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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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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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列入索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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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索引分成主題索引與編著者索引二部分，前者包含中文與西文，後者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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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索引

主題索引：中文之部

2 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172a
3 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暨第四屆全國高校圖書館

文獻資源建設年會　224
3 屆雲林文化藝術獎：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4 屆全國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年會　224
4 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b
5 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　221
6 屆市政品質創新獎：臺北市立圖書館 47a
6 屆桃園全國書展：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b
8 屆大武山文學獎：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5b
8 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b
9 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a
1 0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中華飲食文化基金

會 139b
12屆文藝創作獎：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a
1 2屆餐飲管理暨有機健康飲食趨勢國際研討會：中

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39a
13屆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年會並辦理書展　221
13屆府城文學獎：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20任館長交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1a
27屆歐洲漢學圖書館會議　223
29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217
9 5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99a
96年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104b

—圖書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運用情形　108a
—圖書館獲學校教學卓越計畫核撥經費情形　106a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大專校院圖書館　104b

9 6年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高雄縣公共圖

書館 75a
9 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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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b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作業要點　109b

9 6年度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串連分享計畫：國立臺

中圖書館 45a
9 6年度臺北市社會組語文競賽：臺北市立圖書館

48a
9 6年度臺南縣鄉鎮市圖書館業務座談會：臺南縣公

共圖書館 72b
9 6年圖書資訊學專書出版情形：圖書資訊學研究

189b

96年獲獎的期刊論文：圖書資訊學研究 193b
9 6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

議：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 99a
1997年版之臺灣大學網站首頁（圖10）167
2 0 0 6好書大家讀年度少年兒童讀物贈獎典禮：臺北

市立圖書館 48a
2007世界書香日——歡樂閱讀節

—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b

2007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b
2 0 0 7全國故事媽媽活動——愛的故鄉逗陣走！：高

雄市立圖書館 50a
2007年IASL年會暨研討會在臺北舉行　172b
2 0 0 7年青年文學創作數位化作品購藏公開徵集：國

立臺中圖書館　44a
2007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參訪圖書館　222
2007年香港國際古書展　225
2007年國際學校圖書館聯盟年會　313b,217
2 0 0 7年第2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

研討會　220
2 0 0 7年詩人節苗栗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苗栗縣公共

圖書館 60b
2007法國讀書樂在臺灣：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b
2007花蓮文學獎：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a
2 0 0 7桃園兒童閱讀月——動物繪本狂歡節：桃園縣

公共圖書館 56a
2 0 0 7高雄縣閱讀植根行動系列活動：高雄縣公共圖

書館 74a
2007教育影展全國巡迴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b
2 0 0 7寒假閱讀節——非常俄羅斯：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2 0 0 7飲食文化系列講座：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139b
2007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討會　219
2007數位圖書館資源整合知識服務研討會　217
2007閱讀電影講座：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b
2007館際合作研討會——東亞現況與趨勢　217
2007優良政府出版品展：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3b
2007讀書樂在臺灣

—國立臺中圖書館　45b, 46a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8b
—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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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一畫 一　二畫 人　三畫 三于大　

一書一桃園活動：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a
人力資源

—大專校院圖書館

‧服務與資源概況分析　96a
‧人力資源統計分析（96年度）（表23）97

—公共圖書館

‧綜述　35b
—專門圖書館

‧人員編制統計表（96年）（表42）134
三重市兒童玩具圖書館：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a
三灣鄉立圖書館：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1b
于玟：任臺北縣立圖書館首任正式館長 52a
大事記

—圖書資訊學教育

‧2007年IASL年會暨研討會在臺北舉行　172b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圖書館員辦理繼續教育活

動　172b
‧世新大學開辦人文及數位傳播之數位典藏學程

171a
‧國立中興大學開辦數位典藏學程　171a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建構百年

圖書館史計畫　172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停辦圖書資訊學

組　170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辦數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

學程　171b
‧第2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研討

會在臺北舉行　172a
‧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大學系所評鑑　171b

—圖書館事業` 283
大武山文學獎（第8屆）：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5b
大武山文學營：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5b
大專校院圖書館　4b

—年度概述　85a
‧服務與資源概況分析　88a
人力資源 96a
服務處所與人口數　89a
服務與資源使用　90a
資訊取用與空間設備　91b
圖書資料經費　95a
館藏資源　90a

‧服務與資源整體概況　86b
到館人次與借閱冊數　88a

服務對象　86b
資料經費　88a
圖書資料經費　88a
館際合作　87a
館藏發展　86b

—RAPID ILL館際文獻傳遞合作服務　113a
‧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Express 113b
‧西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113b

—9 5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

議：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　99a,圖輯254
—96年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104b
‧執行教學卓越計畫館數比較表（ 9 5-9 6年度）（表

27）106
‧獲教學卓越計畫核撥經費一覽表（96年度）（表28）

107
‧獲教學卓越計畫核撥經費情形比較表（9 5-9 6年度

大專校院圖書館）（表29）108
‧圖書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運用情形　108a
‧圖書館獲學校教學卓越計畫核撥經費情形　106a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104b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及經費一覽表

（96年度）（表26） 105
—9 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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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b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作業要點

109b
—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　100a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100a
‧建置『臺灣學術研究資源中心』運作架構、機制

與執行策略計畫 96a
‧計畫目標及內容　96b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00a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共用性資料庫購置計畫

110b
‧成果　111b
‧使用統計　112b
‧訓練及推廣　112a
‧組織　111b
‧購置原則及涵蓋領域　110b
‧購置資料庫清單　111b

資料庫清單（表30）112
—圖書館現況調查分析

‧人力資源統計分析（96年度）（表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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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館藏之比較（94-96年度）（表6）86
‧平均每位專職館員須服務讀者數分析（ 9 6年度）

（表24） 97
‧平均每位讀者可使用圖書資料經費統計分析（ 9 6

年度）（表22） 96
‧各類型讀者別之比例（94-96年度）（表5） 86
‧使用者訓練與推廣活動統計分析（96年度）（表16）

93
‧到館人次與借閱冊數統計（94-96年度）（表8）88
‧服務人口數統計分析（96年度）（表11）89
‧服務處所設立情形統計分析（ 9 6年度）（表 1 0）

89
‧服務與資源使用統計分析（96年度）（表14） 92
‧建築總面積統計分析（96年度）（表19） 94
‧書目紀錄量統計分析（96年度）（表20） 94
‧問卷調查回收統計（96年度）。（表4） 85
‧國內外館際合作統計分析（96年度）（表15） 92
‧國外館際文獻／借書申請件數分析（ 9 4-9 6年度）

（表7） 86
‧開放時數統計分析（96年度）（表17） 93
‧圖書資料經費分配分析（94-96年度）（表9） 88
‧圖書資料經費統計分析（96年度）（表21） 95
‧閱覽席位統計分析（96年度）（表18） 94
‧館藏資源數量統計分析（一）（9 6年度）（表1 2）

90
‧館藏資源種數統計分析（二）（9 6年度）（表1 3）

91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Taiwan Academic El e c t ro n i c

Books Consortium） 102b
‧臺灣大專校院學術電子書共購共享計畫　102b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推動小組　102b
‧訂定之各學科領域採購比重（表25） 102

—整體發展動態　85a
‧改善數位資源檢索環境　85a
‧服務動態　86a
‧資料數位化　85a

大陸地區新近啟用圖書館建築發展現況：參訪活動

225
大墩文學營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3a
小型書展嘉年華計畫：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80b
小論文寫作比賽：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118a
山川活水——湄公河與瀾滄江攝影展：彰化縣公共圖

書館 65b

中小學圖書館　115a
—年度概述　5b, 115a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116b
‧工作紀要　116
‧小論文寫作比賽　118a
‧分區觀摩研習　116b
‧全國高中高職經營電子報　118a, 120b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120b
電子報發展方向　120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118b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專輯光碟製作

119a,124a
光碟入選名單（表37） 124
新竹市光復中學　124a
製作紀實　124

‧協助訂定圖書館工作手冊　119a
‧參訪馬來西亞獨立中學　119a,圖輯246
‧國際學校圖書館協會2007年會　119a
‧跨校網路讀書會心得寫作　118a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統計

‧全國高中高職（95學年度第1學期）

圖書借閱冊次及使用率統計（表32）118
館藏冊數統計（表31）11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9 6學年度

第1學期）123b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23b
圖書借閱冊次及使用率統計（表36）123
館藏冊數統計（表35）123

—全國高中圖書館96年度工作會議　119b
—全國高中職跨校網路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全國高中

職96年）121b
‧比賽活動紀實　121
‧比賽工作團隊與負責業務一覽表（表34）122
‧比賽分區統計（表33）122

—全國高級職業學校圖書館主任研討會　1 2 1 a ,圖輯

268
‧中州技術學院　121a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21a
‧會議紀要　121

—國際學校圖書館館員協會（I A S L）2 0 0 7年會活動紀

要　116a
‧年會計畫　116a
‧活動紀要　116a

索 引 主題索引

三畫 大小山 四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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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圖書館（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兒童深耕閱讀計畫　128b
徵件統計（96年）（表38）129

‧線上資料庫採購與運用　129a
—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125a
‧工作紀要　125
‧參與圖書館會議及訪問交流　126a
‧推展「深耕悅讀」活動　126a
‧訪視各高中學校圖書館輔導工作報告　125a
‧辦理圖書館人員研習活動　125b

—臺北市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團　126b
‧96年工作紀要　126,圖輯264
‧《學習／教學好幫手》 127a,圖輯268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教學資源輔導團

130a
‧96年度輔導工作　130

—臺北市國民小學96年度圖書閱讀數量統計　131b
‧國民小學學生參與閱讀數量統計（表39）132
‧（圖5）137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226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正式問世　27a
中文圖書館學Chinese Librarianship 5a
中州技術學院：全國高級職業學校圖書館主任研討會

121a
中和市行動圖書館　53b
中美文化交流與圖書館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24
中國圖書館學科學Chinese Library Science 5a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29

—重要會務及活動　229b
—組織管理　229a
—辦理館員繼續教育

‧大事紀要　172b
‧資訊組織基礎班：國家圖書館　231
‧資訊組織進階班：主題分析與知識組織：國家圖

書館　231
‧圖書館卓越品質管理研習班：臺北市立圖書館

231
‧圖書館高階管理研習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　231
‧圖書館數位學習資源與簡易教材製作專題研習

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合辦　231
‧圖書館館藏與自由資訊研習班：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31
‧數位典藏行銷與資訊素養服務研習班：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231
‧數位資訊應用研習班：世新大學圖書館　231
‧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學習研習班：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231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231
‧閱讀與資訊社會研習班：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　231
—圖書館活動圖輯

‧2007年IASL第36屆年會　圖輯257
‧第50屆第1次會員大會　圖輯271
‧閱讀行為改變了嗎座談會　圖輯248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2007飲食文化系列講座　139b
—講座或研討活動　139a
—第10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　139b
—第1 2屆餐飲管理暨有機健康飲食趨勢國際研討會

139a
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第 1 0屆）：中華飲食文

化基金會 139b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239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9b
—組織管理　239a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35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5b
—組織管理　235b
—圖書館活動圖輯

‧2007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討會　圖輯271
‧理事長交接　圖輯245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236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6b
—組織管理　236a
—圖書館活動圖輯

‧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　圖輯251
公共電視台圖書館

—公共電視台圖書館遷館　141a
—空間改善或搬遷　141a
—圖書館活動圖輯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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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

—年度概述　9b, 35a
‧工作人員　35b
‧推廣活動參加人次　40b
‧推廣活動場次　40b
‧推廣活動辦理情形　40a
‧圖書資料收藏數量　36a
‧圖書資料使用情形　39b
‧圖書資訊借閱人次　39b
‧圖書資訊借閱冊數　39b
‧閱覽席位　41a
‧購買圖書資料經費　39a

—年度統計（96年全國）36
‧公立公共圖書館統計表（全國表1）36
‧直轄市立圖書館　9
‧省政府圖書館　9
‧國立圖書館　9
‧縣市及鄉鎮圖書館　9
‧縣市暨鄉鎮圖書館人員及服務統計表（表3）38
‧縣市暨鄉鎮圖書館館藏數量及購書經費統計表

（表2）37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1a
‧手繪海報電影展　圖輯261
‧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 41b
‧推動「臺灣視障資料中心中程發展計畫」 42b
‧第20任館長交接 41a,圖輯264
‧黃雯玲（第20任館長） 41a
‧臺灣學研究資料徵及研討會　圖輯256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42a
‧舉辦「臺灣學研究書展」 42a, 圖輯268
‧蘇德祥（第19任館長） 41a

—國立臺中圖書館　43a
‧2 0 0 7年青年文學創作數位化作品購藏公開徵集

44a
‧2007讀書樂在臺灣　45b
‧96年度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串連分享計畫　45a
‧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　44b
‧出國參訪　46a
‧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數位資源教育訓練　45a
‧全國好書交換　45a
‧全國性之閱讀推廣活動　45a
‧成立「美國資料中心」（AmericanCorner） 46a
‧青年文學作品徵集　圖輯272

‧建置智慧型館藏流通及管理系統　44a
啟用RFID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圖輯270

‧洪慶峰　44a
‧留學資訊服務　46a

‧國立臺中圖書館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

學位論文作作業要點（96.06.27） 44b, 295a
‧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 43a
‧國立臺中圖書館閱覽規定（96.08.30修正） 299b
‧國際交流（參訪、合作） 46a
‧推展數位館藏資源全民共享工作　44b
‧組織變革及首長異動　43b
‧創新服務　44a
‧視聽資料館合作播映　45a
‧新建館舍及中興堂移撥　43a
‧楊宣勤　44a
‧輔導全國公共圖書館　44b
‧總統府文化特展　45b
‧薛茂松　44a
‧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學位論文專案入

選人員座談會　圖輯250
—臺北市立圖書館 46b
‧2006好書大家讀年度少年兒童讀物贈獎典禮　48a
‧2007世界書香日 47b
‧2007寒假閱讀節——非常俄羅斯　47b
‧2007讀書樂在臺灣　47b
‧96年度臺北市社會組語文競賽　48a
‧MyLibrarian個人化資訊服務　47a
‧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與服務趨勢國際研討會

49a, 圖輯266
‧多元文化資料中心開幕啟用　46b, 圖輯266
‧兒童暑期閱讀活動　47b
‧啟明分館重新啟用　46b, 圖輯262
‧國際交流　48b
‧悠遊卡借閱證申辦服務　47a
‧第6屆市政品質創新獎　47a
‧創新服務　47a
‧新建及改建館舍　46b
‧閱讀推廣活動　47b
‧閱讀經典三國　48a
‧館員互訪　48b
‧簽署圖書交換協議　48b
‧歡閱！塔塔魔幻森林系列活動　48a

—高雄市立圖書館　49a

索 引 主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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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續）

‧2 0 0 7全國故事媽媽活動——愛的故鄉逗陣走！

50a, 圖輯267
‧全國公共圖書館博覽會　50a, 圖輯270
‧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　51a
‧高雄文學館新建入口意象　49b
‧推廣幼兒早讀運動　49b, 圖輯267
‧開心菊讀書會　50b
‧與局長讀書VS.與作家有約　50b, 圖輯267
‧總館中興堂與三民分館禮堂改建　49a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51a
‧組織變革及首長異動　45a
‧創新服務　45a
‧輔導訪視訓練　45a
‧閱讀推廣　45b

—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a
‧2007閱讀電影講座　57b
‧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及行銷管理人才培訓　58a
‧竹塹故事月——大家一起來演故事、說故事比賽

57a
‧「走．讀香山」活動　57b
‧後備軍人服務中心衛星圖書館啟用　57a
‧故事園丁培訓　57a
‧圖書館e化服務培訓　57b
‧編印《說故事寶典》 58a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2007世界書香日——歡樂閱讀節　62b
‧大墩文學營活動　63a
‧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串連分享計畫　63a
‧文學推廣活動　62b
‧印地安人回顧展　63a
‧好書交換活動　62b
‧英語志工培訓計畫　62b
‧國際書香交流　63a
‧國際募書　63a
‧推動圖書通閱計畫　62a
‧第10屆大墩文學獎徵文　63a
‧提供創新便捷書香服務　62a
‧新購雙語圖書巡迴車　62a
‧圖書館利用及文學閱讀推廣活動　62b
‧圖書館志工訓練　62b
‧臺中市籍作家作品集徵文 63a
‧臺中學研討會——電影文化篇　62b

‧數位資源利用與推廣種子培訓　62a
‧辦理館員及志工教育訓練　62a
‧讀者電腦無硬碟系統建置　62a

—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68b
‧兒童說故事比賽活動　69b
‧書與電影賞析活動　69a
‧深耕閱讀系列講座　68b
‧戲說圖畫書活動　69a
‧繪本小書教作活動　69b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0b
‧全國閱讀大連線——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71b
‧全國好書交換活動　71a, 圖輯259
‧志工培訓　71a
‧員工成長學習訓練　71a
‧參訪績優機關、企業及標竿學習　71a
‧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70b
‧第13屆府城文學獎　71a
‧溫彩棠　70b
‧葉建良　70b
‧跟書去旅行——閱讀講堂活動　71b, 圖輯266
‧圖書借閱比賽及書香之家活動　71a
‧臺南市立圖書館首長異動　70b
‧臺南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6.01.30修正） 289b
‧閱讀推廣活動　71a
‧藝想天開魔法故事團　71b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2a
‧2007法國讀書樂在臺灣　54b
‧于玟　52b
‧三重市兒童玩具圖書館　54a
‧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訓練　53a
‧中和市行動圖書館　53b
‧五股鄉立圖書館更新分館及成功分館　53b
‧四季主題講座　54a
‧全國好書交換　54b
‧何文慶（代理館長）52a
‧兒童暑期閱讀活動　54b
‧通借通還服務　52b
‧鄉鎮市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　53a
‧新設立公共圖書館　53b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55a
‧臺北縣立圖書館「社區閱讀植根」計畫　54b
‧臺北縣立圖書館2007寒假閱讀節活動　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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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立圖書館首長異動　52a
‧臺北縣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6.09.29修正）290b
‧臺北縣立圖書館組織變革　52b
‧閱讀推廣活動　4a
‧閱讀滿點幸福滿載——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 54a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5a
‧「2 0 0 7桃園兒童閱讀月」動物繪本狂歡節 5 6 a ,

圖輯251
‧「一書一桃園」活動 56a, 圖輯266
‧「文化桃花源‧幸福閱讀」書展 56b
‧桃園縣客家文化圖書館新建工程 55a
‧推廣活動 56a
‧第12屆文藝創作獎 56a
‧第6屆桃園全國書展 56b, 圖輯258
‧鄉鎮市圖書館申請計畫 55b
‧鄉鎮圖書館輔導訪視 56a
‧新建及改建館舍 55a
‧圖書巡迴服務 56b
‧編印桃園縣民間文學集 57a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8a
‧2007讀書樂在臺灣 58b
‧好書交換活動 59a
‧兒童閱讀活動 59a
‧桃竹苗地區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 59b
‧爹地媽咪說故事——說故事人才培訓 60a
‧教育訓練及研習、輔導活動 59b
‧跨縣市觀摩活動 60a
‧圖書館funfun樂——Super愛閱Start活動 58b
‧圖書館法規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借書證申請須知（9 6.1 0.1 8修

正） 307b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圖書預約須知（ 9 6.0 8.0 8）

307a
‧圖書館週活動　58b
‧閱讀推廣活動　58a
‧營運績效評鑑 60a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0b
‧「Tu m b l e B o o k s英語互動電子書」資料庫館員教

育訓練 61a
‧2007年詩人節苗栗全國詩人聯吟大會 60b
‧三灣鄉立圖書館 61b
遊戲數學繪本班活動 圖輯252

‧公館鄉立圖書館 61b

‧文化局改制為國際文化觀光局 60b
‧南庄鄉立圖書館 61b
巡迴書籃服務 圖輯244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借用辦法 6 1 a ,
291b

‧特色活動 61b
‧產業特色借書卡啟用 61a
‧鄉鎮市圖書館員充電研習營 61a
‧圖書館學習饗宴系列活動 60b
兒童饗宴系列活動 圖輯255

—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3b
‧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會議 64a
‧公共圖書館業務觀摩活動 63b
‧世界書香日——書香饗宴系列活動 64a
‧生活文學講座——少年小說系列 65a
‧全國好書交換活動 64a
‧多元閱讀推廣利用計畫「B o o k s t a rt閱讀起步走」

64b
‧巡迴輔導訪視 63b
‧協助班級讀書會推動計畫 64a
‧教育訓練和研習觀摩活動 63b
‧鄉鎮市立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訓練 63b
‧鄉鎮圖書館博覽會 64b
‧閱讀推廣及行銷人才培訓 63b
‧營運深耕計畫——故事媽媽進階培訓研習 64b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65a
‧山川活水：湄公河與瀾滄江攝影展 65b
‧公共圖書館評鑑 65b
‧多元閱讀博覽會 65a, 圖輯269
‧圖書館週活動 65b, 圖輯269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 圖輯272
‧慧眼獨具優良政府出版品展 65b
‧讀書會帶領人培訓活動 圖輯269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a
‧2007全國好書交換日活動 67b
‧2007教育影展全國巡迴展　67b
‧主題書展推薦活動　67b
‧全縣閱讀運動——核心閱讀書坊活動　66b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導覽筆記書》 66b
‧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　67a
‧南投縣文學資料館　66a
‧南投縣各鄉鎮市圖書館績效評鑑說明會　66b
‧書香幸福運動——巡迴書箱計畫　67b

索 引 主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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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續）

‧送書到鐵窗」活動　66b
‧教育訓練及研習活動　67a
‧第8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　66b
‧第9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　67a
‧創新服務　66b
‧新建及改建館舍　66a
‧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巡迴展　67b
‧輔導訪視及評鑑　66b
‧閱讀推廣活動　67b
‧競賽及評選　67a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多元閱讀推廣利用　68a
‧孫福應　68a
‧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68a
‧第3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68a
‧組織變革及首長異動　68a
‧許木盛（代理局長） 68a
‧創新服務　68a
‧輔導訪視及評鑑　68a
‧閱讀推廣活動　68b
‧閱讀資源充實計畫　68a
‧館際合作與聯盟　69b
‧營運深耕輔導計畫　68a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69b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　70a
‧公共圖書館人員教育訓練　70a
‧鄉鎮市圖書館說故事人才培訓　70a
‧溪口鄉文化生活館落成啟用　69b
‧嘉義縣圖書館復館啟用10週年　70b
‧營運績效競賽　69b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2a
‧2007優良政府出版品展　73b
‧96年度臺南縣鄉鎮市圖書館業務座談會　72b
‧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暨閱讀推廣行銷人才培訓

73a
‧公共圖書館輔導團委員訪視　72b
‧公共圖書館營運深耕計畫　72b
‧公共圖書館營運輔導　72a
‧主題書展　72a
‧生活系列巡迴講座　73a
‧全國好書交換　73a
‧多元閱讀推廣利用　72a

‧行動圖書館——校園閱讀齊步跑　72b
‧金石堂購書優惠專案　73b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73b
‧2 0 0 7高雄縣閱讀植根——行動系列活動　7 4 a, 圖

輯250
‧9 6年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　 7 5 a ,圖輯

260
‧公共圖書館輔導計畫　75a
‧文學欣賞人口培育計畫　74a
‧好書交換日系列活動　圖輯259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推動發展委員會　75a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圖書資源共享合作座談

會　75a
‧路竹鄉立圖書館送書香到教室活動　 74b, 圖輯

263
‧圖書巡迴書庫 74b, 圖輯261
‧圖書推廣活動　74a
‧灌溉兒童文學苗圃計畫　74a, 圖輯260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5a
‧大武山文學營　75b
‧全國好書交換活動　77b
‧作家作品集　75b
‧故事家族——說故事人才培訓　76a
‧旅遊文學講座　76a
‧書香巡迴　75a
‧第8屆大武山文學獎　75b
‧圖書館閱讀引導種子人才培訓　77b
‧親子共讀月系列活動　76a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76b
‧我就愛閱讀．非讀Book閱讀嘉年華計畫　77b
‧話說文學來時路——與作家有約計畫　77a
文定龜山島　77a
閱讀交流道　76b

‧圖書館法規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借書證申請要點

（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借閱圖書污損、遺失及

逾期處理要點（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捐助及贈書獎勵作業要

點（96.06.26） 306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視聽資料外借要點

（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閱覽規定（ 9 6.0 2.2 7）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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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a
‧與書有約．幸福閱讀——好康 B o o k你知計畫

77a
‧營運管理人才培訓計畫　76b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a
‧2007花蓮文學獎　78a
‧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78b
‧好書交換活動　78b
‧成立社區圖書閱覽室　80a
‧送書到社區部落　79b
‧第4屆花蓮文學研討會　78b
‧圖書館數位學習及系統維護　79b
‧閱讀資源充實計畫　79a
‧藝文相關推廣活動　79b

—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80a
‧小型書展嘉年華計畫　80b
‧公共圖書館推廣暨行銷管理人才培訓　80b
‧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　80b
‧幼兒閱讀推廣研習　80b
‧兒童藝文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80b
‧學校班訪計畫　80b
‧營運管理人才培訓計畫　80a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81a
‧校園故事媽媽初階培訓　圖輯262
‧菊島書香，澎湖故鄉情」書展系列活動　 8 1 a ,

圖輯250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81a
‧《媽宮奇遇記》新書發表　圖輯272
‧澎湖褒歌網路教材發表會　圖輯245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培訓　81b
‧澎湖縣鄉立圖書館績效營運評鑑實地訪視　81a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1b
‧多元出版　82b
‧金門博碩士論文印製輔助出版　82b
‧族譜印製輔助出版　82b

‧圖書服務　81b
‧圖書發行　82a
‧閱讀推廣　81b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82b
‧教育訓練和研習活動　82b, 圖輯268
‧閱讀推廣活動　83a, 圖輯244, 259

—圖書館業務研討會

‧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會議：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4a
‧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與服務趨勢國際研討會：臺

北市立圖書館　49a, 218
—館員培育

‧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國立臺中圖書館　44b
‧公共圖書館人員教育訓練：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70a
‧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訓練：臺北縣公共圖書

館　53a
‧公共圖書館推廣暨行銷管理人才培訓：臺東縣公

共圖書館　80b
‧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臺東縣公共圖書

館　80b
‧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暨閱讀推廣行銷人才培訓：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3a
‧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及行銷管理人才培訓：新竹

市公共圖書館　58a
—組織變革及首長異動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1a
‧國立臺中圖書館　43b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45a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圖書館新建或改建館舍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a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5a
‧臺北市立圖書館　46b
‧國立臺中圖書館　43a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3b

—圖書館輔導與推廣

‧公共圖書館評鑑：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65b
‧公共圖書館業務觀摩活動：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3b
‧公共圖書館輔導計畫：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75a
‧公共圖書館輔導團委員訪視：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2b
‧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串連分享計畫：臺中市公共

圖書館　63a
‧公共圖書館營運深耕計畫：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2b
‧公共圖書館營運輔導：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2a

公館鄉立圖書館　53b
五股鄉立圖書館　53b
引文資料庫的期刊收錄原則研討會　216

索 引 主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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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鄰里協會2007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224
文化桃花源‧幸福閱讀書展：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b
文學欣賞人口培育計畫：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74a
文學推廣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b
文藝創作獎（第12屆）：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a
王文陸：就任國家圖書館第10任館長 14a
世界書香日（2007）：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世界書香日——書香饗宴系列活動：臺中縣公共圖書

館 64a
世界書香日——歡樂閱讀節（2 0 0 7）：臺中市公共

圖書館 62b
世界數位圖書館展示會　223
世新大學開辦人文及數位傳播之數位典藏學程

171a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　169
—數位典藏行銷與資訊素養服務研習班　231

世新大學圖書館：數位資訊應用研習班 231
主題書展推薦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b
四季主題講座：公共圖書館：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a
北美地區圖書館學術研究

—J I TA（Jose Manual Ba r rueco Cru z、Imma Su b i r a t s

Coll、Thomas Krichel and Antonella De Robbio）

4a
—書目計量（Bibliometric） 4b

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年會並辦理書展（第 1 3屆）

221
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與參訪心得　226
出國考察報告（96年） 199b,（表94） 199
幼兒早讀運動推廣：高雄市立圖書館 49b
幼兒閱讀推廣研習：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80b
生活文學講座——少年小說系列：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5a
生活系列巡迴講座：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3a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　170

玄奘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活動圖輯

‧智慧型無人圖書館——自立書軒啟用　圖輯262

全國公立公共圖書館統計表（ 9 6年）（全國表 1）

36
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數位資源教育訓練：國立臺中

圖書館 45a
全國公共圖書館博覽會：高雄市立圖書館 50a
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9 5學年

度） 9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 D D S）國內館藏期刊複

印

—申請件數統計（96年）（圖27） 281
—申請件數月統計（96年）（圖28） 281

全國各縣市暨鄉鎮圖書館

—人員及服務統計表（96年）（表3） 38
—館藏數量及購書經費統計表（96年）（表2） 37

全國好書交換

—國立臺中圖書館　45a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b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3a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7b
—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4a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全國性之閱讀推廣活動：國立臺中圖書館 45a
全國故事媽媽活動——愛的故鄉逗陣走！（2 0 0 7）：

高雄市立圖書館 50a
全國書目資訊網（N B I N e t）推動營運發展計畫：國

家圖書館 31a
全國高中高職經營電子報　118a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118b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專輯光碟製作　119a

—光碟入選名單（表37） 124
—新竹市光復中學　124a
—製作紀實　124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116b
—工作紀要　116
—小論文寫作比賽　118a
—分區觀摩研習　116b
—全國高中高職經營電子報　118a，120b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120b
‧電子報發展方向　120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118b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專輯光碟製作

119a，124a
‧光碟入選名單（表37） 124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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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中學　124a
‧製作紀實　124

—協助訂定圖書館工作手冊　119a
—參訪馬來西亞獨立中學　119a
—國際學校圖書館協會2007年會　119a
—跨校網路讀書會心得寫作　118a
—圖書館活動圖輯

‧9 6年度中一區高中高職圖書館觀摩研習會　圖輯

253
‧南一區分區研習活動　圖輯261
‧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圖書館參加美國圖書館學

會2007年年會海報展　圖輯256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統計

—全國高中高職（95學年度第1學期）

‧圖書借閱冊次及使用率統計（表32） 118
‧館藏冊數統計（表31） 11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9 6學年度第

1學期） 123b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23b
‧圖書借閱冊次及使用率統計（表36） 123
‧館藏冊數統計（表35） 123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經營特色專輯光碟製作

119a，124a
—光碟入選名單（表37） 124
—新竹市光復中學　124a
—製作紀實　124

全國高中圖書館96年度工作會議　119b
全國高中職跨校網路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全國高中

職96年） 121b
—比賽活動紀實　121
—比賽工作團隊與負責業務一覽表（表34） 122
—比賽分區統計（表33） 122

全國高級職業學校圖書館主任研討會　121a
—中州技術學院　121a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21a
—會議紀要　12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123b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23b
—圖書借閱冊次及使用率統計（表36） 123
—館藏冊數統計（表35） 123

全國高級職業學校圖書館主任研討會　121a
—中州技術學院　121a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21a

—會議紀要　121
全國圖書館統計系統建置計畫（第六子計畫）：國

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畫 25b
全國閱讀大連線——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臺南

市公共圖書館　71b
全球化時代下數位典藏的永續經營國際研討會

216
全縣閱讀運動——核心閱讀書坊活動：南投縣公共圖

書館 66b
共用性資料庫購置計畫購置資料庫清單（技專校院）

（表30） 112
印地安人回顧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3a
各類型圖書館研究：圖書資訊學相關博碩士論文

208a
多元文化資料中心開幕啟用：臺北市立圖書館 46b
多元出版：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2b
多元閱讀推廣利用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2a
—「B o o k s t a rt閱讀起步走」：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4b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b
—多元閱讀博覽會：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65a

地方自治法規（圖書館法規）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借用辦法（ 9 6.1 1.2 8修

正）：　291b
—臺北縣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6.09.29修正） 290b
—臺東縣政府圖書館影印資料收費標準（ 9 6.1 0.3 1）

291b
—臺南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6.01.30修正） 289b

好書大家讀年度少年兒童讀物贈獎典禮（2 0 0 6）：

臺北市立圖書館 48a
好書交換活動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b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9a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b

灰色文獻之徵集：圖書資訊學研究 211a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料作業

要點（96.08.17廢止） 292b
行政院研考會推動我國圖書館機構法制化作業

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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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109

索 引 主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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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圖書館法規）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料作業

要點（96.08.17廢止） 292b
—宜 蘭縣政府文化局圖 書館借書 證申請要點

（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借閱圖書污損、遺失及逾

期處理要點（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捐助及贈書獎勵作業要點

（96.06.26）306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視聽資料外借要點

（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閱覽規定（ 9 6. 0 2. 2 7）

303a
—國立臺中圖書館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學

位論文作業要點（96.06.27）295a
—國立臺中圖書館閱覽規定（96.08.30修正） 299b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定（96.05.10修正） 292b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96.08.16修正）

298a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閱覽須知（ 9 6.0 8.1 6）

297a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借書證申請須知（ 9 6.1 0.1 8修

正） 307b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圖書預約須知（ 9 6.0 8.0 8）

307a
—臺東 縣政府文 化局圖書 館申請借書證須知

（96.06.25） 305b
—臺東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圖書借閱須知（96.06.25）

306a
—臺東縣政府圖書館服務讀者影印文件要點（9 6.1 1.2

停止適用） 308a
行動圖書館——校園閱讀齊步跑：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2b
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高雄市立圖書館 51a
竹塹故事月——大家一起來演故事、說故事比賽：

公共圖書館：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a
考察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出版品管理、政府公報

制度與文化觀光產業　221
西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R A PID ILL館際文獻傳遞合

作服務 113b
何文慶（代理館長）：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2a
巡迴輔導訪視：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3b
志工培訓：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我就愛閱讀．非讀B o o k閱讀嘉年華計畫及成果展：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77b
杜正勝

—9 5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圖

輯255
—國家圖書館南部館　29b
—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 1 9 4 5-1 9 8 7） 3 3 a ,

265圖輯

技專校院共用性資料庫購置計畫

—組織圖（圖4） 111
—購置資料庫清單（表30） 112

改善數位資源檢索環境：大專校院圖書館整體發展動

態 85a
走．讀香山活動：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b
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研討會在臺北舉

行（第2屆） 172a
使用統計：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共用性資料庫購置計

畫 112b
兒童深耕閱讀徵件統計（臺北市 9 6年）（表 3 8）

129
兒童暑期閱讀活動

—說故事比賽：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69b
—藝文閱讀推廣活動：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80b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9a
—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b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宜蘭縣公共圖

書館 318b, 76b
府城文學獎（第13屆）：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法國讀書樂在臺灣（ 2 0 0 7）：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b
泛圖書館學　5b
社區圖書閱覽室成立：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80a
空間改善及遷館：專門圖書館 140

—公共電視台圖書館　141a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0a

直轄市立圖書館：統計 9
知識不飽和理論（顧敏） 6a
知識服務3 . 0——主動、互動、感動對外分享會：資

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140a
花蓮文學研討會（第 4屆）：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b
花蓮文學獎（2007）：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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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畫 行竹考西　七畫 何巡志我杜技改走　

八畫 亞使兒宜府法泛社空直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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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編著者索引

八畫 花金青 九畫南屏後故洪研科美苗英香　

十畫員孫旅核書桃海爹特班留送財高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花蓮縣公共圖

書館 319a, 78a
金石堂購書優惠專案：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3b
金門博碩士論文印製輔助出版：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2b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金門縣公共圖

書館 319a, 81b
青年文學創作數位化作品購藏公開徵集（2 0 0 7年）：

國立臺中圖書館 44a
南庄鄉立圖書館：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1b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南投縣公共圖

書館 317b, 66a
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a
南投縣文學資料館：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a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第8屆　66b
—第9屆　67a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屏東縣公共圖

書館 318b, 75a
後備軍人服務中心衛星圖書館啟用：新竹市公共圖書

館 57a
故事家族——說故事人才培訓：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6a
故事園丁培訓：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a
洪慶峰：國立臺中圖書館 44a
研究室使用線上申請與管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 162a
研究計畫一覽表（圖書資訊學96年）（表93） 195
研究計畫及研究報告：圖書資訊學研究 194a

—出國考察報告　199b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4a

科學計量（Scientometric） 4b
美國資料中心（A m e r i c a n C o r n e r）成立：國立臺中

圖書館 46a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240

—重要會務及活動　240b
—組織管理　240a

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參訪圖書館（2007年） 222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苗栗縣公共圖

書館 317a, 60b
英語志工培訓計畫：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b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138a, 圖輯264

香港分享臺灣記憶計畫經驗　221
香港國際古書展（2007年） 225
員工成長學習訓練：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孫福應：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旅遊文學講座：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6a
核心期刊論文篇數一覽表（ 9 6年）：圖書資訊學

（表92） 193
書目品質之控制：圖書資訊學研究　211a
書目紀錄量統計分析（9 6年度大專校院圖書館）（表

20）94
書目計量（Bibliometric）

—科學計量（Scientometric） 4b
—資訊計量（Infometric） 4b
—北美地區圖書館學術研究　4b
—網源資料計量（Webmetric） 4b

書香巡迴：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5a
書香幸福運動——巡迴書箱計畫：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b
書與電影賞析活動：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69a
桃竹苗地區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新竹縣

公共圖書館 59b
桃園全國書展（第6屆）：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b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桃園縣公共圖

書館 317a, 55a
桃園縣客家文化圖書館新建工程：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5a
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暨第四屆全國高校圖書館文獻

資源建設年會（第3屆） 224
爹地媽咪說故事——說故事人才培訓：新竹縣公共圖

書館 60a
特藏整理與傳布：國家圖書館 17a
班級讀書會推動計畫協助：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4a
留學資訊服務：國立臺中圖書館 46a
送書到社區部落：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9b
送書到鐵窗活動：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b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138a
高中高職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1 7）

278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1 8）

278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16）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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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 1 5）

278
高雄文學館新建入口意象：高雄市立圖書館 49b
高雄市立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

315b, 49a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高雄縣公共圖

書館 318b, 73b
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參訪：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119a
啟明分館重新啟用：臺北市立圖書館 46b
國民小學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5）

280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6）

280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24） 280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3-96年）（圖23） 280

國民小學學生參與閱讀數量統計（臺北市 9 6年）

（表39） 132
國民中學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1）

279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2）

279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20） 279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3-96年）（圖19） 279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見 公共圖書館：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15a, 41a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開辦數位典藏學程　171a
—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　170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

組基本資料　170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傳統與數位參考服務使用比例（9 0-9 6年）（表5 4）

151
—數位參考服務各工具使用比例（ 9 6年8-1 2月）（表

53） 151
—線上互動參考諮詢服務　150a

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 2期計畫：國家圖書館

24a

—全國圖書館統計系統建置計畫　25b
—完成數位典藏計畫　25a
—數位化系統軟硬體建置計畫　24b
—館藏內容擴充方案計畫　24a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系所基本資料　170
—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學習研習班　231
—建構百年圖書館史計畫　172a
—與國家圖書館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33a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全國高級職業學校圖書

館主任研討會 121a
國立教育資料館館藏圖書資料複（列）印收費標準

（96.05.02） 289a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

料庫 123b
國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統計 9
國立臺中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

315a, 43a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系所基本資料　169
—閱讀與資訊社會研習班　23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　100a
—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NTU Web Archiving Sy s t e m

163
‧1997年版之臺灣大學網站首頁（圖10） 167
‧系統功能　164b
‧架構（圖6） 164
‧首頁（圖7） 165
首頁之不同時期版本（圖9） 166

‧庫存網站（圖8）166
‧網站典藏　163b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RFID系統（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152b
—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152a
—對RFID優點之看法（表56） 160
—應用RFID產品之規格（表55） 15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開辦數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學程　171b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停辦圖書資訊學組　170a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十畫 高馬　十一畫 啟國 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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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基本資料　16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系所基本資料　17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Open Courseware開放式數位學習課程計畫　162b
—研究室使用線上申請與管理　162a
—個人化服務系統暨數位學習計畫　161
—跨校區借書線上申請服務　161b
—圖書借閱狀況免費手機簡訊自動發送服務化

161b
—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161a
—圖書館數位學習資源與簡易教材製作專題研習班

231
—線上諮詢與建議暨即時回應機制　162a
—線上薦購圖書暨優先預約服務　162a
—整合式My Library個人化讀者服務系統　161a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電子

報 120b
國家圖書館　15

—年度概述　8a, 15
‧研究發展的成效　20a
‧重要業務統計　23a
‧特藏整理與傳布　17a
‧資訊服務的提升　18b
‧圖書資訊的組織　16a
‧圖書資訊的徵集　15b
‧漢學研究的促進　22a
‧輔導事業的推動　19a
‧學術合作與交流　20b
‧讀者服務的開展　17b

—《中文圖書分類法‧2007年版》正式問世　27a
—全國書目資訊網（ N B I Ne t）推動營運發展計畫

31a
—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展　250, 圖輯

—行政院研考會推動我國圖書館機構法制化作業

28b
—完成建置臺灣文史哲論文集篇目索引系統　31b
—我國取得M A RC2 1書目紀錄格式中之專用識別代碼

30b
—研擬國家圖書館施政目標與策略　33b
—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畫　24a
‧全國圖書館統計系統建置計畫　25b

‧完成數位典藏計畫　25a
‧數位化系統軟硬體建置計畫　24b
‧館藏內容擴充方案計畫　24a

—國家圖書館典藏及南部館籌設進度　29b
—施政目標與策略研擬：國家圖書館　33b
‧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 9 4 5-1 9 8 7） 3 2 b ,

圖輯265
‧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子計畫　26a
‧館藏中文圖書轉換類號子計畫　26b

—教育部96年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　26a
—莊芳榮館長榮退歡送茶會　圖輯249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長嚴立初女士來訪　圖輯253
—資料庫之維護與更新：議題與討論：圖書資訊學

研究　211b
—圖書館法規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定（96.05.10修正） 292b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 9 6.0 8.1 6修

正） 298a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閱覽須知（ 9 6.0 8.1 6）

297a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舉辦研習班

‧資訊組織基礎班　231
‧資訊組織進階班：主題分析與知識組織　231

—圖書館、閱讀與書評座談會　圖輯252
—與政治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33a
—與越南國家圖書館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圖輯260
—蒙古國家圖書館長Akim Gotov來訪　圖輯248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6a
—館藏善本書進行估價及國寶古籍審查：　30b
—檔案管理列為年度重點業務：　34a
—贈書梵諦岡天主教聖言會「福若瑟中心」 圖輯

263
國際交流

—國立臺中圖書館　46a
—國家圖書館　20b
—國際書香交流：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3a
—國際募書：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3a
—臺北市立圖書館　48b

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　226
國際標準書號／出版品預行編目申請種數月統計

（96年）（圖29） 282
國際學校圖書館協會2007年會　217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119a

索 引 主題索引

十一畫 國立 國家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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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要　116a
—國際學校圖書館協會　115b

國際學術研討會 見 學術研討會議　335b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基隆市公共圖

書館 316a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組織變革及首長異動：公共圖

書館 45a
專門圖書館　133a, 6a

—公共電視台圖書館遷館　141a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2007飲食文化系列講座　139b
‧第10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　139b
‧第1 2屆餐飲管理暨有機健康飲食趨勢國際研討會

139a
—空間改善及遷館　140
‧公共電視台圖書館　141a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0a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138a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138a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138a

—統計（各類型96年）

‧圖書館數量統計表（表40） 133
‧人員編制統計表（表42） 134
‧服務人數統計表（表43） 134
‧服務項目統計表（表47） 136
‧服務對象統計表（表46） 136
‧流通資料統計表（表45） 135
‧專業委員會是否知悉統計表（表51） 137
‧專業需求統計表（表52） 137
‧創設時間統計表（表41） 134
‧經營困難與瓶頸統計表（表50） 137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狀況統計表（表49） 137
‧網站建置統計表（表48） 136
‧館藏資料統計表（表44） 135

—發展現況調查　133a
‧服務人數　134b
‧專業組織與專業需求　137a
‧經營困難　136b
‧資訊技術與應用　136a
‧圖書館服務人員　134a
‧圖書館創設時間　134a
‧館藏數量與服務　135a

—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知識服務 3.0——主

動、互動、感動」對外分享會　140a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圖書室搬遷與書

庫載重評估及改善　140a
—講座及研討活動：　138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139a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138a
‧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140a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138a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138a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138a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9 6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

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99a
從O C L C推動全球圖書館合作的成功經驗——談臺

灣圖書館合作的未來發展　218
悠遊卡借閱證申辦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 47a
教育訓練及研習活動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a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82b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9b
—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3b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0b

教育部9 6年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國家圖書館

26a
—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子計畫　26a
—館藏中文圖書轉換類號子計畫　26b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共用性資料庫購置計畫　110b
—成果　111b
—使用統計　112b
—訓練及推廣　112a
—組織　111b
—購置原則及涵蓋領域　110b
—購置資料庫清單　111b
‧資料庫清單（表30） 112

教育影展全國巡迴展（ 2 0 0 7）：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b
推廣活動 見 圖書館推廣　332a
族譜印製輔助出版：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2b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系所基本資料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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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　231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138a
深耕悅讀活動推展：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126a
深耕閱讀系列講座：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68b
深耕閱讀計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28b
產業特色借書卡啟用：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1a
第□屆 省略「第」字

組織變革及首長異動 見 公共圖書館：組織變革及

首長異動 319a
莊芳榮：國家圖書館第9任館長榮退 14a
許木盛（代理局長）：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訪視各高中學校圖書館輔導工作報告：臺北市高中職

圖書館輔導團 125a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連江縣公共圖

書館 319a, 82b
通借通還服務：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2b
陳雪華：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 8屆理事長就任

圖輯245
創新服務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b
—國立臺中圖書館　44a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45a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臺北市立圖書館　47a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寒假閱讀節——非常俄羅斯（2 0 0 7）：臺北市立圖

書館 47b
智慧型館藏流通及管理系統建置：國立臺中圖書館

44a
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152b
參見 RFID 338b

菊島書香，澎湖故鄉情書展系列活動：澎湖縣公共

圖書館 81a
視聽資料館合作播映：國立臺中圖書館 45a
越南儒教國際研討會暨參訪越南圖書館　225
鄉鎮市立圖書館 參見 公共圖書館　315a
鄉鎮市立圖書館從業人員在職訓練：臺中縣公共圖

書館 63b
鄉鎮市圖書館申請計畫：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5b
鄉鎮市圖書館員充電研習營：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1a
鄉鎮市圖書館說故事人才培訓：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70a
鄉鎮市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3a
鄉鎮圖書館博覽會：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4b
鄉鎮圖書館輔導訪視：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a
開心菊讀書會：高雄市立圖書館 50b
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際研討會 215
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 9 4 5 - 1 9 8 7）：國家

圖書館 32b
雲林文化藝術獎（第 3屆）：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雲林縣公共圖

書館 318a, 68a
飲食文化系列講座（ 2 0 0 7）：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139b
黃雯玲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第 2 0任館長） 1 5 b ,
41a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交接　圖輯264
黃寬重

—公共圖書館輔導團委員訪視　72b
—就任國家圖書館第11任館長　14a

黃鴻珠：9 6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

議 圖輯256
項潔：R A PI D系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圖

輯251
傳統與數位參考服務使用比例（國立交通大學圖書

館90-96年）（表54） 151
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新竹市公共圖

書館 316a, 57a
新竹市光復中學：全國高中職圖書館經營特色專輯光

碟 124a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新竹縣公共圖

書館 317a, 58a
新建及改建館舍 見 公共圖書館：圖書館新建及改

建館舍 319b
楊宣勤：新任國立臺中圖書館館長 44a
楊美華：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 7屆理事長卸任

圖輯245
溪口鄉文化生活館落成啟用：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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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彩棠：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0b
葉建良：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0b
詩人節苗栗全國詩人聯吟大會（2 0 0 7年）：苗栗縣

公共圖書館 60b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作業要點：9 7年

行政院國科會　109b
跟書去旅行——閱讀講堂活動：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b
跨校區借書線上申請服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61b
跨校網路讀書會心得寫作：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

團 118a
跨縣市觀摩活動：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60a
資訊技術與應用：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136a
資訊取用與空間設備：大專校院圖書館服務與資源概

況分析 91b
資訊服務的提升：國家圖書館 18b
資訊科學對世界的貢獻　5a
資訊計量（Infometric） 4b
資訊組織基礎班：國家圖書館 231
資訊組織進階班：主題分析與知識組織：國家圖書館

231
資訊組織與檢索國際研討會　216
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知識服務3.0——主動、

互動、感動」對外分享會 140a ,圖輯270
話說文學來時路——與作家有約計畫：宜蘭縣公共圖

書館 77a
路竹鄉立圖書館送書香到教室活動：高雄縣公共圖

書館 74b
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討會（ 2 0 0 7）

219
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嘉義市公共圖

書館 316b, 68b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嘉義縣公共圖

書館 318a, 69b
圖書巡迴服務：桃園縣公共圖書館 56b
圖書巡迴書庫：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74b
圖書室搬遷與書庫載重評估及改善：臺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140a
圖書借閱比賽及書香之家活動：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圖書借閱狀況免費手機簡訊自動發送服務：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61b

圖書通閱計畫推動：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圖書發行：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2a
圖書資料經費：大專校院圖書館 88a, 95a
圖書資訊的組織：國家圖書館 16a
圖書資訊的徵集：國家圖書館 15b
圖書資訊借閱人次：公共圖書館 39b
圖書資訊借閱冊數：公共圖書館 39b
圖書資訊學系所 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圖書資訊學相關專書出版情形一覽表（ 9 6年）（表

89） 189
圖書資訊學研究　189a

—96年圖書資訊學專書出版情形　189b
—研究計畫及研究報告　194a
‧出國考察報告 199b
出國考察報告（96年）（表94） 199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4a
研究計畫一覽表（96年）（表93） 195

—期刊論文 192a
‧96年獲獎的期刊論文　193b
‧刊登圖書資訊學相關論文之期刊　192b

一覽表（表91） 192
‧相關主題分析　192a
‧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　193a
論文篇數一覽表（96年）（表92） 193

‧論文篇章分類一覽表（96年）（表90） 192
—圖書資訊學相關專書出版情形一覽表（ 9 6年）（表

89） 189
—圖書資訊學相關博碩士論文

‧系所產置之碩士學位論文（96年）（表95） 200
‧非圖書資訊學系所完成之相關碩士學位論文（ 9 6

年）（表96） 202
‧各類型圖書館研究 208a
圖書館類型研究之篇數統計（表98） 209

‧主題分析　205b
‧論文篇數分析　200a
‧依類別區分（表97） 205
‧優秀學位論文之獎助　209b
‧獎助論文研討會得獎者學位論文清單（圖書資訊

學96年）（表99） 209
—議題與討論

‧灰色文獻之徵集　211a
‧書目品質之控制　211a
‧國家圖書館資料庫之維護與更新　2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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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之傳播與獎勵　211b
‧學術期刊之出版　210b

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

—期刊論文　193a
—論文篇數一覽表（96年）（表92）193

圖書資訊學教育　169a
—大事紀要

‧2007年IASL年會暨研討會在臺北舉行　172b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圖書館員辦理繼續教育活

動　172b
‧世新大學開辦人文及數位傳播之數位典藏學程

171a
‧國立中興大學開辦數位典藏學程　171a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建構百年

圖書館史計畫　172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停辦圖書資訊學

組　170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辦數位內容與創新教學應用

學程　171b
‧第2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研討

會在臺北舉行　172a
‧圖書資訊學系所辦理大學系所評鑑　171b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表（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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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170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70

—大學部　173a
‧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　176a
行政經費一覽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表6 9）

177
‧教師　173b
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 9 4-9 5學年度）

（表58） 173

現有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

（表59） 173
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臺灣地區9 4-9 5學

年度）（表60） 174
各校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

學年度）（表61） 174
各校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94-95學年度）

（表62） 174
各校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 9 5學年度）（表6 3）

174
‧課程　175a
課程結構一覽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表6 7）

176
必、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

（表68） 177
‧學生 174a
學生人數統計表（臺灣地區94-95學年度）（表64）

175
各校學生人數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表

65） 175
各校畢業累計人數統計表（臺灣地區）（表6 6）

175
—碩士班　177a
‧行政支援與教學設備　181a
行政經費一覽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表8 1）

182
‧教師　178a
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 9 4-9 5學年度）

（表70） 178
各校專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

（表71） 178
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臺灣地區9 4-9 5學

年度）（表72） 178
各校專任教師博士學位背景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

學年度）（表73） 179
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 9 4-9 5學年度）

（表74） 179
各校兼任教師員額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

（表75） 179
‧課程　180a
課程結構一覽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表7 9）

181
選修課程異動一覽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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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82
‧學生　179b
在校學生人數統計表（臺灣地區 9 4-9 5學年度）

（表76） 180
各校在校學生人數統計表（臺灣地區 9 5學年度）

（表77） 180
各校累計畢業人數統計表（臺灣地區94-95學年度）

（表78） 180
—博士班　183a
‧臺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在校學生人數統計

表（94-95學年度）（表82） 183
‧臺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歷屆博士生人數統計表

（表83） 183
—系所評鑑　171b
—產置之碩士學位論文（96年）（表95） 200
—繼續教育與遠距教育　183b
‧遠距教育統計表（表88） 186
‧辦理有學分繼續教育

一覽表（表84） 184
參加人數統計表（表85） 184

‧辦理無學分繼續教育

一覽表（表86） 185
參加人數統計表（表87） 186

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論文

—主題分析　205b
—依類別區分（96年）（表97） 205
—篇數分析　200a

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討會得獎者學位論文清單

（96年）（表99） 209
圖書館e化服務培訓：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b
圖書館f u n f u n樂——S u p e r愛閱S t a r t活動：新竹縣公

共圖書館 58b
圖書館工作手冊協助訂定：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

團 119a
圖書館分編實務工作研討會　225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狀況統計表（專門圖書館採用9 6

年）（表49） 137
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

—年度綜述　143a
‧相關文獻　146b
‧相關議題研討會　145a
‧現況　143a

—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NTU Web Archiving Sy s t e m

163
‧1997年版之臺灣大學網站首頁（圖10） 167
‧系統功能　164b
‧架構（圖6） 164
‧首頁（圖7） 165
首頁之不同時期版本（圖9） 166

‧庫存網站（圖8） 166
‧網站典藏　163b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圖 1）

103
—大專校院圖書館教學卓越計畫

‧執行情形（96年度）（圖2） 108
‧經費執行情形比較（95-96年度）（圖3） 108

—技專校院共用性資料庫購置計畫組織圖（圖 4）

111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傳統與數位參考服務使用比例（90-96年）（表54）

151
‧數位參考服務各工具使用比例（9 6年8-1 2月）（表

53） 151
‧線上互動參考諮詢服務　150a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152a
‧RFID系統（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152a
‧使用RFID系統之實務研究　152
‧對RFID優點之看法（表56） 160
‧應用RFID產品之規格（表55） 15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61a
‧Open Courseware開放式數位學習課程計畫　162b
‧其他讀者服務功能　162b
‧研究室使用線上申請與管理　162a
‧跨校區借書線上申請服務　161b
‧圖書借閱狀況免費手機簡訊自動發送服務

161b
‧線上諮詢與建議暨即時回應機制　162a
‧線上薦購圖書暨優先預約服務 162a
‧整合式My Library個人化讀者服務系統 161a
‧個人化服務系統暨數位學習計畫： 161

圖書館利用及文學閱讀推廣活動：臺中市公共圖書

館 62b
圖書館志工訓練：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b
圖書館事業（概述） 8

—大專校院圖書館　4b
—中小學圖書館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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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　9b
—國家圖書館　8a
—專門圖書館　6a
—大事記　243

圖書館卓越品質管理研習班：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舉

辦研習班 231
圖書館服務人員：發展現況調查 134a
圖書館法規　283

—中央法規

‧國立教育資料館館藏圖書資料複（列）印收費標

準（96.05.02） 289a
—地方自治法規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借用辦法（9 6.1 1.2 8修

正） 291b
‧臺北縣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6.09.29修正） 290b
‧臺東縣政府圖書館影印資料收費標準（9 6.1 0.3 1）

291b
‧臺南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96.01.30修正） 289b

—行政規則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購藏客家相關圖書資料作

業要點（96.08.17廢止） 292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借書證申請要點

（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借閱圖書污損、遺失及

逾期處理要點（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捐助及贈書獎勵作業要

點（96.06.26） 306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視聽資料外借要點

（96.02.27廢止） 305b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閱覽規定（ 9 6.0 2.2 7）

303a
‧國立臺中圖書館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

學位論文作業要點（96.06.27） 295a
‧國立臺中圖書館閱覽規定（96.08.30修正） 299b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定（96.05.10修正） 292b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 9 6.0 8.1 6修

正） 298a
‧國家圖書館檔案申請應用閱覽須知（ 9 6.0 8.1 6）

297a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借書證申請須知（9 6.1 0.1 8修

正） 307b
‧新竹縣文化局圖書館圖書預約須知（ 9 6.0 8.0 8）

307a

‧臺東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申請借書證須知

（96.06.25） 305b
‧臺 東 縣 政府 文 化局 圖 書 館圖 書 借閱 須 知

（96.06.25） 306a
‧臺東縣政府圖書館服務讀者影印文件要點

（96.11.2停止適用） 308a
圖書館建築總面積統計分析（9 6年度大專校院圖書

館）（表19） 94
圖書館活動圖輯　240

—公共電視臺圖書館　圖輯25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07年IASL第36屆年會　圖輯257
‧第50屆第1次會員大會　圖輯271
‧閱讀行為改變了嗎座談會　圖輯248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07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討會　圖輯271
‧理事長交接　245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　251
—玄奘大學圖書館：智慧型無人圖書館──自立書軒

啟用　圖輯262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

‧9 6年度中一區高中高職圖書館觀摩研習會　圖輯

253
‧南一區分區研習活動　圖輯261
‧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圖書館參加美國圖書館學

會2007年年會海報展　圖輯256
—苗栗縣三灣鄉立圖書館：遊戲數學繪本班活動

圖輯252
—苗栗縣南庄鄉立圖書館：巡迴書籃服務　圖輯244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兒童饗宴系列活動

圖輯255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圖輯264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2007動物繪本狂歡節　圖輯251
‧一書一桃園校園巡迴導讀專題演講　圖輯266
‧第6屆桃園全國書展　圖輯258

—高雄市立圖書館

‧2 0 0 7全國故事媽媽活動──愛的故鄉逗陣走！活

動　圖輯267
‧全國公共圖書館博覽會　圖輯270
‧開辦早讀講座與說故事活動　圖輯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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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活動圖輯（續）

‧與局長讀書活動　圖輯267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2007好書大家讀書展　圖輯250
‧9 6年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人才培訓課程　圖輯

260
‧好書交換日系列活動　圖輯259
‧送書香到教室　圖輯263
‧圖書巡迴書庫　圖輯261
‧灌溉兒童文學苗圃活動　圖輯260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手繪海報電影展　圖輯261
‧臺灣學研究書展：海洋‧殖民‧近代化展覽　圖

輯268
‧臺灣學研究資料徵及研討會　圖輯256
‧館長交接典禮　圖輯264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9 6學年度全國高職圖

書館主任研討會　圖輯268
—國立臺中圖書館

‧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學位論文專案入

選人員座談會　圖輯250
‧青年文學作品徵集　圖輯272
‧啟用RFID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圖輯270

—國家圖書館

‧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展　圖輯250
‧莊芳榮館長榮退歡送茶會　圖輯249
‧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　圖輯265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長嚴立初女士來訪　圖輯

253
‧圖書館、閱讀與書評座談會　圖輯252
‧蒙古國家圖書館長Akim Gotov來訪　圖輯248
‧與越南國家圖書館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圖輯260
‧贈書梵諦岡天主教聖言會「福若瑟中心」 圖輯

263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9 5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

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圖輯254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好書交換日系列活動　圖輯259
‧訪視觀摩活動　圖輯268
‧歡樂故事屋活動　圖輯244

—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知識服務3.0──主動、

互動、感動分享會　圖輯270
—彰化縣文化局

‧多元閱讀博覽會　圖輯269
‧圖書館週開幕　圖輯269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　圖輯272
‧讀書會帶領人培訓活動　圖輯269

—臺北市立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與服務趨勢國際研討會　圖

輯266
‧多元文化資料中心開幕啟用　圖輯266
‧啟明分館修繕竣工重新啟用　圖輯262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資源輔導小組

‧工作小組會議　圖輯264
‧出版《圖書館密碼：學習／教學好幫手》 圖輯

268
—臺南市立圖書館

‧好書交換日系列活動　圖輯259
‧說故事活動　圖輯266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圖書資料室搬遷

啟用　圖輯251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

導團：赴馬來西亞與參訪華文學校圖書館　圖

輯246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媽宮奇遇記》新書發表　圖輯272
‧校園故事媽媽初階培訓　圖輯262
‧菊島書香，澎湖故鄉情書展　圖輯250
‧澎湖褒歌網路教材發表會　圖輯245

圖書館流通資料統計表（專門圖書館9 6年）（表4 5）

135
圖書館界學術會議 見 學術研討會議　335b, 215
圖書館高階管理研習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231
圖書館推廣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參加人次　40b
‧推廣活動場次　40b
‧推廣活動辦理情形　40a

圖書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運用情形： 9 6年大專校院

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108a
圖書館統計　241

—各類型圖書館數量統計表（96年）（表101） 275
—大專校院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1 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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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1 4）

277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12） 277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3-96年）（圖11） 277

—申請出版品預行編目圖書分類統計（96年）（圖30）

282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國內館藏期刊

‧複印申請件數月統計（96年）（圖28） 281
‧複印申請件數統計（96年）（圖27） 281

—高中高職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1 7）

278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1 8）

278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16） 278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3-96年）（圖15） 278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5）

280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6）

280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24） 280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3-96年）（圖23） 280

—國民中學院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人次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1）

279
‧圖書資料借閱冊數統計比較（ 9 3-9 6年）（圖2 2）

279
‧閱覽席位統計比較（93-96年）（圖20） 279
‧館藏圖書冊數統計比較（93-96年）（圖19） 279

—國際標準書號／出版品預行編目申請種數月統計

（96年）（圖29） 282
—專門圖書館

‧各類型圖書館數量統計表（96年）（表40） 133
—數量統計表（96年）（表101） 275
‧基本資料統計表（臺灣地區各類型96年）（表102）

276
圖書館創設時間

—專門圖書館　134a
—統計表（專門圖書館96年）（表41） 134

圖書館週活動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5a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81a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8b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65b
圖書館團體　229a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重要會務及活動　229b
‧組織管理　229a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9b
‧組織管理　239a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5b
‧組織管理235b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重要會務及活動　236b
‧組織管理　236a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重要會務及活動　240b
‧組織管理　240a

圖書館領導研修班（第5屆） 221
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各工具使用比例（國立交通大

學96年8-12月）（表53） 151
圖書館數位學習及系統維護：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9b
圖書館數位學習資源與簡易教材製作專題研習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合辦

231
圖書館閱讀引導種子人才培訓：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7b
圖書館學習饗宴系列活動：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0b
圖書館學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5a
圖書館學學術理論　1

—ICT Divide 2a
—Information Gap 2a
—Knowledge Difference 2a
—北美地區圖書館學術研究

‧J I TA（Jose Manual Ba r rueco Cru z、Imma Su b i r a t s

Coll、Thomas Krichel and Antonella De Robbio）

4a
‧書目計量（Bibliometric） 4b

—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Bologna宣言　3b
‧LIS課程計畫　3b

圖書館館藏與自由資訊研習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 231

索 引 主題索引

十四畫 圖



334

圖書館獲學校教學卓越計畫核撥經費情形　106a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彰化縣公共圖

書館 317a, 65a
漢學研究的促進　22a
網站典藏：臺大網站典藏庫 163b
網站建置統計表（專門圖書館96年）（表48） 136
網源資料計量（Webmetric） 4b

網路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工作團隊與負責業務一覽表（全國高中職9 6年）：

（表34） 122
－分區統計（全國高中職96年）（表33） 122

臺大 見 國立臺灣大學　324b
臺大網站典藏庫（NTU Web Archiving System，

簡稱 N T U WA S） 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324b, 163b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中市公共圖

書館 316a, 62a
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中縣公共圖

書館 317b, 63b
臺北市立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315b, 46b
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徵件統計（ 9 6年）（表 3 8）

129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28b

—線上資料庫採購與運用　129a
—深耕閱讀第二個四年計畫　128b

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見 中小學圖書館：臺

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313b, 125a
臺北市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團 見 中小學圖書館：臺

北市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團 314b, 126b
臺北市國民小學96年度圖書閱讀數量統計　131b

—（表39） 132
—（圖5） 137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教學資源輔導團 見 中

小學圖書館：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教學資

源輔導團　314a, 130a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北縣公共圖

書館 316b, 52a
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東縣公共圖

書館 319a, 80a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南市公共圖

書館 316b, 70b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臺南縣公共圖

書館 318a, 72a
臺灣大專校院學術電子書共購共享計畫：臺灣學術

電子書聯盟 102b
臺灣大學網站典藏庫 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324b, 163b
臺灣文史哲論文集篇目索引系統建置完成：國家圖

書館 31b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空間改善或搬遷

140a, 圖輯251
臺灣省政府圖書館：統計 9
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華影片巡迴展：南投縣公

共圖書館　67b
臺灣視障資料中心中程發展計畫推動：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　42b
臺灣學研究中心成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1b
臺灣學研究書展：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2a
臺灣學術研究資源中心：大專校院圖書館 96a
臺 灣 學 術 電 子 書 聯 盟 （ Taiwan Academic

Electronic Books Consortium） 102b
—臺灣大專校院學術電子書共購共享計畫　102b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推動小組　102b
—訂定之各學科領域採購比重（表25） 102
—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圖1） 103

與作家有約——文定龜山島：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77a
與作家有約——閱讀交流道：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76b
與局長讀書VS.與作家有約：高雄市立圖書館 50b
與書有約．幸福閱讀——好康B o o k你知計畫：宜蘭

縣公共圖書館 77a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參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圖書資訊學系所基本資料　170

輔導全國公共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 44b
輔導事業的推動：國家圖書館 19a
輔導訪視及評鑑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6b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45a

廣域知識Meta-knowledge 2b
慧眼獨具優良政府出版品展：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65b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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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與教育研討會　216
數位化系統軟硬體建置計畫：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

構服務升級第2期計畫 24b
數位典藏行銷與資訊素養服務研習班：世新大學資

訊傳播學系 231
數位典藏計畫：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升級第2

期計畫 25a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國家圖書館 26a
數位資訊應用研習班：世新大學圖書館 231
數位資源利用與推廣種子培訓：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數位圖書館服務體驗子計畫：國家圖書館教育部9 7年

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 26a
數位圖書館資源整合知識服務研討會（2007） 217
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學習研習班：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231
數位館藏資源全民共享工作推展：國立臺中圖書館

44b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　231
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Bologna宣言 3b
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B o l o g n a宣言：圖書館學學術

理論 3b
歐洲圖書館參訪與辦理書展　223
歐洲漢學圖書館會議（27屆） 223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見 公共圖書館：澎湖縣公共圖

書館 319a, 81a
獎助論文研討會得獎者學位論文清單（圖書資訊學

96年）（表99） 209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96年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104b
—補助學校及經費一覽表（96年度）（表26） 105

線上資料庫採購與運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29a
線上諮詢與建議暨即時回應機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 162a
線上薦購圖書暨優先預約服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 162a
課程 見 圖書資訊學教育　329a
閱讀能力幫助學生提高競爭力之研究　223
閱讀推廣活動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1b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67b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45b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83a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b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8a
—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　54a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a
—閱讀推廣及行銷人才培訓：臺中縣公共圖書館

63b
—閱讀經典三國：臺北市立圖書館　48a

閱讀資源充實計畫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79a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閱讀電影講座（2007）：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57b
閱讀滿點幸福滿載——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臺北

縣公共圖書館 54a
閱讀與資訊社會研習班：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231
學校班訪計畫：公共圖書館：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80b
《學習／教學好幫手》：臺北市國中教學資源導團

127a
學術研討會議

—學術會議一覽表（圖書館界96年）（表100） 215
—依會議名稱

‧2007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參訪圖書館　222
‧2007年香港國際古書展　225
‧2007年國際學校圖書館聯盟年會　313b, 217
‧2 0 0 7年第2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與應用國際

研討會　220
‧2007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討會　219
‧2007數位圖書館資源整合知識服務研討會　217
‧2007館際合作研討會——東亞現況與趨勢　217
‧27屆歐洲漢學圖書館會議　223
‧大陸地區新近啟用圖書館建築發展現況　225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226
‧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與服務趨勢國際研討會

218
‧中美文化交流與圖書館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24
‧引文資料庫的期刊收錄原則研討會　216
‧太平洋鄰里協會2007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224
‧世界圖書館與資訊會議　222
‧世界數位圖書館展示會　223

索 引 主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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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議（續）

‧全球化時代下數位典藏的永續經營國際研討會

216
‧考察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出版品管理、政府公

報制度與文化觀光產業　221
‧赴港分享臺灣記憶計畫經驗　221
‧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　226
‧從O C LC推動全球圖書館合作的成功經驗——談

臺灣圖書館合作的未來發展　218
‧第 1 3屆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年會並辦理書展

221
‧第29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217
‧第3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　224
‧第4屆全國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年會　224
‧第5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221

‧第7 3屆（2 0 0 7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 F LA）

年會　222
‧越南儒教國際研討會暨參訪越南圖書館　225
‧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際研討會　215
‧資訊組織與檢索國際研討會　216
‧圖書館分編實務工作研討會　225
‧數位、人文與教育研討會　216
‧歐洲圖書館參訪與辦理書展　223
‧閱讀能力幫助學生提高競爭力之研究　223
‧擁抱Web 2.0！打造頂級知識分享——圖書館讀者

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218
—依會議時間

‧9 6 0 1 1 0：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際研討會

215
‧960131：數位、人文與教育研討會　216
‧9 6 0 3 2 3：全球化時代下數位典藏的永續經營國際

研討會　216
‧960426：引文資料庫的期刊收錄原則研討會　216
‧960511-15：第5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　221
‧960521-22：資訊組織與檢索國際研討會　216
‧960524-27：赴港分享臺灣記憶計畫經驗　221
‧9 6 0 5 2 5：2 0 0 7數位圖書館資源整合知識服務研討

會　217
‧9 6 0 5 2 8-0 6 0 3：考察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出版品

管理、政府公報制度與文化觀光產業　221
‧9 6 0 5 3 1：2 0 0 7館際合作研討會——東亞現況與趨

勢　217
‧9 6 0 6 0 7-1 3：參加第1 3屆北美洲臺灣研究學會年會

並辦理書展　221
‧9 6 0 6 2 0-2 7：出席2 0 0 7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參

訪圖書館　222
‧9 6 0 7 1 6-2 0：2 0 0 7年國際學校圖書館聯盟年會

217
‧9 6 0 8 1 7-2 5：參加世界圖書館與資訊會議：第 7 3屆

（2 0 0 7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 F LA）年會

222
‧9 6 0 8 2 8-9 7 0 1 0 4：閱讀能力幫助學生提高競爭力之

研究　223
‧9 6 0 8 3 0-3 1：第2 9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217
‧9 6 0 9 1 0-1 0 1 6：出席「2 7屆歐洲漢學圖書館會議」

223
‧9 6 1 0 0 4：從O C LC推動全球圖書館合作的成功經

驗——談臺灣圖書館合作的未來發展　218
‧9 6 1 0 1 7：擁抱Web 2.0！打造頂級知識分享——圖

書館讀者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218

‧961017-20：參加世界數位圖書館展示會　223
‧961017-20：歐洲圖書館參訪與辦理書展　223
‧9 6 1 0 1 8-2 2：參加太平洋鄰里協會2 0 0 7年年會暨聯

合會議　224
‧9 6 1 0 2 4-2 6：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與服務趨勢國際

研討會　218
‧9 6 1 0 2 5-2 9：參訪第 3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暨第

四屆全國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年會　224
‧9 6 1 0 3 1-1 1 0 4：中美文化交流與圖書館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　224
‧9 6 1 1 0 8-1 1：越南儒教國際研討會暨參訪越南圖書

館　225
‧9 6 1 1 1 4-1 5：2 0 0 7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

討會　219
‧9 6 1 1 1 8-2 4：大陸地區新近啟用圖書館建築發展現

況　225
‧9 6 1 1 2 3-2 4：2 0 0 7年第2屆亞太地區圖書資訊學教育

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220
‧961130-1201：圖書館分編實務工作研討會　225
‧961130-1202：2007年香港國際古書展　225
‧961130-1206：參加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　226
‧961205-08：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226

學術合作與交流：國家圖書館 20b
學術研究之傳播與獎勵：圖書資訊學研究 211b
學術期刊之出版：圖書資訊學研究 210b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圖書館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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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一覽表（圖書館界96年）（表100） 215
整合式My Library個人化讀者服務系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　161a
擁抱Web 2.0！打造頂級知識分享——圖書館讀者

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218
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建置（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Repository） 100a
—建置『臺灣學術研究資源中心』運作架構、機制

與執行策略計畫　96a
—計畫目標及內容　96b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00a
—機構學術成果典藏　100a

縣市及鄉鎮圖書館：統計 9
—人員及服務統計表（96年全國）（表3） 38
—館藏數量及購書經費統計表（96年全國）（表2） 37

親子共讀月系列活動：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76a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2a
辦理圖書館人員研習活動：臺北市高中職圖書館輔導

團 125b
辦理館員及志工教育訓練：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館員互訪：臺北市立圖書館 48b
館際文獻傳遞系統：R A PID ILL館際文獻傳遞合作服

務 113a
館際合作：大專校院圖書館 87a
館際合作研討會——東亞現況與趨勢（2007）217
館際合作與聯盟：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9b
館藏中文圖書轉換類號子計畫：國家圖書館教育部9 8

年圖書館事業發展專案計畫 26b
館藏內容擴充方案計畫：國家圖書館國立社教機構服

務升級第2期計畫　24a
館藏善本書進行估價及國寶古籍審查：國家圖書館

30b
館藏發展：大專校院圖書館 86b
館藏資源：大專校院圖書館 90a
餐飲管理暨有機健康飲食趨勢國際研討會（第 1 2

屆）：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139a
優秀學位論文之獎助 209b
優良政府出版品展（2007）：臺南縣公共圖書館 73b
戲說圖畫書活動：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69a
檔案管理列為年度重點業務：國家圖書館 34a
營運深耕計畫——故事媽媽進階培訓研習：臺中縣

公共圖書館 64b
營運深耕輔導計畫：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68a
營運管理人才培訓計畫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76b
—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80a

營運績效評鑑：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60a
營運績效競賽：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69b
獲教學卓越計畫

—核撥經費一覽表（96年度大專校院圖書館）（表28）

107
—核撥經費情形比較表（9 5-9 6年度大專校院圖書館）

（表29） 108
總統府文化特展：國立臺中圖書館 45b
總館中興堂與三民分館禮堂改建：高雄市立圖書館

49a
績優機關、企業參訪及標竿學習：臺南市公共圖書

館 71a
薛茂松：國立臺中圖書館館長屆齡退休 44a
購置原則及涵蓋領域：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共用性資

料庫購置計畫 110b
購置資料庫清單：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共用性資料庫

購置計畫 111b
雙語圖書巡迴車：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第29屆） 217
繪本小書教作活動：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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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想天開魔法故事團：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71b
嚴立初：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副總裁兼國家圖書

館館長 圖輯253
蘇德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1a
繼續教育與遠距教育：圖書資訊學教育 183b
灌溉兒童文學苗圃計畫：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74a
顧敏：提出「知識不飽和理論」 6a
歡閱！塔塔魔幻森林」系列活動：臺北市立圖書館

48a
讀者電腦無硬碟系統建置：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62a
讀書樂在臺灣（2007）

—國立臺中圖書館　45b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58b
—臺北市立圖書館　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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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見 書目計量　323b, 4b
Bologna宣言：The Bologna Process Towards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3b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70a
Chinese Librarianship：中文圖書館學 5a
Chinese Library Science：中國圖書館學科學 5a
European Curriculum Reflection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歐洲地區圖書館

學研究 3b
IASL 115b

—年會暨研討會在臺北舉行（2007年）172b
ICT Divide：圖書館學學術理論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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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Gap：圖書館學學術理論 2a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

100a
I R（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建置機構學術成果

典藏計畫 100a
J A D E：大專校院圖書館：R A PID ILL館際文獻傳遞合

作服務 113b
J I TA（ Jose Manual Barrueco Cruz、 I m m a

Subirats Coll、Thomas Krichel and Antonella
De Robbio）：圖書館學學術理論：北美地區圖書

館學術研究 4a
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Express：RAPID ILL館際

文獻傳遞合作服務　113b
Knowledge Difference：圖書館學學術理論 2a
LIS課程計畫：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3b
M A R C 2 1書目紀錄格式中我國取得專用識別代碼：

國家圖書館 30b
Meta-knowledge：廣域知識 2b
My Library個人化讀者服務系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 161a

My Librarian個人化資訊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 47a
NDDS：見：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TU Web Archiving System：臺大網站典藏庫 164b
NTUWAS：臺大網站典藏庫 164b
O C L C推動全球圖書館合作的成功經驗——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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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ourseware開放式數位學習課程計畫：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62b
Rapid Access,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Delivery
（簡稱RAPID）館際文獻傳遞系統　87b, 113a

RAPID ILL館際文獻傳遞合作服務　113a
—JADE 113b
—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Express 113b
—西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113b

R F ID（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產品之規格（表55） 152
—RFID優點之看法（表56） 160
—玄奘大學：86a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圖輯27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152b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152b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86a
—崑山科技大學：　86a

Scientometric：科學計量 4b
Taiwan Academic Electronic Books Consortium：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102b
The Bologna Process Towards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3b
Tu m b l e B o o k s英語互動電子書資料庫館員教育訓

練：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61a
Webmetric：網源資料計量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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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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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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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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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志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全國好書交換　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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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玲

公共圖書館，綜述　35a
侯昭長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電子報發展方向　120b
洪世昌

96年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104b
洪麗君

中華飲食文化講座及研討會　139a
卿盛瑛

高雄縣公共圖書館， 2 0 0 7高雄縣閱讀植根——行動系列

活動　74a
翁繩玉

中小學圖書館（張義清、翁繩玉、蔡美玲） 115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線上資料庫採購與運用　129a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教學資源輔導團 9 6年度輔導

工作　130a
高　鵬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使用R F I D系統之實務研究

152a

高瀧湖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生活系列巡迴講座10場　73a
涂進萬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工作紀要　116b
全國高中圖書館96年度工作會議　119b

康文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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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喜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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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公共圖書館，圖書巡迴書庫　74b

張義清

中小學圖書館（張義清、翁繩玉、蔡美玲） 115
中小學圖書館，綜述　115a

莊道明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234a
許淑雲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深耕閱讀第二個四年計畫　128b
許凱琳

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綜述　143a
郭美蘭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陳昭珍、郭美蘭） 229a
郭錦童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創新機能暨閱讀推廣行

銷管理人才培訓　73a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輔導團委員訪視　72b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營運輔導　72a

臺南縣公共圖書館，圖書館業務座談會　72b

郭薇薇

臺北市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團96年工作紀要　126b
陳文增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臺北縣立圖書館首長異動　52a
臺北縣公共圖書館，臺北縣立圖書館組織變革　52a

陳光華

臺大網站典藏庫（陳光華、丁培峰）163b
陳秀霞

知識服務3.0——主動、互動、感動分享會　140a
陳宗鈺

國際學校圖書館館員協會(IASL)2007年會活動紀要　1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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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81b
陳昭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個人化服務系統暨數位學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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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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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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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a
項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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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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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鴻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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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圖書館，綜述（黃鴻珠、羅靜純、石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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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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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宣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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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河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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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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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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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永承

圖書館法規 287
謝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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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慧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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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靜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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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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