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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團體

綜述

本章所述圖書館團體，係涵蓋圖書館專

業組織與圖書館合作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

會臺北分會、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

社、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及臺灣學術電子

書聯盟等七個團體99年度的組織管理及重要會

務與活動。整體而言，99年度各圖書館團體間

持續合作，學術活動重點在數位出版、雲端科

技及合作發展相關議題。99年度各團體積極參

與國際活動，不但舉辦國際會議，同時規劃海

外專業參訪交流，並組團參與國際會議且發表

論文及海報多篇，將國內圖書館界在實務及研

究成果行銷至國際，表現優異。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管理

（一）該學會置理事33人、監事11人，由會

員選舉之，任期兩年，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另置秘書長、副秘書長

各1人，在理事長之指揮監督下，執行

理事會、常務理事會之決議，處理日

常會務，副秘書長襄助之。第五十一

屆（99年1月至100年12月）理監事名

單如下：理事長陳雪華，常務理事王

梅玲、宋雪芳、林呈潢、邱炯友、

圖書館團體

 ▓ 彭　慰

柯皓仁、莊道明、曾堃賢、黃雯玲、

蔡明月、顧敏，理事于玟、朱則剛、

余顯強、吳美美、吳英美、林巧敏、

林志鳳、林信成、林珊如、邱子恒、

俞小明、姜義臺、張慧銖、陳亞寧、

陳和琴、陳宗鈺、黃慕萱、賴忠勤、

謝寶煖、羅思嘉、嚴鼎忠、顧力仁；

常務監事蘇忠，監事宋建成、林光美、

卓玉聰、陳昭珍、項潔、黃鴻珠、

楊美華、溫達茂、盧秀菊、薛理桂。

秘書長為彭慰，副秘書長為韓竹平。

共設置18個委員會、2個活動小組，共

同規劃推動會務，99年各項會務進行

順利圓滿。

（二）該學會於99年12月5日假國家圖書館國

際會議廳召開第五十一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

（三）該學會截至99年12月31日止，會員共計

2,051名，其中團體會員487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舉辦專題演講、論壇及研討會等活動：

1.99年1月27日財團法人臺北書展基金會委

託該學會於第十八屆臺北國際書展辦理

「當圖書館遇到電子書專業論壇」。該

學會與國家圖書館、美國在臺協會共同

主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協辦，於世貿展覽一館

二樓，第三、四會議室辦理，活動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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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各界踴躍參與，與會人員378位。

2.99年3月1日該學會函送教育部，有關

「建請政府於中央設置專責的委員會，

並將直轄市立圖書館及各縣市立圖書

館，改制為縣市政府一級單位，鄉鎮圖

書館納入各縣市立圖書館系統，成為縣

市立圖書館之分館」提案，建請提列第

八次全國教育會議討論。

3.99年3月2日該學會函送教育部，有關

「建請明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圖書館

之組織編制，提升為學校的一級單位，

並設立圖書教師，以求學校圖書館正常

發展」提案，建請提列第八次全國教育

會議討論。

4.99年3月17日該學會函送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有關制定「圖書館暨資訊組織績效

指標」國家標準建議書資料。

5.該學會辦理「閱讀深耕—創意服務團隊獎

助徵選」，以鼓勵青年學子參與閱讀推

廣，落實社會服務，獲獎名單如表95。

 首獎（1名） 愛閱服務隊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二獎（1名） 2010耕讀蘭嶼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優選（1名） 泰國臺北建華綜合高級中學服務團隊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佳作（4名） 活力樂讀營 國立成功大學慈幼社

  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服務團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讓閱讀-煥然醫新 中國醫藥大學新聞研習社

  閱讀知能與策略研究團隊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表9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閱讀深耕—創意服務團隊獎助徵選」得獎名單

 獎項 團隊名稱 學校系所或社團名稱

6.99年4月26日該學會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與亞東技術學院共同主辦，假亞東技術

學院科技大樓演藝廳舉辦「行動與雲端

科技在圖書館的應用研討會」，與會人

數共計243人。

7.99年5月5日由國家圖書館主辦、該學會

承辦、各圖資系所及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縣立圖書館、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美

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ASIST）臺北

分會共同協辦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圖書館事業發展－2010青年論

壇」，承襲98年青年論壇活動主軸，並

將焦點聚集在「閱讀推廣」與「社會服

務」兩大面向，藉由成功案例的分享與

討論，邀請在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界的相

關青年男女，共同參與圖書館與資訊服

務事業未來發展方向的討論。並搭配海

報展，展出各校學生服務團隊的服務方

式及成果，與會來賓共計258位。

8.99年5月11日該學會與美國在臺協會、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共同主辦，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聽聽西

雅圖公共圖書館如何推動一城一書活

動」，共計70人參加。

9.99年5月11至12日該學會分別與國立中興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及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主辦，飛資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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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辦，於中部及北

部各辦理一場「數位科技於圖書館資訊

服務之應用研討會」。

10.99年5月14日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該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

會主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協辦，邀

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館館長羅許‧米

勒（Dr. Rush Miller），假國立臺灣大學

圖資系館視聽教室，舉行「圖書館的未

來發展」專題演講。

11.99年5月17日，由教育部指導，國家圖

書館、行政院新聞局、美國在臺協會、

該學會、臺灣數位出版聯盟、臺灣數位

出版聯盟協會、電子閱讀產業推動聯盟

主辦，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與188

會議室舉辦「數位出版與數位標準國際

研討會」，共計230人參與。

12.99年6月14日，該學會、中華圖書資訊

館際合作協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中國知網主辦，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協辦，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三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岸學術資源數

位出版及學術應用研討會」。

13.99年6月25日該學會參與文建會「社區

心靈陪伴計畫-閱讀暨文化重建網絡案

」（該計畫由慈惠醫護專科學校企畫執

行，主持人為該校圖書資訊館館長劉俊

廷）。

1 4 . 9 9年 6月 2 7日收到美國華人圖書館

員協會（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簡稱CALA）捐款補助復建

屏東縣林邊鄉立圖書館與高雄縣甲仙鄉

立圖書館，因莫拉克颱風造成八八水災

受損圖書資料及設備之經費，共計美金

6,100元整。

15.本年度研習班於99年6月28日至9月17日

陸續辦理，各研習班一覽如表96。

 1 圖書資訊學基礎研習班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7/5~7/9 33

 2 校史館（室）規劃與管理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7/12~7/16 59

   研究所  

 3 產業分析與專案管理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7/19~7/23 25

 4 法制與圖書館經營研習班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7/19~7/23 30

 5 影音多媒體與推廣實務研習班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7/19~7/23 49

 6 圖書館空間創意與建築規畫研習班 臺北市立圖書館 7/26~7/30 56

 7 數位趨勢與圖書資訊創新服務研習班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7/26~7/30 66

 8 圖書館業務統計與分析研習班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7/26~7/30 40

   暨圖書館 

 9 資訊組織基礎班 國家圖書館 8/2~8/6 31

 10 追求卓越：新世代圖書館經營管理與績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暨圖書 8/2~8/6 34

  評量研習班 資訊學研究所 

 11 資訊組織進階班：數位時代的資訊組織 國家圖書館 8/10~8/12 36

表9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研習班一覽表

 序號 研習名稱 承辦單位 研習時間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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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年7月13日接獲中央研究院來函，該

院總辦事處計算中心將繼續提供SDOS

系統代管、資料備份及網路連線服務至

102年12月31日止。

17.99年7月14日國立臺中圖書館委託辦理

「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99年度公

共圖書館統計系統維護及改版」，該計

畫由柯皓仁教授主持，期限由99年7月

14日至12月31日止。

18.宏碁股份有限公司贈送一台23吋多點觸

控電腦及電子雜誌一年份予該學會，並

希望能推廣利用，經協調目前由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暫行借用，使用時間為99

年7月1日至100年6月30日止，可依學會

要求提前歸還。

19.有關99年度「喜閱臺灣，臺灣喜閱：找

尋319喜閱服務團隊」服務計畫評選結

果如下：

（1）喜閱大仁319。

（2）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喜閱圖書志

工服務隊。

（3）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喜悅喜閱服務

團隊（二隊）。

（4）和春技術學院資管系服務團隊。

（5）南台科技大學圖書館服務團

（6）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愛閱團

隊。計有6所學校7個團隊，補助金

額133,935元。

20.99年8月12日該學會發文提報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有關「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之建議。

21.99年8月13日，由該學會與國家圖書館

共同邀請徐蕙芬及戴怡正，在國家圖書

館簡報室，舉辦「從國際編目趨勢及科

技發展談編目人員的定位」專題演講。

22.第八屆海峽兩岸兒童及中小學圖書館學

術研討會於99年8月23至24日在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求真樓舉行。該會議由該學

會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共同主辦；國立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中圖書館

與財團法人臺灣公共圖書館事業文教基

金會合辦；臺中市文化局與臺中市立大

鵬國民小學協辦；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

域與社會發展學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承辦。會中邀請

海峽兩岸圖書館界等學者專家透過專題

演講及論文發表的方式，探討兒童及中

小學圖書館的相關問題。與會人員共計

150餘名。並於24日安排海峽兩岸與會

代表約40人，參訪國立臺中圖書館、臺

中市立大鵬國民小學、國立臺灣美術館

及臺中市文化局等，並舉行交流座談。

 12 圖書醫生培訓班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8/16~8/20 41

 13 雲端運算與行動技術在圖書館服務的應用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8/16~8/20 41

  研習班

 14 數位典藏與出版研習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8/23~8/27 23

                              合計   564

表9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研習班一覽表（續）

 序號 研習名稱 承辦單位 研習時間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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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9年8月26日至27日辦理2010年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專利課程－專利進階訓練

（南部加開場），由國立成功大學技轉

育成中心及全球智財策略服務公司協辦

，在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8樓會議室及

成功校區計網中心三樓75309電腦教室

上課，約20人參加。

24.99年9月2日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召開「縣市合併後公共圖書館行政體制

建立和服務規劃」座談會會前會及座談

會。

25.該學會前理事長張鼎鍾於民國99年9月

10日辭世，張鼎鍾安息彌撒及公祭於9

月24日上午假天主教臺北聖家堂舉行，

總統明令褒揚，國史館於9月30日函請

該學會提供前理事長張鼎鍾相關資料以

建立其個人資料專檔。

26.99年9月13日為慶祝建國一百年籌劃出

版《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

望》系列叢書。

27.99年9月16日該學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共同主辦

，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舉行「2010年海峽兩岸圖書館資源建設

實務座談會」，會中邀集海峽兩岸學術

圖書館專業人士，探討圖書館資源建設

議題。

28.99年9月17日，該學會理事會通過「蘇

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頒贈辦法」。

29.99年9月27日下午理事長陳雪華及胡歐

蘭教授、陳昭珍教授、曾淑賢教授、黃

雯玲館長、呂春嬌館長、彭慰秘書長到

教育部與社教司司長柯正峯開會研商有

關公共圖書館事業未來發展。

30.99年10月11日該學會與中華出版倫理自

律協會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共同主辦，於

臺灣國家婦女館大會議室舉行【「買？

不買？這是個問題！」公共圖書館對限

制級出版品管理作為研討會】，計44人

參加。

31.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秘書長珍

妮佛‧尼克森（Ms. Jennefer Nicholson）

於99年10月14日至16日應邀訪臺，該學

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協助接待。

32.該學會於99年10月13日下午3時與江蘇

省圖書館學會來訪代表假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會議室與公共圖書館代表舉辦交

流座談會。

33.99年10月24日該學會致五都市長候選人

及各傳播媒體記者「下一代，遇見閱讀

：給候選人的一封信」。

34.99年10月25日該學會出版之《圖書資

訊學研究》（JLISR）期刊，已收錄至

TSSCI（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

35.該學會及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於

99年11月2日晚上，共同辦理「第八次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臺灣

圖書館界聯合歡迎晚宴」。

36.99年該學會於11月4日假臺大校友會館

三樓會議室召開「五都整併談公共圖書

館體制」座談會，計有國語日報及聯合

報等媒體報導。

37.99年11月9日該學會同意與中國時報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辦「2010開卷好

書獎‧圖書館聯展」。

38.99年11月12日該學會同意與國家圖書館

合辦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

39.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擬與美國

在臺協會及國家圖書館辦理「美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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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足跡」特展暨研討會，並向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申請補助。

40.99年11月19日為鼓勵各地基層圖書館工

作人員參與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該

學會將贊助各縣市與會代表部分差旅費

（縣市級圖書館2名、鄉鎮市區圖書館2

名），惟接受贊助者須具會員資格。

41.該學會2010年會系列活動於民國99年12

月5日至6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辦， 除召

開第五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舉辦

2010圖書資訊學研討會、2010圖書資訊

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圖書資訊展覽

及海報展等系列活動，會中特邀美國圖

書館學會國際關係組主任麥可‧道林（

Mr. Michael Dowling）、國家圖書館館

長顧敏及Google臺灣區總經理簡立峰進

行專題演講。

（二）積極組團參加國際活動並補助專業人

員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及參加海報

展：

1.99年6月3日至4日，2010年重慶CALIS研

討會於重慶醫科大學圖書館舉行，該學

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子恒與

李健英、阮怡菱、胡豫湘、張慧瑾等5人

與會，由主任委員邱子恒擔任團長。

2.99年6月24日至29日，2010年美國圖書館

學會（ALA）年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該學會由館長王國羽率團參加，計有王

怡璇、吳叔華、宋慧玉、李美惠、邱信

一、俞小明、張珈、程藍萱、趙瑞湘、

謝易耿、關雅茹、龎宇珺等13人與會。

3.由該學會主辦，普傑公司與3M公司協

辦，於99年7月26日至30日組織「2010

新加坡圖書館參訪團」參訪新加坡知名

大學圖書館，由秘書長彭慰率團，計有

王春香、王翠碧、白麗玲、何慧玲、吳

理莉、周長益、岳麗蘭、林秉利、林彥

君、俞菊紅、胡佩瑛、起慕德賽娜、高

天瑞、陳格理、黃貴瑛、黃湫淑、黃瑞

娟、廖敬華、蔡沅容、蔡雅雯、鍾璧珍

等22人參加。

4.99年8月10日至15日，2010年第七十六

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年會

在瑞典哥德堡市（Gothenburg）會議中

心舉辦。該學會由理事長陳雪華率團參

加，計有林志鳳、俞小明、黃麗虹、

林瑞雯、徐景岳、葉淑慧、陳怡蓁、

陳怡蓉、翁怡錚、陳淑君、朱曉俐、翁

翠霞、宋慧筠等14人與會。林志鳳並於

會前會發表論文”Plan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into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Practice－A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in University Settings in Taiwan”，陳怡蓁

展示海報”Improving Book Tagging via a 

Faceted Structure: An experimental study”。

理事長等代表邀請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IFLA）會長愛倫‧泰塞（Ms. Ellen 

Tise）於明（100）年4月23日前後來臺演

講。

5.99年10月24日至27日，「國際圖書館東

亞文獻合作暨華文歷史報刊數位化研討

會」於湖南省長沙市舉辦，該研討會由

長沙市人民政府，中國國際圖書貿易

總公司、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北

美）、歐洲漢學圖書館協會主辦，青蘋

果數據中心、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

館、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韓國NHN

株式會社承辦。國內計有呂文珍、林巧

敏、林義娥、陳俊湘、彭慰、閻自安、

劉春銀、劉怡伶等8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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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補助專業人員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計補助林志鳳出國發表論文，程藍萱、龎宇

珺、陳怡蓁等3人參加海報展。

（三）接受委託辦理及研究計畫：

1.辦理教育部核定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所

提之98年度教育公益提案與扶植團隊－

「閱讀，讓改變看得見」之「兒童閱讀

成長輔導計畫」。

2 .國家圖書館委託辦理「圖書館事業發

展－2010青年論壇」議程規劃作業。

3.參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心靈

陪伴計畫－閱讀暨文化重建網絡案」。

4.國立臺中圖書館委託辦理「閱讀環境與

設備升級計畫－99年度公共圖書館統計

系統維護及改版」。

（四）專案補助：

1.教育部補助該學會辦理「第八屆海峽兩

岸兒童及中小學圖書館學術研討會」部

分經費，計新臺幣15萬元整。

2.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激勵文化

尖兵參與研訂推動閱讀策略」計畫，計

新臺幣20萬元整。

（七）各委員會辦理重要活動

1.教育委員會：（1）規畫「中華民國圖書

圖書資訊學教育百年回顧」系列資訊。

（2）為促進圖書館人員專業繼續教育，

該委員會於民國99年規劃與委託各圖書

資訊學系所與圖書館，為圖書館在職人

員在暑期舉辦14場研習班研習，主題多

元而豐富，共計564人次參加。

2.研究發展委員會：（1）與中華圖書資訊

學教育學會合辦「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

論文獎助」活動。（2）與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合辦「2010圖書資訊學蛻變與創

新國際研討會」。（3）於99年3月16日

協辦「學術傳播與引文分析新境界」研

討會。（4）完成《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

之回顧與前瞻》專書構想。

3.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1）協助舉辦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

席會」。（2）辦理2010年學會年會海報

展，共計13件參展，其中有1件為專門圖

書館，參展而不參賽，於年會當天現場

票選，由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清

雲科技大學圖書館、中興大學圖書館獲

得前三名。（3）籌劃百年來大專校院圖

書館的發展專書綱要。

4.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1）99年7月

13日與中國科技大學圖書館共同舉辦

「技專校院圖書館創意經營研討會」。

（2）99年11月11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

議，討論推廣技專校院電子書使用率與

向教育部提下年度技專校院電子書建置

計畫。（3）99年12月17日（星期五）與

朝陽科技大學共同辦理「E探究竟-電子

書實務研討會」。

5.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1）99年4月13

日辦理98學年度第二學期北一區圖書館

主任會議及RFID學生證在高中職圖書館

之應用研習。（2）99年10月21日辦理

99學年度第一學期北一區圖書館主任會

議。（3）99年10月22日辦理99學年度

第一學期北一區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研

習。（4）99年12月27-29日協助辦理第

二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長論壇。（5）

參加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會議，鼓勵參

與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TLA）。

（6）參加全國高職圖書館主任會議。

（7）參加北中南各分區高中圖書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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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8）參加北中南各分區高職圖書

館主任會議。（9）參加北中南各分區

高中圖書館知能研習，推廣圖書館利用

教育。（10）參加北中南各分區高職圖

書館知能研習，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

（11）協助辦理99學年度高中網路讀書

心得寫作比賽。（12）協助辦理99學年

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

賽。（13）協助辦理99學年度高中網路

小論文寫作比賽。（14）建立與推廣北

一區高中高職圖書館主任Facebook社群。

6.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1）舉辦2010第

八屆海峽兩岸兒童及中小學圖書館學術

研討會。此次會議，大陸與會代表計18

人來臺，連同臺灣與會人員，共約150

人與會，計一場專題演講，發表論文23

篇，研討會論文集共收錄論文26篇。並

參訪國立臺中圖書館、臺中市大鵬國

小、國立臺灣美術館與臺中市文化中

心。（2）協助解決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

關問題。（3）協助編撰國小圖書教師手

冊。

7.公共圖書館委員會：（1）辦理莫拉克

風災國內及國外捐款分配事宜：完成99

年度「喜閱臺灣，臺灣喜閱：找尋319

喜閱服務團隊」服務計畫之審查作業。

（2）99年9月2日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

作協會及書香社會推動小組召開「縣市

合併後公共圖書館行政體制建立和服務

規劃」座談會。（3）配合教育部「0-3

歲閱讀起步走計畫」，辦理兩階段的研

習及培訓：99年3月23日、3月25日及3

月30日分別於北、南、中三區辦理3場

「99年閱讀起步走圖書館人員培訓研習

班」，共有263人參加；99年5月25至26

日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B1樂學

室，辦理「99年閱讀起步走種子人員培

訓研習班」，共有195人參加。（4）辦

理公共圖書館觀摩（標竿學習）及閱讀

推廣成果展：99年2月3日辦理高雄縣大

樹鄉立圖書館觀摩活動，約有55位縣市

文化局圖書館從業人員參加；99年4月20

日辦理「教育部98年閱讀推廣與館藏充

實計畫」成果展，展示25縣市公共圖書

館「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

動計畫」、「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

讀網絡計畫」及「多元悅讀與館藏充實

計畫」等三項子計畫的執行成果。（5）

配合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

計畫」，推動各縣市辦理「一城一書」

活動，99年5月11日與美國在臺協會，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總館地下一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聽聽西雅圖公共圖書

館如何推動一城一書活動」。（6）99年

11月2日辦理「公共圖書館與數位資源研

討會」，共有與會人會90人參加。（7）

99年9月~10月辦理公共圖書館訪視共16

場。

8.專門圖書館委員會：（1）99年4月23日

及4月30日，專門圖書館委員會與臺灣大

學圖資系及英國全球智財策略服務公司

（MAPPGLOBAL IP Strategy Service & Co., 

Ltd.）合辦專利基本課程，共有圖書館同

仁30餘人參加，課程內容為專利概論與

各國專利法規制度簡介。並於5月7日及

5月8日舉辦第二階段之專利進階課程，

介紹專利資料庫之檢所與利用，20餘人

參加。（2）規劃《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

百年回顧》系列叢書「專門圖書館」專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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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醫學圖書館委員會：（1）舉辦第三十二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於99年9

月2-3日舉辦為期兩天的醫學圖書館年會

及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參加代

表來自國內醫學圖書館代表及由團長張

文浩率中國CALIS醫學文獻中心及上海交

通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圖書館組成25位

館長代表團，總計有83個單位112位代表

參加，另外還有24家廠商共襄盛舉參與

現場展示。（2）更新全國醫學圖書館名

錄，收集更新醫學相關研究圖書館、醫

學大學圖書館、醫學中心圖書館、區域

及地區醫院圖書館等共335所聯絡資訊，

置於醫學圖書資訊網（http://www.lac.org.

tw/committee/med/members.htm）供各界

參考利用。（3）新建完成醫學圖書館資

訊網「醫委會好康逗相報」，提供所有

醫學圖書館一同發表心聲、分享訊息。

（4）調查國內醫學圖書館資源與設備聯

合採購有初步成果，已由醫委會全體委

員具名發文原廠洽談議價策略，並組電

子資源聯盟議價工作小組進行議價，共

議得AMA、CINAHL等10種電子資源之

優惠方案，提供各型醫學圖書館選購。

（5）海外觀摩研習：由主任委員邱子恒

率副主任委員胡豫湘、副主任委員李健

英及委員張慧瑾，於99年6月2日至5日參

加重慶醫科大學「CALIS全國醫學圖書館

文獻資源建設研討會暨2010兩岸三地醫

學圖書館館長論壇」，於大會中專題報

告臺灣醫學圖書館現況，並推廣國內醫

學圖書館之優點及特色，促進兩岸三地

醫學圖書資訊的交流與合作。

10.法規與標準委員會：（1）討論著作權

法第四十八條合理使用條文修正意見，

並函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參考。（2）

協助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辦理圖書

館法制暑期研習班。（3）討論圖書館

館員定位與職稱之認定，並建議教育部

修正各類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有關

專業人員相關條文，增列「專業人員證

照得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規定。

（4）協助該學會法律相關問題諮詢

11.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1）99年4月26

日假亞東技術學院舉辦「行動與雲端科

技在圖書館的應用」研討會。（2）進

行該學會與美國圖書館學會等六個國外

圖書館學會之網站內容分析，做為該學

會新版網站的設計參考。（3）學會電

子報發送。（4）學會網站維護。（5）

圖資碩博士學位論文資訊系統維護。（

6）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網站建置。（7

）公共圖書館營運資料填報系統維護。

（8）公共圖書館活力再造計畫網站維

護。

1 2 .分類編目委員會：（ 1）R e s o u r c e 

Description and Access（RDA）於2010年

6月正式出版，我國之編目規範應如何

調整因應，分編委員會宜提出對策。（

2）RDA出版，並提供RDA Toolkit供各

界免費試用，我國宜先翻譯及研讀RDA

，並在年會期間，舉辦資訊組織趨勢與

問題座談會，邀請陳和琴教授就RDA及

資訊組織的發展趨勢做專題報告，並與

關心資訊組織議題的同道進行座談討論

。（3）《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自民

國94年出版以來，一直維持紙本印刷形

式，經學會常務理事會議討論決議，將

修正後的《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在國

家圖書館的編目園地網站將電子全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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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上網。由分編委員會負責修訂。（4

）編輯有關圖書資訊組織百年來發展的

專書。

13.國際關係委員會：（1）依據『圖書館

之國際合作交流調查』之建議，鼓勵國

際性研討會之參與。（2）分別傳布（

IFLA、ALA、ASIS&T, ALISE）等國際

性圖書館會議之資訊。（3）爭取補助

以增強參與國際性圖書館會議。（4）

建立重要圖書館組織資料及聯繫邀請

IFLA、ALA、ASIS&T等機構的理事長

、秘書長來臺參訪。（5）參與中華圖

書資訊教育學會2010年7月在南京舉辦

之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

討會。（6）參與重要圖書館組織IFLA

、ALA、ASIS&T等年會，發表論文，

參加海報展，參與常態委員會議。（7

）舉辦參與重要圖書館組織IFLA、ALA

、ASIS&T等年會之會前講習。（8）

爭取國際圖聯（IFLA）亞太區域部門

（Regional Section Committee of Asia and 

Oceania，簡稱RSCAO）2011年2月20至

23日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期中會議（Mid-Term Meeting）在香

港召開之後順道來臺灣參訪與講演。佛

斯‧阿布杜拉（Drs. Fawz Abdullah）、

伊斯梅爾‧阿布杜拉（Ismail Abdullahi

）及丹‧多納（Dan Dornor）已同意前

來參加會議。（9）籌辦2011年2月24至

25日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辦之”2011 

Symposium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Professionals” 

Theme: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Region – 

Viewpoints of LIS Education.包括2月24日

講演及與研究生圓桌會議座談，2月25

日資訊機構參訪交流。（10）爭取2013

年國際圖聯（IFLA）衛星城市會議在臺

灣舉辦，向經濟部國貿局申請補助參與

2011年IFLA年會。

14.會員發展委員會：（1）查核會員申請

資格。（2）99年度計158位會員新增及

異動，個人會員90位、學生會員61位，

團體會員7個單位。（3）學會新增會員

分布之分析研究。

15.出版委員會：（1）出版2010年《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6、12月）。

追念張鼎鍾教授專欄於12月出版之會訊

。（2）出版2010年《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電子報》（每月月初出刊）。（3

）召開圖書館人物誌編輯諮詢會議，審

核收錄人物名單及各人物傳記之建議邀

稿名單、邀稿函（附同意書、稿約、寫

作格式）內容、邀稿名錄等資料。

16.年會籌備委員會：（1）協助秘書處承

辦該學會第五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

動、2010年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

表會活動、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各類型

圖書館分組圓桌會議活動。（2）協助

尋求資源，贊助年會活動。

17.公共關係委員會：（1）第四屆海峽兩

岸大學圖書館建築學術研討會，於99年

6月19至21日假哈爾濱工業大學舉行，

本屆會議由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哈爾濱工業大學

圖書館共同主辦，研討主題為「走向未

來的大學圖書館與文教建築」，由該學

會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光美組團

邀集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黃世孟、華梵

大學建築設計學系教授徐裕健等五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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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專家學者與會。（2）99年9月16日假

臺大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辦理「海峽兩

岸圖書館資源建設實務座談會」，該座

談會係由該學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主辦，該學會

公共關係委員會承辦，計有102位海峽

兩岸圖書館從業人員與會。

18.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1）制訂神學圖

書館委員會館合借書證施行細則。（2

）確認神圖委員會會員權利與義務。（

3）建置神圖委員會網站。（4）規劃「

神學圖書館百年足跡」圖書展覽事宜

。（5）確定參加美國神學圖書館學會

ATLA2011年年會之人員與經費奉獻者

。

19.書香社會推動小組：（1）協助教育部

辦理「公共圖書館閱讀境與設備升級補

助計畫」，99年度共協助24縣市108所

圖書館軟、硬體與空間氛圍改善。（2

）協助各級公共圖書館於99年1-3月間

上網填報統計系統各項營運資料，相關

統計資料經審查及分析後，於4月刊登

於國立臺中圖書館網頁，供各界瀏覽運

用。（3）99年3月30日協助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辦理完成「閱讀起步走圖書館

人員培訓研習班」活動，中部地區各公

共圖書館暨讀書會領導人參與，約130

人參加。（4）99年4月23日至5月23日

參加臺北市立圖書館主辦「2009好書大

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聯展」計展

出各類型最佳少年兒童讀物94種95冊。

（5）99年5月協助辦理全國孝親家庭月

「與幸福相約圖書館」活動，全系列活

動共有1,572人次參加。（6）99年6月

26日至27日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臺

中市文化局合作辦理「閱讀，讓改變看

得見－2010國際閱讀教育影展」臺中場

活動，總計辦理4場電影放映及1場閱讀

名人映後講座，有407人次前來觀賞。

（7）99年7月17日結合全國398所公共

圖書館共同辦理全國好書交換活動，共

有201,610人次參與活動，交換書量共

421,530冊。（8）99年7月17日至31日協

助辦理「99年全國好書交換日推廣第二

屆國家出版獎活動」，計辦理：政府出

版品及寄存圖書館業務宣導、悅讀政府

出版品有獎徵答、政府出版品展售，以

及本屆國家出版獎主題書展4項活動，

7月17日全國好書交換日當天參與人數

達9,913人次，主題書展計展出13天，有

976人次前來閱覽。（9）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共同辦理「馬克吐溫系列活動」

，輔導全國公共圖書館自99年4月10日

至8月20日共辦理329場，參與人次高達

98,720人。（10）99年9月份協助辦理

「終身學習揪團活動」，共計收到捐書

165冊，全數寄送到財團法人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會建構兒童圖書室。另提供

伊甸基金會77小時志工服務，後續活動

效益持續發酵。（11）99年10月25日與

國家圖書館共同辦理「臺灣光復六十五

週年專題座談會暨影片欣賞與談會」，

協助該館製作《臺灣光復主題書目暨臺

灣研究網路資源》製電子書。（12）99

年7-11月期間協助辦理「公共圖書館單

車遊學活動」，參與人次逾4萬人。網

路行銷活動部分也有逾3,600人次參與

，成功開發新圖書館使用群。（13）99

年11月3-5日協助辦理「2010全國故事

媽媽－戲聚高雄」活動，全臺故事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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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0人齊聚高雄，凝聚故事媽媽服務

能量，化為愛的暖流傳遞到各地。（14

）99年7-12月期間配合教育部辦理99終

身學習年活動，協助發行「社教館所悠

遊護照」，另辦理照片徵選活動，參與

人次約900人。（15）99年7-12月間協

助毛毛蟲文教基金會辦理「讓書去旅行

」活動，設立多個閱讀據點。（16）99

年12月份協助規劃辦理「2010圖書館週

～漫畫悅讀趣」系列活動。（17）99年

1-12月持續協助辦理閱讀講座，參與人

數多達3,430人。（18）協助編印書香

遠傳月刊暨活動手冊季刊。（19）協助

辦理多場美國城市電影賞析以及美國文

學家及其作品導讀活動。（20）協助辦

理多場英語新聞閱讀及學習活動。（21

）99年8-9月協助辦理祖父母節－搭起

世代傳承情「祖孫共讀－愛的故事」活

動。（22）針對銀髮族、婦女協助辦理

數位資源課程，教導各族群運用數位資

源技能。（23）為新移民閱讀，協助加

強充實東南亞語文圖書資料。（24）協

助辦理「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人才培訓

」，以「輔導知能人才培訓」、「創新

機能人才培訓」「永續發展人才培訓」

為主題，共19場次。（24）協助《科學

月刊》辦理「科普閱讀年系列－科普書

閱讀研習營（中區場次），出席學員共

144人。（25）協助辦理6縣市多場數位

資訊種子教師研習活動，以推廣公共圖

書館數位資源之教學應用。

20.《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

1）完成本刊與華藝簽約事宜。（2）99

年10月國科會公布，本刊已為TSSCI所

收錄。（3）完成100年度國科會補助期

刊編輯費用之申請。（4）編輯委員名

單更新，增加國外及相關學術領域學

者。（5）《圖書資訊學研究》於99年

6月及12月出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彭慰）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一、組織管理

（一）該協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主

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二）該協會置理事15人、候補理事5人，監

事5人、候補監事1人及11個委員會，

同時，置秘書長1人，承理事長之命

處理該學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

人，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

聘免之。第十屆（民國99年至101年）

第八屆海峽兩岸兒童及中小學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與會

代表合影

第五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與會貴賓及學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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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名單為：理事長陳昭珍，副理

事長謝文真，常務理事王怡心、梁恆

正、楊智晶，理事丁原基、王愉文、

吳政叡、張璉、陳維華、閔蓉蓉、黃

雯玲、莊慧玲、楊永良、劉吉軒；常

務監事黃鴻珠，監事呂春嬌、陳雪

華、詹麗萍、顧敏。

（三）協會會員以團體會員為主，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一人行使權利。凡屬國家圖書

館、專業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醫院、

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及公、民營事業機

構等圖書資料單位皆可申請入會。截至

99年度，共計473個會員單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該會出版品《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通訊》於99年12月起改以電子形

式發行，不再另外出版紙本。（http://

ilcanewsletter.lib.ntnu.edu.tw）電子版

內容包括：專論、會務報導、各種會

議（理事會、監事會、委員會、會員

大會、新知研討會、業務座談會）紀

錄、專論與特載等，俾使全體會員能

及時掌握會務動態及了解館際合作各

項訊息。截至9 9年度，已出版至第

五十三期。

（二）該會為服務文獻傳遞年需求量少的會員

館，對年使用NDDS系統量小於10件的

會員館提供文獻轉介服務，由交通大

學圖書館擔任轉介館提供轉介服務。

為平衡業務負載量並擴大服務單位，

99年8月10日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通過「館際合作轉介服務改由各區分

別負責」。自100年1月1日起改由下列

各分區轉介館分別負責：

1.北區－政治大學圖書館

2.中區－東海大學圖書館

3.南區－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4.東區－東華大學圖書館

「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

辦法」（公告於協會網站http://www.

ilca.org.tw）自96年1月10日公告實施，

至99年12月止，共27個會員單位申請

加入，申請量共計210件。

（三）該會於99年3月26日假中國文化大學圖

書館舉行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第十屆理監事，並於4月22日

第十屆理監事會議選舉產生常務理監

事、副理事長及理事長，5月10日完成

理事長交接作業。

（四）99年度共召開4次第十屆理監事暨各

委員會聯席會議（召開日期分別為1

月12日、4月22日、8月10日、12月17

日），各次會議紀錄均刊載於該會網

站（http//:www.ilca.org.tw）及通訊。

（五）99年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各委

員會活動：

1.中部分區委員會：99年1月8日辦理「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與資訊服務」研討會，

由靜宜大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容包

括：Web 2.0時代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加值與創新、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轉換實務、下一代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與資訊服務、GNU GPL授權

的 Koha 整合式圖書館管理系統在臺灣的

應用。

2.東部分區委員會：99年3月17日辦理「美

國大學館際合作概況及經驗分享專題

演講暨東區互惠借書聯盟第六次工作會

議」，由東華大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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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美國大學館際合作概況及經驗

分享。

3 .中部分區委員會：9 9年5月2 8日辦理

「Ebook E腳印 閱讀新視界」電子書新

知講座，由中興大學圖書館主辦，活動

內容包括：電子書面面觀：讀者、出版

者、圖書館的對應、用電子書教學研究

很簡單、西文電子書運用於教學研究之

心得分享、我所想像的雲端電子書庫與

未來學習、紙非紙．書非書：未來的新

閱讀型態。

4.中部分區委員會：99年11月30辦理「數位

典藏與服務」活動，由東海大學圖書館主

辦，活動內容包括：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

資訊服務之現況與展望、JoinNet 經驗分

享、中興大學機構典藏經驗分享。

5.北部分區委員會：99年12月3日辦理「圖

書館常見法律問題研討」活動，由政治

科技大學圖書館主辦。

6.東部分區委員會：99年12月17日辦理

「東區會員圖書館館務交流會」，由東

華大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容包括：行

動通訊服務與電子書在圖書館的發展與

應用、圖書館與智慧財產權、小型圖書

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說明會。

（六）擬訂100年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發展要點

1.強化館際合作系統功能

提升館際合作服務的深度與廣度，例

如：建置電子資源收錄清單索引、線上

聯合參考服務，並考量與現有科資中心

運作之「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串連

整合。

2.電子資源合作分享

增進與「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之合

作，亦期許可藉由館際合作系統，降低

各館購置電子資源之經費負擔。

3.館際合作業務之教育訓練

各區委員會配合以上二議題，舉辦各項

相關之教育訓練。（臺灣師範郭美蘭）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一、組織管理

（一）該學會截至99年12月31日止，會員人數

共計187人。

（二）第九屆理監事名單：理事長朱則剛；常

務理事：王梅玲、林志鳳；理事卜小

蝶、吳美美、林呈潢、曾淑賢、羅思

嘉、顧敏；常務監事黃鴻珠、監事賴

鼎銘、陳昭珍；秘書長唐牧群；副秘

書長林妙樺。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99年12月6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共

同舉辦「2010年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

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

陳雪華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

事長朱則剛開幕致辭，教授卜小蝶主

持，會中由六位獲獎同學游曉芬、陳

亮吟、陳宜琦、陳怡蓁、楊雅勛、江

明柏論文發表。

（二）99年12月6日中午假國家圖書館舉辦99

年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

（三）本屆學會除例行的出版會訊之外，不

定期的舉辦許多場次的演講，講座、

座談、研討會等活動，例如與臺大圖

書館合辦邀請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圖

書館退休館長理察‧邁爾（Rich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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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Meyer）與香港大學副館長西多可

（Peter Edward Sidorko）專題演講”�e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Reconsidering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s in a 

digital world”，邀請印第安那大學圖書

資訊學院助理教授原紀子（Dr. Noriko 

Hara）演講”Research on Knowledge 

Sha r ing  f rom a  Soc i a l  In fo rma t i c s 

Perspective”，與臺大圖書館合作邀請

周敏（Min Chou）、吳黃玉芬（Yuhfen 

Diana Wu）、蘇陶珠珠（Julia Su）等三

位在美工作的三位華裔圖書館菁英舉辦

「美國卓越圖書館服務分析」講座，

配合國立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

與創新研究中心舉辦Workshop on Field 

Informatics，與圖書館學會及臺大圖書

資訊學系合作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

館館長羅許‧米勒（Dr. Rush Miller）演

講「圖書館的未來發展」等。

（四）99年11月16日、17日配合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資訊所協辦「2010圖書資

訊學蛻變與創新國際研討會」。該研

討會主旨在探討面對數位化與網路化

潮流及知識社會需求的轉變，圖書資

訊學如何不斷創新與蛻變。近年來歐

美地區iSchool的發展引發不少關注。

因此該研討會特別邀請歐美亞洲等地

於iSchool聯盟扮演重要領航角色的學

者，以專題演講分享其經驗與觀點；

同時，會中也邀請國內學界人士及產

業界專家，以論壇方式發表其對圖書

資訊學學科及專業發展的期許。

（五）2010年7月5-7日與南京大學共同舉辦

「第十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

討會」。會議的籌辦工作由南京大學

主要負責，臺灣部分的聯絡事務與會

議議程安排等則由學術交流委員會主

任委員常務理事林志鳳負責。

隨著兩岸政治情勢和緩，兩岸經濟與教

育全面交流日益熱絡下，圖書資訊學教育如何

能在廣度與深度方面進一步深化？面對網路數

位科技發展衝擊之下，圖書資訊教育如何在學

位、招生、課程規劃、研究、學生就業等方面

適度回應？此外，數位科技改變大眾搜尋與使

用資訊方式，面對資訊氾濫衝擊傳統閱讀方

式，與多元文化的交匯、認同、衝突與調和，

我們應該如何適應變化與創新？我們研究的內

涵和學習模式應該如何調整？這些議題值得兩

岸圖書資訊學者專家持續共同來面對與討論。

基於前述的議題，該兩岸研討會擬定了以下的

徵文方向：

1.圖書資訊學教育歷史研究

中國圖書館學思想史之回顧與發展

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歷史研究

圖書資訊學術重要人物歷史研究

2.圖書資訊學教學研究

圖書館學教育理念、課程評鑑與認可標

準

大學課程、研究所課程、在職課程之教

學設計

遠距數位學習與社會終身學習課程認證

與教學實務

3.圖書資訊學理論研究

資訊科學技術理論與實證研究法之創新

資訊社會下資訊倫理與法律問題

學術期刊評價之研究與發展

圖書資訊實務研究

圖書館閱讀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圖書館業務服務統計與評鑑

圖書館創新服務之行銷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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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數位落差下的特殊讀者服務研究

圖書館營運創新服務模式研究

4.新科技應用與網路服務議題

網路資訊檢索技術與語言發展前景

知識組織理論與方法深化與拓展

網路環境下網路使用者之行為研究

數位資源長期保存與利用

數位圖書館聯盟、區域數位圖書館建設

評價

該研討會的主題為：「回顧與展望：知

識時代圖書資訊學的變革與發展」，主要議題

包括：圖書資訊學教育歷史研究、圖書資訊學

教學研究、圖書資訊學理論研究、圖書資訊實

務研究、新科技應用與網路服務議題。臺灣代

表共提出62篇論文，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

為圖書資訊學系教師及圖書館同仁之論文，第

二部分為研究生論文或研究生與老師合著論

文，均在該研討會上作報告，全文在書末所附

光碟收錄，並由臺灣自行編印後攜至南京大

學，敬獻予大會，並於研討會中和大陸學者進

行深度交流與探討。臺灣代表成員90餘人，來

自圖書資訊學界與圖書館界，包括：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華梵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

館、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中華電信企業大

學、中央大學等單位成員，參加人數為歷屆最

多者，期望經由議題的討論與持續的學術交

流，促進兩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合作。

會議行程中另行舉行兩岸圖書資訊系所

系主任聯席會議，會議中討論兩岸合作方向，

以及下一屆兩岸研討會籌辦事宜，會中原訂由

南開大學接辦下一屆兩岸研討會，但與會人士

表示此向兩岸交流活動已舉辦十屆均在內地舉

行，未來可考慮來臺舉辦，在該系主任聯席會

議後淡江大學表示有意接辦第十一屆兩岸研討

會，在經與南開大學協調後，南開大學欣然讓

出主辦權而由淡江大學承辦下一屆「海峽兩岸圖

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朱則剛）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一）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從民

國71年（1982年）果芸將軍擔任第一

屆會長至今共經歷30位會長，民國99

年學會由政治大學教授王梅玲擔任會

長，民國100年為教授林信成為會長，

民國101年將由100年分會副會長林奇

秀擔任。

（二）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架設

學會網站，由前理事長陳光華協助維

護，網址：http://moodle.lips.tw/~tcasist/。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ASIS&T臺北分會委員會第一次會務會議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王梅玲擔任ASIS&T臺北分會會長。在民國99

年3月25日，邀請歷任會長參加ASIS&T臺北分

會委員會民國年第一次會務會議，規劃當年會

務。會議決定停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而集中

辦理數位資源與圖書館自動化學術研討會，由

會長持續召集與募款。

（二）舉辦數位資源與雲端運算圖書館自動化

研討會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於民

國99年11月5日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辦「數位資源管理與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研討

會」，與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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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圖書資訊界317人參與。本次研討會內容

豐富，並與目前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與臺

灣圖書資訊界關懷之議題切合。

上午的研討會焦點主要關於電子書與數

位資源管理，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

會邀請到國家圖書館的四位主任，分析有關將

來電子書的管理與使用。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

主任曾堃賢提出了有關電子書國際編碼的一些

原則以及細節；採訪組主任蔡佩玲則進一步提

及電子書將來於法定送存的規劃；編目組主任

李宜容則是在電子書的資源組織與書目分享上

做了詳細的介紹；閱覽組主任鄭秀梅則是從讀

者之需求出發去敘說國圖未來於電子書所進行

的閱覽服務。此外，中興大學主任張義輝報告

臺灣電子書聯盟的電子書之使用評估；國立臺

灣大學副館長陳光華的講題則為「部落格資訊

之檢索與評估」；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主任王

麗蕉則是從數位典藏的觀點來談臺灣史料數位

典藏系統之加值與應用。

下午的研討會焦點在雲端技術與圖書館

系統之關聯，首先政大資科所教授胡毓忠細說

何謂雲端，以及如何在雲端技術上建立數位圖

書館與可能會遭受的挑戰；淡江大學圖書館編

審林泰宏則是從圖書館資訊人員的角度對雲

端技術提出幾個問題與建議；OCLC公司亞太

服務部主任蔡淑恩首次在臺灣介紹Web-Scale 

Management Services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及分析其為圖書館帶來的改變與效益。

壓軸的雲端運算圖書館自動化論壇更是

精采豐富，由2010年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

臺北分會會長王梅玲，邀請臺灣大學、師範大

學、中興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國家圖

書館與OCLC王行仁等七位學者專家擔任與談

人，共同討論雲端在未來應用在圖書館的可行

性，此次研討會在各位與談人的精彩論辯中圓

滿落幕。

（三）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總部會長歡迎

晚宴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ASIST會長蓋

瑞‧馬可尼尼（Dr. Gary Marchonini）於民國

99年11月造訪臺北，ASIS臺北分會為歡迎會長

而在11月18日於大三元餐廳設宴，多位前任會

數位資源與雲端運算圖書館自動化研討會主持人及論

文發表人

 民國99年11月李德竹前理事長與ASIST Gary會長

 民國99年11月ASIST臺北分會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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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參加，除了李德竹，還有盧秀菊、楊美華、

陳雪華、吳美美、林志鳯、莊道明、林珊如、

林奇秀（2012年預定會長）等多位老師。李德

竹老師與Gary會長談笑風生，並當面致贈會長

一冊《資訊科學先驅》，令會長十分驚喜而印

象深刻。（政治大學王梅玲）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一、組織與管理

（一）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Taiwan E-books Supply Cooperative 

Limited，簡稱TEBSCo），成立於民國

93年，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為正式的

法人組織。

（二）合作社章程中明訂社員分成法人社員及

個人社員二種，法人社員是指各公私

立大專校院以及非營利之法人組織，

至99年12月31日止，總計有法人社員

47人，詳見表97。

（三）合作社設理事七人，任期三年。第二屆

理事名單為：理事主席：黃焜煌；理

事六位（景祥祜、詹麗萍、柯皓仁、

張鐵軍、李煜舲、劉敏元），任期自

97年1月至99年12月。

表97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法人社員一覽表（99年）

 1 國立中正大學 王國羽

 2 國立中興大學 詹麗萍

 3 國立交通大學 劉玉芝

 4 國立成功大學 謝文真

 5 國立宜蘭大學 陳偉銘

 6 國立清華大學 莊慧玲

 7 國立嘉義大學 劉秀玉

 8 國立聯合大學 賴瑞麟

 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林益煌

 1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吳幼麟

 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慧娟

 1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曉孄

 13 國立中央大學 陳芷瑛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朱耀明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淑燕

 16 大葉大學 余豐榮

 17 中原大學 曹午蘭

 18 世新大學 羅燦煐

 19 東海大學 朱延平

 20 真理大學 黃炳煌

 21 逢甲大學 黃焜煌

 22 靜宜大學 陳敏麗

 23 華梵大學 高維新

 24 義守大學 黃有榕

No. 學校名稱 代表人

 25 中國醫藥大學 蘇百弘

 26 中華大學 王素華

 27 玄奘大學 馮秋萍

 28 中臺科技大學 陳錦杏

 29 南開科技大學 吳錫修

 30 修平技術學院 楊尚霖

 31 僑光科技大學 石櫻櫻

 32 嶺東科技大學 許鎦響

 33 龍華科技大學 張夢家

 34 南台科技大學 楊智晶

 35 建國科技大學 甯慧如

 36 朝陽科技大學 張純莉

 37 遠東科技大學 蕭文俊

 38 東南科技大學 林政錦

 39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黃漢青

 4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王威立

 4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焦錦濮

 42 元培科技大學 高秀學

 43 大華技術學院 徐元佑

 44 文藻外語學院 王愉文

 45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郭堯斌

 46 致理技術學院 張慧

 47 蘭陽技術學院 陳志忠

No. 學校名稱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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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社設監事三人，任期一年。99年3

月19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開社員大

會，並舉行第四屆監事選舉，選舉結

果計有：監事主席：朱延平；監事兩

位：王威立、賴瑞麟。

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舉辦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參訪活動

香港地區的大學圖書館，在館藏建設、

館藏資源推廣與空間設計及應用等議題上，向

來有許多創新的應用可供參考與學習。電子書

合作社於99年6月17日至6月19日邀請理監事與

社員圖書館館長，一同前往香港參訪已具特色

成果的大學圖書館，透過面對面的座談，進行

深度的觀摩與交流，以期能為合作社社員圖書

館開啟新的視野並掌握新的契機。此行共參

訪3個大學圖書館，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

館、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及香港科技大學圖書

書館，參訪主題包括：香港地區大學圖書館電

子書館藏發展策略、電子書推廣策略以及學習

共享空間建置與發展。

（二）辦理社員圖書館電子書推廣活動經費補

助

為積極鼓勵電子書合作社成員館推廣及

利用電子書館藏，邀請社員圖書館於圖書館週

舉辦多元化的電子書推廣活動，以鼓勵社員師

生有效應用電子書於教學、研究以及學習活動

之中，進而提高社員圖書館電子書資源的使用

效益。總計有9個社員圖書館提出推廣活動計

畫書，每館獲得補助經費NT$8,000元，各館

並於99年11月15日至99年12月17日期間舉辦系

列推廣活動，活動主題如表98。

1 中國醫藥大學 閱讀無紙境—電子書學習與應用推廣計畫

2 臺中教育大學 K書e起來－認識電子書

3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Net Library電子書資料庫教育研習

4 臺灣師範大學 e同來讀書－中文電子書尋寶記！

5 東海大學 「I love ebooks」填字遊戲抽隨身碟

6 虎尾科技大學 探索「無紙天書」的世界－E-Book一點就通!

7 逢甲大學 「i-Riddle， i-Reading 愛書謎，愛閱讀」有獎徵答活動

8 朝陽科技大學 E探究竟—電子書實務研討會

9 聯合大學 電子書導入學術研究研習會

表98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99年度舉辦系列推廣活動主題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三）舉辦「The 3e of Libraries: eScience, 

eResources and eServices研討會」

科技的發展，帶動知識載體與學術傳播

方式的多元化，也改變讀者資訊取用習慣。數

位資源的建置與使用、資訊環境中知識服務

的變革，已成為大學圖書館的重要議題。面

對新科技的浪潮，電子書合作社於99年12月8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B2演講廳舉辦「�e 3e of 

Libraries: eScience, eResources, and eServices研討

會」，以「學術圖書館電子書的發展與推廣」

及「數位科技於資訊傳播的應用」為主軸，邀

請香港及臺灣圖書館界與業界專家蒞臨發表演

講，包括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彭仁賢、逢甲大

學圖書館館長黃焜煌、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

源保育學系副教授蘇惠珍、香港科技大學出版

技術中心主任吳宏權、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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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數碼媒體技術組長何育群、虎尾科技大學

圖書館館長王威立以及資策會MIC產業分析師

施雅茹，總計進行6個場次的專題演講。由學

界及業界不同的面向，分享應用數位科技於知

識服務的案例，並探討未來的發展趨勢，透過

經驗分享與交流，提供與會者新的觀點與思

考。（逢甲大學王慧娟）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aiwan Teacher 

Librarians’ Association，簡稱TTLA），民國99

年底選出第三屆理監事成員，理事長陳宗鈺，

常務理事涂進萬、黃久晉、趙淑婉、與范綺

萍，理事翁靖穎、王思慧、謝漢星、顏淑惠、

王居發、莊文杰、張文玲、徐澤佼、王昭月與

黃素真，常務監事沈麗珍、監事許錦霞、丁文

中、鍾啟超與陳天興。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民國99年12月27、28日在日月潭教師

會館由該會、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

承辦學校暨大附中與各地區相關圖書

館學會共同舉辦第二屆世界華語學校

圖書館館長論壇，使得來自香港、澳

門、馬來西亞、大陸與臺灣的160位

圖書館夥伴，彼此分享工作心得，在

收獲滿滿與和諧快樂的氣氛中圓滿落

幕。此次論壇邀請到 IASL主席帝吉

特‧辛格（Dijit Singh）蒞臨會場致

詞，同時邀請到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長陳昭珍與政治大學教授楊美華演

講；在論文發表方面，11位報告者充

分把握時間將他們工作心得與經驗分

享的淋漓盡致。

（二）為了永續推廣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館

長論壇，建立彼此溝通熱線，因此在

各地區代表開會討論中，得到下列結

論：1.依照規定應該輪到香港辦理，但

是山西省教育學會中小學圖書館專業

委員會辦理意願甚高，所以決議由該

委員會承辦。2.此次論壇結束後，改成

聯盟形式，設常務理事會主席與秘書

處。該聯盟主席由舉辦完華語學校圖

書館館長論壇之主席（或理事長）擔

任；至於秘書處，暫設置於江蘇省圖

書館學會中小學工作委員會並提供辦

公經費，由主任張正和擔任秘書長傳

遞訊息，以利長期經營論壇協助各地

圖書館訊息刊登在雜誌上、網路上發

表。（基隆女中陳宗鈺）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一、組織與管理

（一）鑑於西文圖書資源價格居高不下，各

校獨立採購難以短期展現成效，電子

「The 3e of Libraries: eScience, eResources, and 
eServices研討會」講者合影。左起為臺灣電子書合
作社理事主席黃焜煌、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主

任吳宏權與數碼媒體技術組長何育群、香港大學圖

書館館長彭仁賢以及資策會MIC產業分析師施雅茹。
（9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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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產品亦逐漸受到重視，因此國內多

校聯合於96年11月向教育部提出「臺

灣大專校院學術電子書共購共享計

畫」。該計畫由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館長詹麗萍擔任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項潔

（97年8月館長陳雪華接任）、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館長謝文真及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昭珍。

（二）該計畫獲得教育部高教司經費補助後，

隨即組成跨校決策中心「臺灣學術電

子書聯盟推動小組」，由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校圖書館共同成

立5個工作小組，進行聯盟之行政、徵

集、彙整、採購及推廣作業，以共同

集資並採共購共享模式引進西文學術

電子書，有效降低國内圖書館購置電

子資源成本，節省重複採購人力及時

間，達到強化學術資源豐富性、各館

館藏資源整合的目的。

二、重要事務及活動

（一）該計畫運作模式由聯盟推動小組進行選

書政策研擬、電子書資源需求調查、

彙整、採購、驗收、推廣及統計分析

等作業，以買斷且永久使用為選書原

則，購入資源為所有成員館共享。該

計畫執行期程自96年11月至99年12月

共3年，計畫第一年（96年11月至97年

10月）共招募88所大專校院圖書館成

員，募集約新臺幣2億元採購基金，購

置1萬9千多冊電子書；第二年（97年

11月至98年12月）與第三年（99年1月

至99年12月）成員館皆為94所，徵集

基金各達新臺幣1億9千多萬元，兩年

各增加約1萬7千冊西文學術電子書資

源，經推動小組及成員館三年來的共

同合作努力，以校際聯盟合作共購共

享策略，三年累計購入冊數超過4萬7

千冊，以及數千冊可免費瀏覽之電子

書，提供成員館所有師生共同享用，

達成各領域館藏均衡發展、撙節購置

經費、發揮資源運用效益及保障聯盟

精神等目標，並建立大專校院學術資

源共購共享共有機制。

（三）計畫所購置的電子書內容，涵蓋學科主

題範圍廣泛，兼顧人文、社會、科技

及醫學（詳見表99）。採購書單皆經

過層層把關，從廠商系統平台評選、

會員票選及勾選作業到複本查核，力

求保障書單內容品質，以有效加強各

館館藏資源深度及廣度。在電子書採

購方面，皆要求廠商提供永久的買斷

形式、不限同時段使用人數、日後毋

須支付任何形式費用且不得為國內其

他聯盟或計畫已採購之電子書，以保

障聯盟及所有成員使用權益。聯盟針

對電子書的推廣與利用，透過建置專

屬網站、建立電子書整合查詢平台、

提供主題瀏覽加值服務及要求廠商提

供書目紀錄轉入各館線上公用目錄

等，提高電子書使用之可及性及便利

性；另外亦籌辦研討會、問卷調查及

創意推廣競賽等活動。

（四）回顧過去，策勵未來，該計畫在教育部

連續三年經費補助下，快速提升國內

90餘所大學暨技專校院圖書館電子書

館藏，獲得八成至九成的成員館肯定

聯盟在經費、時間與館藏量各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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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的效益，對於聯盟推動小組之運

作有93%的成員館表示「滿意」與「非

常滿意」。而98年10月的調查中，93%

成員館對未來持續以共同合作模式永

續經營聯盟表達支持，因此聯盟於99

年9月向教育部提出永續經營計畫，並

在100年與「技職校院技術研發中心

專業書籍以電子書方式購置計畫」、

「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

畫」兩項計畫整合，更名為「臺灣學

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中興

大學詹麗萍）

ABC-CLIO & Greenwood 綜合學科 McGraw-Hill 綜合學科

Cambridge Books Online 綜合學科 MyiLibrary 綜合學科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文學、古典文學、哲學、 NetLibrary 綜合學科

 宗教、文化研究

Cambridge Ebook Collections 綜合學科 OVID 醫學、護理與藥學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人文及社會科學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綜合學科

CRCNetBASE 生物醫學 Palgrave connect eBooks 人文、社科與商業

Ebrary 人文、社會、工程與醫學 Sage eReference 社會、人文領域、 

   百科全書

Elsevier-Science Direct 科學、科技與醫學 Siam Reference Collection 數學、應用數學

Gale 綜合學科 SpringerLink 綜合學科

IOS 綜合學科 Taylor & Francis 人社、社科與科技

表99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三年購入電子書資料庫一覽表

 電子書資料庫 學科領域 電子書資料庫 學科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