197a
‧主持人　194a
‧行政院國科會補助　195a
‧補助單位　194a

—專書　189a
—期刊論文　192a

‧相關主題分析　192a
‧期刊論文篇數　192b

—學位論文：　197b
‧95年碩士論文　199a
‧主題　199a
‧各校論文篇數　199a
‧研究方法　197b
‧研究對象類型　199a
‧得獎學位論文　199b
‧碩士學位論文篇數　197b

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文論壇　171a
圖書資訊學教育　169

—大事紀要　170a
‧2006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論文發表會　170b
‧2006年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文論壇　170a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繼續教育活動　170b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171a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171b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171b
‧南方學院華文圖書館發展促進中心　172b
‧南方學院華文圖書館發展促進中心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

服務合作協議書　172b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171a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10周年所慶系列活動　172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接受大學系所評鑑　172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2b
‧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論文論壇　171a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況與教師專長調查　172a
‧數位傳播時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研討會　171b
‧學術傳播與電子期刊管理研習班　171b

—大學部　172b
‧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　177a
‧教育統計　172b
‧教師　173a
‧課程　175b
‧學生　173b

—統計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在校學生人數統計表（ 9 3至9 4學年

度）（表86） 18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歷屆博士生人數統計表（表87） 18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9 3至9 4學年度）（表

67） 17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94學年度）（表68） 17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9 3至9 4學年度）（表

63） 17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9 4學年度）（表6 4）

173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分析表（ 9 3至9 4學年

度）（表65） 17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分析表（ 9 4學年度）

（表66） 17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課程結構一覽表（94學年度）（表72） 176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學生人數統計表（93至94學年度）（表69） 175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學生人數統計表（94學年度）（表70） 175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歷年畢業人數統計表（表7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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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行政經費一覽表（94學年度）（表74） 177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表（表62） 169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有學分繼續教育參加人數統計表（表89） 18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有學分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表88） 184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無學分繼續教育一覽表（表90） 185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無學分繼續教育參加人數統計表（表91） 185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遠距教育統計表（表92） 186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93至94學年度）（表75）178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在校學生人數統計表（94學年度）（表82）180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行政經費一覽表（94學年度）（表85） 182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93至94學年度）（表79）179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94學年度）（表80）179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94學年度）（表76）178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9 3至9 4學年度）

（表77） 178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9 4學年度）（表

78） 179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畢業生性別分析表（93至94學年度）（表81） 180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課程結構一覽表（94學年度）（表84） 181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碩士班歷年畢業人數統計表（表83） 180

—學系所基本資料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69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70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0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　170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7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6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　16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70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70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69

—博士班　182b
‧教育統計　182b

—碩士班　177b
‧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　181b
‧教育統計　177b
‧教師　178a
‧課程　180b
‧學生　179b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大學部必、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 9 4學年）
（表73） 176

圖書資訊學教育

—遠距教育　183b
—繼續教育　183b

圖書館人員研習活動：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93a
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138

—BLOG@TKULib Page Vi e w s流量曲線圖（9 4年1 0月至9 5年1 0月）
（圖5） 153

—BLOG@TKULib計畫網誌系統選擇評估表（表57） 151
—Google Scholar檢索結果顯示Findlt@NCTU選項（圖15） 165
—MetaLib快速查詢畫面（圖9） 164
—MetaLib整合查詢畫面：圖10） 164
—SFX表單（圖14） 165
—書目資料（圖13） 165
—聚焦歐盟」使用者所在國籍比例圖（圖6） 154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架構圖（圖7） 163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館藏整合查詢介面系統」首頁（圖8） 164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數位資源及資訊服務　145a
‧資訊系統服務　146b
‧圖書館利用教育與推廣服務　149a
‧數位資源　145b

—國立臺中圖書館
‧數位學習教材清單（95年度）（表61） 160
‧數位學習資源　59a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新服務實驗室　157a
—淡江大學圖書館BLOG@TKULib計畫　150a

‧實行與評估　150a
‧計畫運作概念圖（圖4） 150
‧計畫網誌服務一覽表（表58） 152
‧網誌群流量統計（表59） 153
‧網誌現況（表60） 154

—綜述
‧自動化與數位化相關文獻　141a
‧自動化與數位化相關研討會　139b
‧自動化與數位化現況　138a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163a
‧整合查詢結果列表（圖12） 164
‧整合檢索系統建置與使用——以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為例　163a
‧整合檢索進度回報畫面（圖11） 164

圖書館利用教育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a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源及資訊服務　149a

圖書館事業（概述） 2
—大專校院圖書館　5a
—中小學圖書館　6a
—公共圖書館　4a
—國家圖書館　3a
—專門圖書館　7a

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4a, 45b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63b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61b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56b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52b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58b
—財團法人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112a

圖書館法規　282
—中央法規　284a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讀者使用規則（95.09.14） 286a
‧國立臺中圖書館中興堂場地及設備使用收費標準（95.07.18） 286a
‧國立臺中圖書館規費收費標準（95. 06.01） 285b
‧國立職業學校組織員額設置基準（95.03.03） 284a

圖書館法規
—地方自治法規　289b

‧新竹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5.10.26廢止） 290a
‧臺灣省各鄉鎮縣轄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5.12.12廢止） 290a
‧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5.12.12廢止） 289b

—行政規則　290a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95.09.19） 300b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善本舊籍及檔案文獻提閱要點（95.12.07） 290a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95.02.22） 291a

‧臺北市立圖書館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原則（95.01.27） 294a
‧臺北市立圖書館捐募款管理運用要點（95.01.11） 293b
‧臺北市立圖書館閱覽規定（95.02.13） 296b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凱達格蘭文化館附設圖書室圖書借閱管理要

點（95.08.04） 299b
‧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及圖書閱覽中心使用須知（95.11.01修正） 292b

—圖書館相關國家標準　301a
‧CNS12864國際標準書號（95.11.20修訂） 301a
‧CNS13151圖書館統計（95.11.20修訂） 301a

圖書館界學術會議與交流：圖書館界學術會議一覽表（表115） 209
圖書館相關國家標準

—CNS12864國際標準書號（95.11.20修訂） 301a
—CNS13151圖書館統計（95.11.20修訂） 85b, 19b, 301a

圖書館員工、工讀生與志工：大專校院圖書館，人力資源（綜述） 76a
圖書館從業人員參訪研習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a
圖書館推廣利用計畫：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62a
圖書館異質資源整合查詢方案的現況與未來研討會：傳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10
圖書館統計

—大專校院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19） 271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92至95年）（圖2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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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18） 271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17） 271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期刊複印申請件數月統計（95年）（圖34） 275
‧期刊複印申請件數統計（95年）（圖33） 275

—高中高職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3） 272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4） 272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2） 272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1） 272

—國民小學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31） 274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32） 274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30） 274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9） 274

—國民中學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7） 273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8） 273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6） 273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2年至95年）（圖25） 273

—圖書出版預編
‧申請出版品預行編目圖書分類統計（95年）（圖36）276
‧國際標準書號／出版品預行編目申請種數月統計（95年）（圖35） 276

—臺閩地區各類型圖書館
‧基本資料統計表（95年）（表117） 270
‧數量統計表（95年）（表116） 269

圖書館統計標準（CNS13151－2007） 19b, 85b
—條文（95.11.20修訂）301a

圖書館創設時間：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105a
圖書館會議及訪問交流：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93b
圖書館團體　230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30a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0a
‧組織管理　230a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236a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6a
‧組織管理　236a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33a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3a
‧組織管理　233a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233b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4a
‧組織管理　234a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236a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6b
‧組織管理　236a

圖書館輔導
—國家圖書館　12a
—國立臺中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服務升級計畫　36b
‧永續經營計畫　36b
‧籌組公共圖書館輔導團　36a

圖書館數位典藏暨2 0 0 6年（第3 0屆）臺灣地區I N N O PA C系統使用者聯盟
研討會：大仁科技大學 220

圖書館館舍：大專校院圖書館 74a
圖書館館長之人事異動情況：大專校院圖書館 76a
圖書館館藏資源建設研討會——海峽兩岸圖書館交流研討會：第2屆海峽兩

岸圖書交易會組委會 216
實踐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臺灣夢工場科技（股）公

司：串流媒體服務與館藏合作新思維研討會 210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文化局長異動　52a
—圖書宅配服務　52b
—圖書館周活動　52b
—增加各館開館服務時間　52b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數位世紀、圖書館與生活研討會 209
《漢學研究》及《通訊》雙獲國科會中文學門期刊評比績優：國家圖書館 25a

漢學研究的促進：國家圖書館 15b
臺中文化季——城市閱讀系列活動（2 0 0 6年）：臺中市公共圖書館，閱讀推

廣活動 49b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國際交流
‧第9屆東亞詩書展暨現代詩國際研討會　50a
‧圖書交換協定　50a

—創新服務
‧95年便民措施　49a
‧培訓英語志工協助建置英語環境　48b

—尋找書香愛麗亞活動　49a
—閱讀推廣活動

‧2006臺中文化季——城市閱讀系列活動　49b
‧我的圖書館記憶徵文徵畫　49b
‧臺中學研討會——飲食文化 49a
‧閱讀講座 50a
‧贈送書香福袋活動　49b

臺中市維他露基金會館：法國推動閱讀國際研討會 211
臺中學研討會——飲食文化：臺中市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49a
臺中縣文化局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活動　51b
—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會議　51a
—世界書香日——書香傳情系列活動　52a
—兒童文學飛揚家庭閱讀營活動　52a
—班級共讀51b
—繪本的魔力——開啟閱讀新視野系列活動　51b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行動閱讀列車深耕計畫活動　50b
—映象臺灣圖片展　50b
—推行家庭閱讀卡暨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50b
—鄉鎮市立圖書館巡迴輔導訪視　51a

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U D N聯合線上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電子與網絡出版工作委員會： 2 0 0 6海峽

兩岸數位出版產業化發展研討會　212
臺北市立新湖國小推展深耕閱讀活動　102b
臺北市立圖書館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活動　38b
—心中有愛‧閱讀無礙義賣活動　39a
—北投分館　38b
—西門智慧圖書館　38a
—兩岸交流　39b
—法規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原則（95.01.27） 294a
‧捐募款管理運用要點（95.01.11） 293b
‧閱覽規定（95.02.13） 296b

—參訪法國圖書館　39b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　39b
—圖書交換協議　39a
—臺北市政品質創新獎　38b
—學術會議

‧典藏：圖書館研究能量經與緯的延伸會議　211
‧國際會議　40a
‧悅讀社會：公共圖書館的責任座談會：950208 210

臺北市立圖書館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原則（95.01.27） 294a
臺北市立圖書館捐募款管理運用要點（95.01.11） 293b
臺北市立圖書館閱覽規定（95.02.13） 296b
臺北市立龍安國小圖書館推廣活動　101b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凱達格蘭文化館附設圖書室圖書借閱管理要

點（95.08.04） 299b
臺北市政品質創新獎：臺北市立圖書館　38b
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92b

—推展「深耕悅讀」活動　93b
—訪視各高中學校圖書館　93a
—圖書館人員研習活動　93a

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圖書館會議及訪問交流　93b

臺北市國小教學資源輔導團95年輔導工作　94a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圖書館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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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成長進修　94b
—輔導工作執行成果　95a
—輔導目標　94a
—輔導工作項目　94a
—輔導工作重點　94b
—輔導方式　94b

臺北市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　101a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1卡在手全縣通　43b
—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實務工作研習　44a
—志工組訓

‧志工戶外研習活動計畫　44a
‧志工培訓計畫　44a

—社區閱讀植根計畫　43b
—圖書館從業人員參訪研習活動　44a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館際合作會議　45b
—閱讀推廣活動

‧2006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　44b
‧2006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45b
‧四季主題講座　44b
‧使用Google搜尋網路」課程　44b
‧暑期閱讀活動　45a
‧童話飛行船——麥當勞故事套餐」活動　45a
‧圖書館周年慶系列活動　44a
‧優良圖書巡迴展　45a

—館際合作會議：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5b
臺北醫學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創造數位

環境及人性化圖書館研討會 214
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62b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阿公阿嬤兒時記趣徵文比賽　57b
—書香滿府城系列活動　57a
—新建安平分館　57a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2006「文化饗宴圖書展」 58b
—五洲製藥董事長吳先旺捐贈圖書　58b
—成立南瀛故事人協會　57b
—兒童文學飛揚親子閱讀營　57b
—創辦《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　59a
—黃文局捐贈圖書　58a
—圖書館周活動　58b
—鐵蒺藜邊的玫瑰——戒嚴時代受難作家群像巡迴展　58a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升座談會：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4b
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臺灣地區I N N O PA C系統使用者聯盟研討會（第3 0屆2 0 0 6年）：大仁科技

大學　220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現況與教師專長調查　172a
臺灣省各鄉鎮縣轄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5.12.12廢止） 290a
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5.12.12廢止） 289b
臺灣研究中心先期推動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4a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　113a

—擴建館舍　113a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163a
舞動洄瀾閱讀風閱讀推廣活動：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62b
製作終身學習網路教材——美濃豐華：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1a
語言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說故事志工人才培訓活動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64a
—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56a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56b

說演故事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a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基本資料 169
輔導事業的推動：國家圖書館 12a
遠距教育：圖書資訊學教育 183b
遠距學園開設圖書資訊學專業等課程：國家圖書館 24b

鳳邑‧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義工培訓：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

活動 60a
德國童話森林活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47b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機構典藏研討會（2 0 0 6年）：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中

央研究院計算中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館合促進委員會 217
數位世紀、圖書館與生活研討會：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9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技術研討會（2 0 0 6年）：中華數位文化創意發展協會與國

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　214
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第 5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

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215
數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 I C D AT 2 0 0 6）：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

發分項計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16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技術研發分項計畫

—2006年數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ICDAT2006） 216
—第5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　215

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員新使命研討會：聖約翰科技大學圖書館、南台科技大學圖

書館 220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教育與產業人才需求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13
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書館

209
數位傳播時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學術研討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

會、國家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71b,  218
數位資訊服務新趨勢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大學圖書館 214
數位資源：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源及資訊服務 145b
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及2 0 0 6紐約國際授權展（2 0 0 6年）：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223a
數位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215
數位熱潮下的圖書館事業：虛擬空間、數位世界、數位學習的挑戰與回應研習

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20
歐洲漢學會議第16屆雙年會議：國家圖書館 225b
歐美研究所圖書館（中央研究院）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31a
—發展概況　123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7

澎湖褒歌網路教材：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63a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每月一書讀書會　63a
—拜訪公共圖書館——推動班訪活動　63a
—鄉鎮圖書館評鑑　63a
—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63b
—澎湖褒歌網路教材　63a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中央研究院）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8

閱覽席位
—公共圖書館　31a
—大專校院圖書館　73a

閱讀推廣活動
—2006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b
—2006圖書館周系列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5b
—2006臺中文化季——城市閱讀」系列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9b
—2 0 0 6閱讀植根知識達人系列活動——看書I Love——圖書借閱活動：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a
—文學家駐館講座：高雄市立圖書館 41b
—主題書展推薦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b
—四季主題講座：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b
—未來說故事高手」人才培訓：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a
—全國閱讀運動——63本圖書館文學館藏好書：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59b
—好書大家讀．親子共讀好書聯合書展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59b
—好書交換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a
—我的圖書館記憶」徵文徵畫：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9b
—使用Google搜尋網路」課程：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b
—書香幸福運動——巡迴書箱計畫：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54b
—暑期閱讀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5a
—童話飛行船——麥當勞故事套餐」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45a
—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59b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55a

索 引 中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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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46b
—萬人說故事：高雄市立圖書館 41b
—圖書館周年慶系列活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4a
—臺中學研討會——飲食文化：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9a
—鳳邑‧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義工培訓：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a
—閱讀講座：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50a
—親子共讀魔法箱∼手工小書變變變」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a
—優良圖書巡迴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5a
—繪本大Fun頌」說故事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60a
—繪本小達人競賽：高雄市立圖書館　41b
—贈送書香福袋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49b

閱讀植根知識達人系列活動——看書 I Love——圖書借閱活動（2 0 0 6
年）：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60a

閱讀資源充實計畫：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62a
學術文化的交流：國家圖書館 13b
學術知識新閱讀風：數位出版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中華數位文

化創意發展協會 214
學術傳播與電子期刊管理研習班　171b
學術會議　222a （會議時間排序）

—950116-17：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討會 209
—950208：悅讀社會：公共圖書館的責任座談會 210
—950208：數位世紀、圖書館與生活研討會 209
—950213：國際機讀編目格式：建構全球性圖書館的工具　210
—950224：洞燭機先——圖書館數位化館藏的下一步研討會　210
—950313：圖書館異質資源整合查詢方案的現況與未來研討會 210
—950321-23：SFX產品特色及應用發展趨勢研討會 210
—950406-09：2006美國亞洲學會年會書展暨東亞圖書館委員會年會 222a
—950414：Citation Analysis引文分析研討會 211
—950414：串流媒體服務與館藏合作新思維研討會 210
—950424：發現卓越——引用文獻分析學術研討會 211
—950425：專利與非專利文獻之關係探討研討會 211
—950503-04：法國推動閱讀國際研討會 211
—950512：典藏：圖書館研究能量經與緯的延伸會議 211
—950519：掌握知識，創造先機——展開創新的圖書館合作模式研討會 212
—9 5 0 5 2 0：R A L I S2 0 0 6 Spring Wo rkshop of Recent Ad vanc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pring 2006 212
—950522-23：2006海峽兩岸數位出版產業化發展研討會 212
—950526：創新．蛻變．超越的知識殿堂國際研討會 213
—950601-02：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教育與產業人才需求研討會　213
—950606、08：2006 OCLC與圖書館對談 213
—950611-25：2006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及2006紐約國際授權展 223a
—950618：電子資源管理研討會 213
—950618-22：第8屆（2006）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223b
—950623：2006 SpringerLink 新介面暨STM圖書出版市場趨勢研討會 214
—950623：數位資訊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214
—950629：亞洲數位資源服務之未來趨勢研討會 214
—950630：2006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技術研討會 214
—950803-08：海峽兩岸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發展論壇 224a
—950807、9-10：創造數位環境及人性化圖書館研討會 214
—950809：學術知識新閱讀風：數位出版研討會 214
—950810-11：數位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 215
—950817：2006年資源組織發展趨勢研習研討會 215
—950820：2006IFLA年會 224b
—950820：參加第IFLA72屆年會暨參訪日韓公共圖書館　225a
—950828：歐洲漢學會議第16屆雙年會議 225b
—950831-0901：第5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 215
—9 5 0 9 0 6：E–L i b r a ry資源管理之發展趨勢暨Sp yd u s第1 3次使用者聯合研討會

215
—950906-11：第6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225b
—950919、21：第2屆兩岸中文資料庫資源建設暨資料庫CNKI研討會 216

—950920-23：從全球角度看電子書的挑戰與發展研討會 226a
—950921：圖書館館藏資源建設研討會——海峽兩岸圖書館交流研討會 216
—951019：無線射頻圖書館藏管理系統研討會 216
—951019-20：2006年數位典藏技術國際研討會（ICDAT2006） 216
—951027：2006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機構典藏研討會 217
—951114：發現經典、追求卓越——世界級研究在臺灣 217
—951115-16：2006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研討會 218
—951117：數位傳播時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學術研討會 218
—9 5 111 8：RALIS 2 0 0 6 Autumn Wo rkshop of Recent Ad vanc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utumn 2006 218
—9 5 11 2 2：9 5年度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

談會 219
—951125-26：2006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討會　219
—951126-1201：出席第9屆ICADL亞洲數位圖書館國際年會 227a
—9 5 1 2 0 2：數位熱潮下的圖書館事業：虛擬空間、數位世界、數位學習的挑

戰與回應研習會 220
—951205：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員新使命研討會 220
—951207：共創閱讀新世紀研討會 220
—9 5 1 2 0 7 - 0 8：圖書館數位典藏暨 2 0 0 6年（第3 0屆）臺灣地區 I N N O PAC系統

使用者聯盟研討會 220
—951214-15：Web 2.0與圖書館研討會 221
—951215：2006大學院校圖書資源整合應用研討會 221
—951215：跳脫童書框架，潛入閱讀沙龍研討會 221
—951227：海峽兩岸數位圖書館建設交流研討會 221

整合檢索系統建置與使用：以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為例 163a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中央研究院）

‧95年重要活動紀要　128a
‧發展概況　119b
‧館藏重點與特藏　116

親子共讀魔法箱∼手工小書變變變」活動：高雄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

動 60a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發現卓越——引用文獻分析學術研討會 211
館際互借：大專校院圖書館 70b
館際協調會：中央研究院人文各所圖書館 118b
館藏資源

—大專校院圖書館　68a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圖書館　111a
—中央研究院人文各所圖書館　115b

優良圖書巡迴展：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45a
優良圖書展及閱讀分享活動：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46a
優質英語生活環境優等獎（榮獲94年度）：國家圖書館 25b
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及圖書閱覽中心使用須知（95.11.01修正） 292b
購書經費：公共圖書館 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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