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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圖書館

綜␀述

一、前言

專門圖書館依〈圖書館法〉第4條規定，

係指由政府機關（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

設立，以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特定

主題或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門性資訊服務的

圖書館。但因其所隸屬母機構性質不同而有不

同的名稱，或稱圖書館、圖書室、資訊中心、

資料中心、資訊與研究中心等，為行文方便，

以下統稱為「專門圖書館」。依「圖書館統

計標準」CNS13151之分類，專門圖書館計分

為政府機關（構）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學

（協）會圖書館、工商圖書館、大眾傳播圖書

館、宗教圖書館、其他專門圖書館等7類。

截至98年底止，由國家圖書館輔導組

依據「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統：圖書館

名錄」資料庫紀錄，全面進行電話訪查，

更新名錄資料，整理出臺灣地區專門圖書

館計659所。由表29所示，各類型專門圖書

館以政府機關（構）圖書館218所，所佔比

例最高（33%），其次為醫學圖書館174所

（26%）、工商圖書館118所（18%）、宗教

圖書館110所（17%），大眾傳播圖書館9所與

其他專門圖書館11所比例最少，分別佔3%與

2%。相較97年專門圖書館數量減少63所，政

府機（關）構圖書館廢館16所、醫學圖書館廢

館5所、學（協）會圖書館已廢館3所、工商圖

書館廢館20所、大眾傳播圖書館廢館3所、宗

教圖書館廢館14所。

本篇主要回顧國內專門圖書館在過去一

年的發展概況，首先透過「臺閩地區專門圖書

館調查問卷表（民國98年）」回卷調查結果，

依據統計資料加以分析說明。其次，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報導年度內為國

內圖書館同道舉辦多樣化的活動，讓同道增進

專業新知、掌握最新產業服務動態、互相交流

借鏡各式各樣專門圖書館的創新經驗；復次，

由分別代表政府機關、醫學、工商、宗教等類

型之專門圖書館，分別撰文敘述各類型專門圖

書館之發展動態與各專門圖書館在98年之中重

要創新服務及成果。

綜觀98年度專門圖書館之發展報導，有

鑑於醫學圖書館與宗教圖書館都是國內主要類

型的專門圖書館，且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都

有專屬的委員會，透過專業組織的凝聚力，讓

這些類型的專門圖書館間有更密切及深入的合

作、分享與互動，包括數位圖書館聯盟之成

立、國際或海峽兩岸專業組織與會議之參與、

專門圖書館

 ▓ 鄭寶梅

類型 數量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218（33％）

醫學圖書館 174 （26％）

工商圖書館 118（18％）

學（協）會圖書館 20（3％）

大眾傳播圖書館 9（1％）

宗教圖書館 110（17％）

其他專門圖書館 11（2％）

               總計 659（100％）

表29　各類型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表（98年）
單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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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及舉辦、教育訓練網之建置、線上聯合目

錄之建立等。其他類型之專門圖書館，除參與

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的相關活動，各館在其

母機構組織之重整下，需隨時配合其存廢、服

務或功能之調整，如政府機（關）構圖書館有

16所廢館與工商圖書館有20所廢館；其他仍在

營運的專門圖書館，也在人力、經費與資源有

限下，一一展現其求新求變的合作努力成果，

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整合該

院社會、台史、語言、政治、法律五所（處）

圖書資源與聯合服務、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將

陸續整合臺灣音樂中心、臺灣國家國樂團、國

光劇團、臺灣豫劇團之資源、國家電影資料館

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畫成果、中國鋼鐵公

司技術資訊中心之「技術創新、情報先行」服

務暨開發多媒體數位學習教材。而學（協）會

圖書館方面，如駐臺之美國與德國文化單位或

協會之圖書館，近年來積極規劃傳播該國文化

的系列活動，尤其是結合我國各級圖書館的力

量，互相合作豐富了跨國圖書館間的文化傳播

功能與知識服務的深度與廣度。

隨著數位化時代來臨，加上我國國家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畫全面展開及推廣，各

類型專門圖書館紛紛開始致力於數位化館藏的

建置，包含引進電子資源與自行建置，並積極

應用或參與各類型資訊平台，如「醫學圖書館

教育訓練網」與「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後

者有效應用數位教學平台，將各級圖書館之教

學資源與培訓課程教材，以合作建置或授權分

享開放圖書館界同道自行上網學習，98年度已

有資訊工業策進會資料中心、國家電影資料

館、美國在臺協會美國資料中心、臺北德國文

化中心圖書資訊館，參與共建共享。顯然地，

專門圖書館的發展，歷經自動化、網路化到數

位化，今日應用數位學習新科技的創新服務，

也為圖書館界多年來的館際合作服務注入新內

涵，邁向數位服務的新里程。

二、專門圖書館發展概況

針對專門圖書館的調查作業除了利用國

家圖書館網站最新消息予以公告，請各專門圖

書館協助填寫98年度「專門圖書館統計調查問

卷表」外，另針對歷年中曾回覆問卷之圖書館

名單加以整理，寄出266份問卷，總計回收問

卷233份。其中230份為有效問卷，3份為無效

問卷，無效問卷係因該圖書館已廢止或裁撤，

無法提供年度統計資料。

由於專門圖書館由政府機關（構）、個

人、法人或團體所設立，因此其在空間規模、

人員編制、館藏數量與經費方面均受限於母機

構之政策。為了解98年專門圖書館的發展狀

況，並得以提供相關單位探究其中的問題與趨

勢，本文即就此次問卷調查結果，依圖書館創

設時間、圖書館服務人員、館藏發展與讀者服

務等項目，分別說明98年各類型專門圖書館與

資訊中心的發展情況，下列統計表資料皆依實

際填答館數計算。

（一）圖書館創設時間

依據本次調查結果，填答的229個圖書

館當中，有71.62%的圖書館已經創立超過15

表30　各類型專門圖書館有效回卷數量統計表

         （98年）                                            單位：所

類型
 有效回卷／

 寄出問卷數量比例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07／114

醫學圖書館 58／68

工商圖書館 29／35

學（協）會圖書館 8／8

宗教圖書館 25／33

其他專門圖書館 6／8

總計 2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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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次為10年至15年者與5年至10年者，分

別有13.54%、10.48%；而創立未滿5年的圖書

館有3.93%，詳見表31。

（二）圖書館服務人員

從人員編制與數量來看，220個圖書館共

有720位工作人員，平均每一個館約有3.2位工

作人員，比97年度每館平均3.1位差距不大。

就專職或兼職情形來看，有394位專職人員具

有圖書資訊學背景，佔54.72%；不具圖書資

訊學背景的專職人員有203位，佔28.19%；

兼職人員具有圖書資訊學背景的有110位，佔

15.28%，不具圖書資訊學背景的兼職人員則

有13位，佔1.81%；此外，有14個圖書館未設

置專、兼職人員，詳見表32。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未滿1年 1 0.44%

1~5（不含）年 9 3.93%

5~10（不含）年 24 10.48%

10~15（不含）年 31 13.54%

15年（含）以上 164 71.62%

            小計 229 100.00%

表32　專門圖書館專兼職人員統計表（98年）       

項目 填答館數（所） 人數（人） 比例

有專職人員，具圖書資訊學背景 167 394 54.72%

有專職人員，不具圖書資訊學背景  203 28.19%

有兼職人員，具圖書資訊學背景 86 110 15.28%

有兼職人員，不具圖書資訊學背景  13 1.81%

無服務人員 14 0 0.00%

說明：本表以220個填答館，其中33所圖書館有專職與兼職者，共計720位工作人員做統計分析，平均每館擁有3.2
位工作人員。

（三）服務人數

從專門圖書館服務人數來看，主要是了

解專門圖書館服務其母機構的平均人數，196

個館填答，其母機構員工人數為213,939人，

平均每一個專門圖書館服務其母機構之平均人

數為1,092人。另有96個圖書館，則將辦證的

讀者列入服務對象，惟此辦證人數，有一張證

表示服務對象一人，亦有憑職員證，或開放各

界人士，免辦證者，平均人數雖為1,254人，

然實際服務人數應當更多；惟母機構員工人

數，應是專門圖書館最主要投入資源的服務對

象，詳見表33。

表33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數統計表（98年）

 項目 填答館數（所） 服務人數（人） 平均服務人數（人）

母機構員工人數 196 213,939 1,092 

其他辦證人數 96 120,410  1,254 

（四）館藏數量與服務

由於專門圖書館的任務與一般圖書館不

同，概以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特定

主題或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門性資訊服務，

並得支援母機構業務發展，因此館藏必會隨其

性質而有所偏向，以特定領域或專題為主。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料，以紙本圖書部

分，在209個填答圖書館中，共有6,644,690

冊，平均每館有31,792.78冊；現期期刊部

分，195個填答館總計112,907種，平均每館有

表31　專門圖書館創設時間統計表（98）單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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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01種；裝訂期刊部分，131個填答館，總

計1,431,783冊，平均每館10,929.64冊；學位

論文部分，80個填答館，總計251,542冊，平

均每館3,144.28冊；會議資料部分，38個填答

館，總計43,829冊，平均每館1,153.392冊；視

聽資料部分，138個填答館，總計575,846件，

平均每館4,172.80件；電子資料庫部分，122個

填答館，總計11,904種，平均每館97.57種；上

述各館藏項目，部分項目填答館所減少，如學

位論文與會議資料，原因是併入圖書統計；而

在其他項目中，本年度各館所填答的資料種類

相當多，包括有專利標準、技術報告、電子

書、電子期刊、契約文書、檔案等，17個填答

館，總計1,028,138種，平均每館60,478.71種。

其他項目97年度平均每館18,768.84種。因此，

館藏數量上，可以看到專門圖書館的特藏資

料、電子書、電子期刊數量已呈現大幅成長。

表34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表（98年）

 項目 填答館數（所） 總計 平均數

圖書（冊） 209 6,644,690 31,792.78

現期期刊（種） 195 112,907 579.01

裝訂期刊（冊） 131 1,431,783 10,929.64

學位論文（冊） 80 251,542 3,144.28

會議資料（冊） 38 43,829 1,153.39 

視聽資料（件） 138 575,846 4,172.80 

電子資料庫（種） 122 11,904 97.57 

其他（冊／件／種） 17 1,028,138 60,478.71

針對專門圖書館閱覽服務的現況，98

年度的圖書借閱人次，140個填答館總計有

512,769人次借閱，平均每館有3,465人次借

閱；借閱冊數方面，則是166個填答館總計

1,381,166冊數，平均每館借閱約8,300冊數，

其他填答館所中，有30所未對外開放，38所

借閱人次未統計，22所借閱冊數未統計。至

於，對外服務方面，有153所圖書館對外提供

服務，78所圖書館不對外提供服務，與97年

度61%之對外提供服務比率相較，98年專門圖

書館對外提供服務的填答館數 增加20個圖書

館。在閱覽席位方面，219所填答圖書館中，

總共提供9850個閱覽席位，平均每個圖書館提

供約45個席位，與97年平均每館提供之42個閱

覽席位，相差不大。

表35　專門圖書館流通資料統計表（98年）

 項目 填答館數 總計 平均數

圖書資訊借閱人次 148 512,769 3,465

圖書資訊借閱冊數 166 1,381,166 8,320

表36　專門圖書館閱覽服務統計表（98年）

 項目 填答館數 比例

對外提供服務 153 66.23%

不對外提供服務 78 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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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技術與應用

此部分是呈現專門圖書館在資訊技術應

用的現況，在網站建置方面， 267所圖書館

中，有167個圖書館建置網站，佔62.55%，未

建置網站的有99所圖書館，佔37.45%；與97

年度的175個圖書館建置網站相較，98年度專

門圖書館網站的建置稍有減少。

三、結語

整體而言，98年度專門圖書館的營運概

況，在專門圖書館總數減少了63所；然就230

份有效回收問卷與97年度之215份有效回收問

卷之專門圖書館，加以比較，平均每一館的工

作人員從3.1%增加到3.2%；在館藏方面，雖

填答圖書館館數減少，但各類型資料的館藏總

量幾乎都有增加，主要是特藏資料、電子書、

電子期刊等；其次，雖然專門圖書館整體的館

藏與人員規模不是很大，但有過半的專門圖書

館建置網站，由此可見，專門圖書館也能隨著

環境的變化而善用資訊技術。而在專門圖書館

營運發展上普遍面臨的困難與瓶頸方面，在98

年度的調查問卷中反映出的問題，按填答館所

的數量，依次為經費不足、專業人力不足、設

備不足、服務對象需求不多、工作壓力、編目

困難、單位縮編或裁撤、服務人員流動率高。

其他原因，包括有空間不足、進館讀者量少、

讀者需求差異大、館員工作量大、圖書館地位

不明與不受重視、電子資源使用權限制與無統

一使用介面、不易查詢、教育推廣。

本項調查對於專門圖書館的電子資源涵

蓋範圍與利用統計，未來仍需有進一步的調查

與分析，才能從傳統的館藏分類下，另外，更

詳實地呈現快速增長的多樣化電子資源比例的

館藏量與服務量，且從各種電子資源聯盟的服

務機制及統計量，期能促進專門圖書館間彼此

更密切的合作與分享。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
會 98年度活動綜述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1屆專門圖書館

委員會98年之全年度活動分別由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訊資料服務中

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單位主辦，專門圖書

館委員會則協助辦理各項活動，以下依舉辦時

間先後分別介紹之。

一、參與2 0 0 9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第75屆年會

2009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年會

於8月23日至8月27日假義大利米蘭國際會議中

心（MIC）舉辦。由於地主國義大利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級文化遺

跡第一的國家，針對當地文化與建築特色，本

屆會議遂將主題定為「圖書館創造未來：立基

於文化資產（Libraries create futures: building on 

culture heritage）」。年會代表來自150國，將

近4000人參加。臺灣代表團由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陳昭珍理事長領軍，出席團員共21人。

專門圖書館委員館中，計有鄭寶梅委員

於IFLA年會中發表論文、黃麗虹主委和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吳美美教授，帶領3位臺灣大學

圖資系、師範大學社教系學生，於CPDWL舉

辦的會前會中發表研究成果、及海報展，相關

成果參見如下出處：

Bau-Mei Cheng. E-learning for the librarians 

in Taiwan: the experience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有建置圖書館網站 167 62.78%

未建置圖書館網站 99 37.22%

表37   專門圖書館網站建置統計表（98年）

項目 填答館數（所）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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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s E-learning campus, 2009. <http://www.

i�a.org/�les/hq/papers/i�a75/214-cheng-en.pdf>

Li-hung Huang .�e story about us. CPDWL 

newsletters,2009, p.21-22. 

<http://www.i�a.org/en/cpdwl/ newsletters>

本屆年會議題的探討係結合英美及地中海

（南歐）兩種對文化資產不同的觀點。英美觀

點以知識論與圖書館的社會角色為基礎；地中

海觀點則基於古籍及獨特館藏的組織與保存為

出發點。本屆年會之會前會（即波隆那衛星會

議）及該會所有議程與活動的安排，即以此兩

大觀點為主軸，橫向連結不同圖書館類型、資

料類型、社群等相關議題，試圖讓世界各國與

會單位的代表們齊聚一堂，重新思考圖書資訊

專業的角色與功能，以及對當前圖書館專業技

術、服務與方法給予批判性的評價。尤其在以

文化資產做為基底，創造未來文明，扮演具革

新角色的層級上，提出圖書資訊專業的願景。

我國代表團在團員們的通力分工合作

下，順利參與並完成辦理多項活動，包括參與

會前會之波隆那衛星會議、兩個常設委員會會

議、專題研討會、圖書館及文化機構參訪，並

發表兩篇論文及兩篇海報展等。藉著參與這些

活動，不僅開拓國內與會同道的視野，激發創

意思維，達到研習的目的。更讓我國的圖書館

經驗、服務及學術研究成果，在國際舞台上提

高能見度，達到國際宣傳的效果。【1】

二、參訪公共電視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98年度第一次參訪活

動，於9月25日成行，前往公共電視台及其圖

書館。總計有國家圖書館、香光尼眾圖書館、

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資料服務組、中山科學研

究院、力晶半導體資料中心、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中華飲食文化基

金會等八個單位之委員、單位同仁及眷屬等15

位參加，參訪觀摩公共電視及其圖書館之資源

與服務。

整個參訪活動係由公共電視圖書館陳

淑媛館長、林建宏館員及電視台人員精心安

排與接待，是一場豐富生動的媒體實務參訪

活動。主要行程有兩部分：一是認識公共電

視的背景、電視台專員解說公民新聞平台

（PeoPo），及參觀主控室、攝影棚、衛星天

線；其二，為介紹公共電視台圖書館之資源與

服務；並同時召開第五十屆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公共電視」顧名思義，是屬於全體民

眾，不專為政府或某一政黨服務；非以營利為

目的，也不受商業或利益團體左右；是接收全

民付託，以服務公共利益為宗旨的電視媒體。 

民國87年7月1日正式成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公共電視並於同日開播，完成

長達18年的建台歷程。在節目規劃上，公視秉

持以下九大理念【2】： 

（一）真心關愛兒童的成長；

（二）尊重各族群的需求；

（三）關懷弱勢團體與文化；

（四）呈現表演藝術的生命力；

（五）重視臺灣生態保育；

（六）紀錄臺灣社會變遷及人文風貌；

（七）親近民眾的生活；

（八）展現文學之美；

（九）掌握社會脈動、開拓國際視野。

半日的參訪活動，經由電視台人員熱情

地接待與解說，除了讓我們認識媒體的工作環

境、親身體驗製播的過程，更感動的是，我們

了解到所有內容的播出都是為了服務公眾，提

供全民必需的資訊，是個真正以民為尊且具有

社會教育意義的電視媒體。相信同行的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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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未來也會以這樣的服務理念，應用於所屬

的圖書館中，並藉由資源共享彼此交流，將服

務熱忱擴散其他同道。 

三、參訪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傳

統藝術中心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98年度第二次參訪對

象是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傳統藝術中

心（以下簡稱傳統藝術中心），時間為10月9

日，總計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家圖書

館、香光尼眾圖書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圖書

館、中山科學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力

晶半導體資料中心、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臺灣亞太產

業專業分析協進會、飛資得資訊公司等11個單

位之委員、單位同仁及眷屬共計25名參加。本

次活動目的，為認識傳統藝術中心及其圖書館

之資源與服務，並參與亞太傳統藝術節活動。

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於93年1月16日正式

啟用，肩負傳統藝術之專門圖書館與公共圖書

館職責。圖書館組織於主任、副主任之下，分

為三科。館藏蒐藏重點以流傳於臺灣之傳統戲

劇、音樂、舞蹈、工藝、雜技及臺灣歷史、地

理、風俗民情等有關之圖書、非書資料為主，

另以亞太地區及西語區國家之傳統藝術為輔。

目前館藏圖書視聽資料有3萬餘冊，中文、西

文、大陸期刊計170餘種。除典藏早期資料，

85年起執行之「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畫」歷年

成果，以及中心各單位執行業務成果外，亦編

列預算購置中外傳統藝術書刊，提供員工及民

眾閱覽與研究。【3】

本次參訪活動主要目的之一為參與「本

土‧亞太‧國際傳統藝術文獻資料之蒐藏與分

享座談會」。傳統藝術中心自89年以來即辦理

亞太傳統藝術節相關活動，至今已朝向國際傳

統藝術節規劃舉辦。期望透過此座談會，藉由

聆聽圖書館界專家學者之看法，逐漸充實館

藏，成為國內傳統藝術圖書館典藏標竿。

參訪當天，傳統藝術中心人員的熱情接

待與詳細解說甚令與會者感動，而園區內多樣

化的傳統藝術環境與豐富的事物擺設，皆令人

驚豔；除此之外，有幸受邀觀賞亞太傳統藝術

節的表演活動，展示內容包含「南傳佛教源

流」、「婆羅門教與神王合一」、「中南半島

佛像特色」、「小乘佛教僧團生活」及「樂舞

與祭儀」等五大單元。在這些充滿美感的文化

事物薰陶下，所有參訪團員對於亞太各民族的

傳統文化之精神內涵、價值、及意義都有更深

一層的體會與認識。

四、舉辦「資訊刨師研討會」

人文學科裡，常把哲學家們比喻為石

匠。因此，關鍵的核心被稱為拱心石。

聖經神話中，人因食下了知識的果實，

自此智慧開始萌芽，能分辨善惡。如今是知識

爆量的年代，面對由知識所構築的叢林迷宮，

要在這充斥各種繁雜訊息的原始叢林中，找到

所需要的資料，然後將這些原木平整成可運

用的木料，最後加工成品─這就是「現代木

匠」，資訊與知識的引領者。有鑑於此，由財

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主辦，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協辦，

於98年11月25日假臺北市大安區科技大樓六樓

會議室，舉辦了「資訊刨師研討會」。【4】

研討會由該會資訊資料中心黃麗虹主任

主持，與會報告者皆為該中心資深同仁，包

括：李婷媛的〈探索資訊服務新視界〉、沈春

蘭的〈情報力＝競爭力：產業情報在圖書館的

應用與服務——以資料中心為例〉、張玫絹的

〈亮出你的能量：館員能力面面觀——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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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為例〉，三位主講者豐富的實務經驗報告

與分享，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討論。

當日與會者共有34人，包括國內圖資學

界之專家學者及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本次研討

會目的實為帶領聽眾從專門圖書館的角度來認

識世界。聆聽「資訊刨師」的故事，展現一個

全方位的刨師所應具備的資質與態度。更特別

的是，透過圓桌模式的經驗分享，在同道間給

予彼此更多的啟發，更多的故事。

五、舉辦「2009年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專

門圖書館圓桌會議」

「2009年圖書資訊學研討會」研討會係

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書館主辦，各

類型圖書館協辦，於98年12月12日至12月13日

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專門圖書館圓

桌會議則另外於國際會議廳旁之貴賓休息室，

與其他主題圓桌會議同步舉行，由黃麗虹主委

主持，專門圖書館的同道們參與討論相當踴躍

熱烈，黃主委並於大會中提出會議結論報告如

下：

（一）建議修改〈圖書館法〉

修法是根本之道，唯應有策略性的規畫

與實施方式，建議成立專責或任務小組，廣集

各方菁英，包含過去草擬或推動〈圖書館法〉

的前輩、在行政／立法／考試／媒體／企業具

影響力或知名人士擔任小組成員，也可聘請社

工師、營養師等立法成功的團體，擔任顧問。

藉由經驗傳承、交流，以及運用各界影響力加

乘的作用，促使〈圖書館法〉的修訂能益臻完

善，孚應眾望。

（二）提升競爭力

修法之外，仍要同步且不斷地提升圖資

人的競爭力，分別從學校教育與繼續教育著

手。

1.學校教育

（1）強化學生對圖資專業之認同感、熱

忱與核心價值。

（2）調整核心課程之內涵能與時俱進。

2. 繼續教育

（1）建議暑期研習班能多開設非圖資核

心領域的課程，如營運規畫、策略

規畫、計畫書撰寫、策略性思維、

簡報能力……等。

（2）而各館則以強化所服務對象之專業

課程訓練為主。

（黃麗虹、廖美惠）

參考資料：

【 1】《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 1 7卷 2期
（153），民國98年12月1日。

【2】（資料來源：公共電視網站）
【3】（資料來源：傳統藝術中心網站）
【4】（資料來源：資策會資料中心網站）

臺灣醫學圖書館事業近十年發展概述

臺灣的醫學圖書館大致可分為研究型、

學術型和應用型等三類醫學圖書館：研究型以

中研院生命科學圖書館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圖書

館為代表，學術型以醫學校院圖書館為主，應

用型指一般醫療院所之圖書館室為主，其又可

依據醫院評鑑等級細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地區醫院三級及精神專科醫院，其中教學

醫院規定要設立圖書館，因此保守估計臺灣約

有500多所的醫學圖書館。

醫學圖書館為專門圖書館家族的成員之

一，隨著醫學發達，近年來各界也日益關注

醫學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醫學圖書館數位

聯盟」【1】與「海峽兩岸醫圖交流」是進入

二十一世紀後我國醫學圖書館界的兩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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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依大事紀的方式彙整2000年迄今國內醫學圖

書館事業之重要事項，簡述如下：

臺灣醫學圖書館事業2001年至2009年大事紀

2001年 「臺灣醫學電子資源聯盟」

（C o n s o r t i u m  f o r  M e d i c a l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

稱MERIT）成立，為臺灣醫學圖

書館數位聯盟之先驅，發起人是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服務對象

為臺灣地區各醫學圖書館暨相關

醫療院所。

2002年 「行政院衛生署電子圖書館」成

立，發起人為行政院衛生署，執

行單位為署立臺北醫院及臺灣大

學醫學圖書館，原服務對象為衛

生署中部辦公室、署立醫療體

系的28家綜合醫院與7家專科醫

院；2005年起增加衛生署本部、

醫院管理委員會及高雄市立聯合

醫院等。 

2003年5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之「醫

學圖書館」條目，介紹臺灣重要

的醫學圖書館之現狀，並收錄

「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

統計報告」。【2】

2004年 「臺北醫學大學數位圖書館聯

盟」（TMU DiLib）成立，發起

人是臺北醫學大學，服務對象為

資源相對較匱乏的區域醫院與地

區醫院圖書館。

2004年3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組團至香港參加「兩岸三

地醫學圖書館醫學資訊發展研討

會」。

2004年8月 「榮民醫院醫學資源數位化合作

網」成立，該聯盟由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六處主

導，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負責

規劃，服務對象為3所榮民總醫

院圖書館、12所榮民醫院及臺北

市立關渡醫院。

2004年9月 「聯合採購核心生物醫學期刊暨

資料庫資訊資源計畫」成立，發

起人是行政院衛生署，由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負責執行，服務對

象為臺灣的18家醫學中心與行政

院衛生署和署立醫院體系，該計

畫至2010年終止。

2005年 「國軍醫院數位圖書館聯盟」成

立，發起人是國防醫學院圖書

館，服務對象為包含國防部軍醫

局等13所軍醫體系的醫院。

2005年10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建置「醫學圖書館教育訓

練網」網站，網址為http://www.

lac.org.tw/ML2/index.htm

2006年2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舉辦「2006年海峽兩岸醫

學圖書館學術交流研討會」，邀

請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

全國醫學文獻信息中心（文後簡

稱為CALIS醫學中心）組織大陸

醫學圖書館館長代表團赴臺灣參

加，並安排參訪臺灣各大醫圖的

行程。

2006年11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邱子恒副主委應邀至上海

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館，擔任

CALIS醫學中心主辦之「CALIS醫

學圖書館員繼續教育館長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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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個場次演講者，題目分別為

「醫學圖書館員之繼續教育」和

「e時代醫學圖書館員之心理素

質」。

2007年 中國北京大學醫學圖書館李剛館

長拜訪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兩

館簽署建立姊妹館意向書。

2007年12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首次發起電子資源聯合採

購，談判對象為LWW電子期刊套

裝和Micromedex藥物諮詢系統。

2008年5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組團赴美國芝加哥參加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MLA）

年 會 ， 並 發 表 海 報 “ T h 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Library 

Consortia in Taiwan ”。【3】

2008年9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成立30週年，委託成功大

學醫學圖書館擴大舉辦第30屆醫

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研討

會，並邀請歷屆主委參加晚宴，

除致詞嘉勉同道之外，並接受現

任高鵬主委頒發感謝獎牌。

2008年10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組團參加至新加坡，參加

「2008年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管

理實務論壇」。

2008年12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三十週年紀

念特刊》，並收錄「2008臺閩地

區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統計報告

（一）」【4】

2009年4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邱子恒委員應邀於中國大

連醫科大學圖書館舉辦之「第三

屆CALIS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工

作會議」中進行主題報告，題目

為「由臺灣醫委會三十年來之發

展看臺灣之醫學圖書館事業」。

2009年6月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與上海交通

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簽約成為姊妹

館，由上海交大醫圖張文浩館長

前來北醫簽署。【5】

2009年8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

館舉辦第31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

員年會暨研討會，北榮同時舉辦

臺灣實證醫學學會2009學術年聯

合學術研討會和2009年兩岸醫學

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為我國

醫學圖書館界之創舉；大陸、香

港醫圖館長代表團亦前來參加。

2009年9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邱子恒委員赴澳洲布里斯

本參加第10屆醫學圖書館事業

國際會議（ICML），並發表海

報「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the Medical Librarianship in 

Taiwan」。【6】

2009年10月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館員王月

玲前往上海交通大學醫學圖書

館姊妹館進行為期一週的交流與

學習，並於上海書店執行選書任

務，帶回交換圖書近200冊。

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

員會曾於2003年委託時任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

館主任卓玉聰女士，針對醫學圖書館事業相關

統計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2003臺閩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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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統計報告〉刊載於民國92

年版的《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為了解近五

年以來醫學圖書館事業的變化，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於2008年再次委託卓

玉聰女士進行調查，調查各醫學圖書館2007年

全年之統計資料，總計回收問卷共53份。第一

部份《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統計

報告（一）》呈現醫學校院、研究機構與醫學

中心圖書館的狀況，已出版於《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三十週年紀念特

刊》；【7】第二部份增加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與精神專科醫院圖書館的調查結果。【8】表38

為2008年調查時之臺灣醫學校院、研究機構與

醫學中心級圖書館館藏量統計，表39為2008年

調查時臺灣之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與精神專科

級醫院圖書館館藏量統計，內容包括印刷資

料、電子資源、視聽資料及其他等三大類。

表40呈現2003年至2008年間臺灣各級的

醫學圖書館在工作人員、館藏經費與館藏量上

的變化。【9】總體而言，五年來各級醫學圖書

館在工作人員的平均數上，皆有微幅增加；人

員的素養也略見提昇，具碩士以上學位的工作

人員平均數已有成長。至於館藏經費，印刷式

圖書資料的花費，除醫學校院圖書館之外，都

有減少的趨勢；唯電子資源方面，各級醫圖則

呈現大幅的成長。因此在館藏藏量上，我們可

以看到電子書、電子期刊與資料庫數量的增長

幅度十分可觀。（邱子恒）

註釋

【1】張慧銖、邱子恆，＜臺灣地區醫院圖書館策略
聯盟之發展＞，《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

討會論文集》，（臺中市：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2006年1月16-17日），頁351-
368。

【2】卓玉聰．＜醫學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
年鑑》，（臺北市：國家圖書館，民93），頁
289-328。

【3】Tzu-heng Chiu,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Library Consortia in Taiwan.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Chicago, IL, USA. （2008, May）.

【4】卓玉聰、陳憶玲，＜97年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
問卷調查統計報告（一）：醫學校院、研究機

構及醫學中心之醫學圖書館＞，《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30週年紀念特
刊》，（臺北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

書館委員會，民97），頁78-92。
【5】臺北醫學大學，《上海交大醫圖與北醫圖簽

約儀式暨「資訊科技在圖書館應用」學術研

討會》。上網日期：2010.05.10。網址：http://
library.tmu.edu.tw/shsmu.htm。

【6】Tzu-heng Chiu and JYZ Chou,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the medical librarianship in Taiwan.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cal Librarianship, Brisbane, 
Australia. （2009, Sept.）.

【7】同註4。
【8】卓玉聰、陳憶玲，《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

問卷調查統計報告》，未出版研究報告。

【9】同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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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表—— 醫學校院、研究機構與醫學中心圖書館

 
館藏總藏量

  醫學院校（17所）

  填答館數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1.
印
刷
資
料                           

2. 

電
子
資
源                   

3. 
視
聽
資
料
及
其
他  

圖書（冊） 17（100.0%） 147,098 236,538／2,230 2（100.0%） 31,010 34,838／27,181 13（100.0%） 19,650 58,394／6,555

現行紙本期刊（種） 17（100.0%） 924 2,649／200 2（100.0%） 399 665／  132 13（100.0%） 431 891／214

停訂／刊紙本期刊（種） 8（47.06%） 1,784 11,945／13 2（100.0%） 37 524／  218 10（76.92%） 414 1,167／4

博碩論文（冊） 10（58.82%） 4,664 20,591／669 - - - 3（23.08%） 73 93／52

剪輯資料（冊、卷） - - - 1（ 50.0%） 11 11 3（23.08%） 27 37／6

現行報紙（種） 16（94.12%） 11 25／5 2（100.0%） 7 7／    7 12（92.31%） 7 10／4

期刊報紙合訂本（冊） 10（58.82%） 59,002 124,233／8,072 1（ 50.0%） 11,727 11,727 5（38.46%） 23,167 34,391／7,891

其他（件） 1（5.88%） 1,730 1,730 - - - 0（ 0.00%） - -

自購資料庫（種） 16（94.12%） 40 127／7 1（ 50.0%） 12 12 13（100.0%） 26 68／5

自購電子期刊（種） 15（88.24%） 13,466 42,941／2 1（ 50.0%） 2140 2140 13（100.0%） 4,321 14,266／ 458

自購電子書（種） 12（70.59%） 6,907 55,311／6 - - - 13（100.0%） 1,061 12,077／4

免費資料庫（種） 13（76.47%） 53 251／2 1（ 50.0%） 3 3 11（84.62%） 22 69／2

免費電子期刊（種） 11（64.71%） 1,242 2,855／189 1（ 50.0%） 576 576 9（69.23%） 1,309 3,636／68

免費電子書（種） 7（41.18%） 1,249 3,500／363 - - - 8（61.54%） 409 720／42

錄音資料（捲） 18（88.24%） 5,473 30,293／48 1（ 50.0%） 74 74 10（76.92%） 1,204 3,825／14

錄影資料（捲） 11（64.71%） 4,059 13,866／73 2（100.0%） 662 1095／  228 10（76.92%） 1,310 5,007／82

微縮資料（片.捲） 6（35.29%） 3,765 10,212／1,385 - - - 3（23.08%） 1,275 1,870／855

幻嬁片（片.捲） 8（47.06%） 6,248 48,072／65 1（ 50.0%） 50 50 9（69.23%） 496 1,598／33

立體資料（件） 3（17.65%） 123 366／1 - - - 2（15.38%） 5 8／1

磁／光碟片（片） 10（58.82%） 3,330 6,131／515 2（100.0%） 735 1468／   2 11（84.62%） 1,041 1,735／105

靜畫資料（件） 2（11.76%） 233 400／66 - - - 2（15.38%） 4 7／1

其他（件） 6（35.29%） 157 598／26 - - - 1（ 7.69%） 1 1

資料來源：卓玉聰、陳憶玲，《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統計報告》，未出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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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機構（2所）   醫學中心（13所）

 填答館數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填答館數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圖書（冊） 17（100.0%） 147,098 236,538／2,230 2（100.0%） 31,010 34,838／27,181 13（100.0%） 19,650 58,394／6,555

現行紙本期刊（種） 17（100.0%） 924 2,649／200 2（100.0%） 399 665／  132 13（100.0%） 431 891／214

停訂／刊紙本期刊（種） 8（47.06%） 1,784 11,945／13 2（100.0%） 37 524／  218 10（76.92%） 414 1,167／4

博碩論文（冊） 10（58.82%） 4,664 20,591／669 - - - 3（23.08%） 73 93／52

剪輯資料（冊、卷） - - - 1（ 50.0%） 11 11 3（23.08%） 27 37／6

現行報紙（種） 16（94.12%） 11 25／5 2（100.0%） 7 7／    7 12（92.31%） 7 10／4

期刊報紙合訂本（冊） 10（58.82%） 59,002 124,233／8,072 1（ 50.0%） 11,727 11,727 5（38.46%） 23,167 34,391／7,891

其他（件） 1（5.88%） 1,730 1,730 - - - 0（ 0.00%） - -

自購資料庫（種） 16（94.12%） 40 127／7 1（ 50.0%） 12 12 13（100.0%） 26 68／5

自購電子期刊（種） 15（88.24%） 13,466 42,941／2 1（ 50.0%） 2140 2140 13（100.0%） 4,321 14,266／ 458

自購電子書（種） 12（70.59%） 6,907 55,311／6 - - - 13（100.0%） 1,061 12,077／4

免費資料庫（種） 13（76.47%） 53 251／2 1（ 50.0%） 3 3 11（84.62%） 22 69／2

免費電子期刊（種） 11（64.71%） 1,242 2,855／189 1（ 50.0%） 576 576 9（69.23%） 1,309 3,636／68

免費電子書（種） 7（41.18%） 1,249 3,500／363 - - - 8（61.54%） 409 720／42

錄音資料（捲） 18（88.24%） 5,473 30,293／48 1（ 50.0%） 74 74 10（76.92%） 1,204 3,825／14

錄影資料（捲） 11（64.71%） 4,059 13,866／73 2（100.0%） 662 1095／  228 10（76.92%） 1,310 5,007／82

微縮資料（片.捲） 6（35.29%） 3,765 10,212／1,385 - - - 3（23.08%） 1,275 1,870／855

幻嬁片（片.捲） 8（47.06%） 6,248 48,072／65 1（ 50.0%） 50 50 9（69.23%） 496 1,598／33

立體資料（件） 3（17.65%） 123 366／1 - - - 2（15.38%） 5 8／1

磁／光碟片（片） 10（58.82%） 3,330 6,131／515 2（100.0%） 735 1468／   2 11（84.62%） 1,041 1,735／105

靜畫資料（件） 2（11.76%） 233 400／66 - - - 2（15.38%） 4 7／1

其他（件） 6（35.29%） 157 598／26 - - - 1（ 7.69%） 1 1

表38　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表—— 醫學校院、研究機構與醫學中心圖書館（續）

資料來源：卓玉聰、陳憶玲，《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統計報告》，未出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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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表——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與精神專科醫院圖書館

 
館藏總藏量

  區域醫院（14所）

  填答館數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1.
印
刷
資
料                           

2. 

電
子
資
源                   

3. 
視
聽
資
料
及
其
他  

圖書（冊） 13（92.86%） 5,545 13,513／2,250 5（83.33%） 1,883 3,681／937 3（100.0%） 1,547 2,286／500

現行紙本期刊（種） 14（100.0%） 187 420／67 4（66.67%） 84 130／41 3（100.0%） 16 21／10

停訂／刊紙本期刊（種） 9（64.29%） 200 731／25 - - - 1（33.33%） 3 3

博碩論文（冊） 1（ 7.14%） 48 48 2（33.33%） 8 15／1 1（33.33%） 42 42

剪輯資料（冊、卷） 1（ 7.14%） 35 35 - - - - - -

現行報紙（種） 12（85.71%） 5 8／1 2（33.33%） 4 4／3 2（66.67%） 4 5／2

期刊報紙合訂本（冊） 4（28.57%） 5,459 11,026／1,234 1（16.67%） 901 901 1（33.33%） 12 12

其他（件） 1（ 7.14%） 8 8 - - - - - -

自購資料庫（種） 12（85.71%） 8 22／2 1（16.67%） 6 6 - - -

自購電子期刊（種） 11（78.57%） 1,197 4,437／2 2（33.33%） 1,933 3,865／1 1（33.33%） 4 4

自購電子書（種） 5（35.71%） 83 186／51 1（16.67%） 492 492 - - -

免費資料庫（種） 6（42.86%） 7 19／1 2（33.33%） 11 21／1 - - -

免費電子期刊（種） 6（42.86%） 408 1,147／3 - - - 1（33.33%） 8 8

免費電子書（種） 1（ 7.14%） 704 704 - - - - - -

錄音資料（卷） 3（21.43%） 161 338／8 - - - 1（33.33%） 6 6

錄影資料（卷） 6（42.86%） 867 3,300／30 2（33.33%） 40 65／14 1（33.33%） 8 8

微縮資料（片.卷） - - - - - - - - -

幻嬁片（片.卷） 3（21.43%） 552 1,285／34 - - - 1（33.33%） 10 10

立體資料（件） - - - - - - - - -

磁／光碟片（片） 7（50.00%） 198 323 ／50 3（50.0%） 72 100／27 2（66.67%） 24 42／6

靜畫資料（件） 1（ 7.14%） 9 9 - - - - - -

其他（件） - - - - - - - - -

資料來源：卓玉聰、陳憶玲，《2008臺閩地區醫學圖書館問卷調查統計報告》，未出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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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醫院（6所）   精神專科醫院（3所）

 填答館數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填答館數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圖書（冊） 13（92.86%） 5,545 13,513／2,250 5（83.33%） 1,883 3,681／937 3（100.0%） 1,547 2,286／500

現行紙本期刊（種） 14（100.0%） 187 420／67 4（66.67%） 84 130／41 3（100.0%） 16 21／10

停訂／刊紙本期刊（種） 9（64.29%） 200 731／25 - - - 1（33.33%） 3 3

博碩論文（冊） 1（ 7.14%） 48 48 2（33.33%） 8 15／1 1（33.33%） 42 42

剪輯資料（冊、卷） 1（ 7.14%） 35 35 - - - - - -

現行報紙（種） 12（85.71%） 5 8／1 2（33.33%） 4 4／3 2（66.67%） 4 5／2

期刊報紙合訂本（冊） 4（28.57%） 5,459 11,026／1,234 1（16.67%） 901 901 1（33.33%） 12 12

其他（件） 1（ 7.14%） 8 8 - - - - - -

自購資料庫（種） 12（85.71%） 8 22／2 1（16.67%） 6 6 - - -

自購電子期刊（種） 11（78.57%） 1,197 4,437／2 2（33.33%） 1,933 3,865／1 1（33.33%） 4 4

自購電子書（種） 5（35.71%） 83 186／51 1（16.67%） 492 492 - - -

免費資料庫（種） 6（42.86%） 7 19／1 2（33.33%） 11 21／1 - - -

免費電子期刊（種） 6（42.86%） 408 1,147／3 - - - 1（33.33%） 8 8

免費電子書（種） 1（ 7.14%） 704 704 - - - - - -

錄音資料（卷） 3（21.43%） 161 338／8 - - - 1（33.33%） 6 6

錄影資料（卷） 6（42.86%） 867 3,300／30 2（33.33%） 40 65／14 1（33.33%） 8 8

微縮資料（片.卷） - - - - - - - - -

幻嬁片（片.卷） 3（21.43%） 552 1,285／34 - - - 1（33.33%） 10 10

立體資料（件） - - - - - - - - -

磁／光碟片（片） 7（50.00%） 198 323 ／50 3（50.0%） 72 100／27 2（66.67%） 24 42／6

靜畫資料（件） 1（ 7.14%） 9 9 - - - - - -

其他（件）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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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圖書館 98年度活動紀要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前身為「臺灣神學圖書館協會」，成立於97

年，目前由20餘所基督教神學圖書館、2所研

究機構與大學圖書館等組成。98年起神學圖書

館委員會致力整合，並加強各館資源共享與對

外聯繫，期許珍貴的神學資源能夠逐步為神學

院師生、宗教研究者與關心宗教議題者所利

用。

以下分別就擴增館際合作範圍、參訪圖

書館、參與國際神學圖書館組織、舉辦神學圖

書館研討會、建立線上聯合目錄等業務，分別

報導神學圖書館委員會98年度的重要活動與發

展成果。

一、擴增神學圖書館館合範圍

以往神學圖書館之間的館際合作，僅限

於少部分的館所之間，例如：臺灣神學院與中

華福音神學院，兩館之間長久以來就有館合協

議。98年起，神學圖書館委員會內的各館開始

運作館際合作。目前神學圖書館委員會制訂有

相關規則與流程，除了讓神學圖書館之間的館

合有所依據，同時擴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其

他會員，相信有更多的合作與分享，也將會有

更多的進步與交流。

二、參訪國內宗教圖書館

2月神學圖書館委員會舉辦宗教圖書館參

訪活動，參訪位於花蓮的玉山神學院與慈濟大

學圖書館，此行的重要意義為首次跨越宗教藩

籬，透過參訪活動增進宗教圖書館間合作交流。

表40　臺灣醫學圖書館事業2003與2008年工作人員／館藏經費／館藏量比較表

 項目　 年代 醫學院校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平均人數

 2003 11.77 6.13 2.21 1.31

工作人員
  2008 12.32 7.62 2.21 1.17

 
碩士以上學位

 2003 3.71 1.14 1 0

  2008 4.72 2.71 1 0

 
圖書資料

 2003 15,442,800 15,597,780 3,136,708 1,286,036

館藏經費
  2008 23,961,836 14,888,570 2,775,028 NA

 
電子資源

 2003 3,464,784 3,952,667 1,196,100 1,050,000

  2008 21,779,685 10,816,281 4,910,748 NA

 
圖書

 2003 104,383 19,350 3,557 1,900

  2008 133,441 19,650 5,545 NA

 
紙本現刊

 2003 804 722 189 100

  2008 869 431 187 84

館藏量
 

電子書
 2003 1875 383 15 15

  *2008 8,256 1,470 787 NA

 
電子期刊

 2003 3,222 3,997 177 115

  *2008 13,926 5,630 1,605 NA

 
資料庫

 2003 33 21 4 9

  *2008 87 48 15 17

* 包括自購與免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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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參與國外神學圖書館相關組織

（一）亞洲神學圖書館員論壇（Forum for Asian 

�eological Librarian，簡稱ForATL）

3月份，玉山神學院圖書館館長陳偉仁，

代表神學圖書館委員會赴新加坡三一神學院參

加第5屆亞洲神學圖書館員論壇。該論壇源起

於1991年，主要目的為促進亞洲神學圖書館員

之教育、拓展亞洲神學圖書館員網絡與聯繫

等。【1】

（二）美國神學圖書館學會（A m e r i c a 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TLA）

6月份，聖經書院圖書館楊淑嬪組長，出

席於美國聖路易市舉辦之美國神學圖書館學會

年會。美國神學圖書館學會成立於1946年，目

前會員超過1,000個，並且也有許多神學資源

產品【2】，例如：ATLA Religion Database索摘

型資料庫和ATLAS全文資料庫等。近年來，神

學圖書館係以組成聯盟方式，透過EBSCO公

司購買。

四、舉辦神學圖書館研討會

（一）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研討會

10月份，於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舉辦

「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研討會」，會中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館長莊秀禎專題演講

「資深牧師的工作任務與其資訊活動」。此

外，各地神學圖書館館員也藉此機會交流工作

心得與甘苦，彼此學習並互相代禱。

（二）美國神學圖書館現況與未來研討會

5月6日由臺灣神學院圖書館主辦、神

學圖書館委員會協辦的「美國神學圖書館現

況與未來」研討會，邀請現職為美國賓州

Waynesburg University大學教授貝克博士（Dr. 

Richard D. Blake）主講，讓與會者更加瞭解神

學圖書館發展現況，以及如何利用網路上許多

神學資源。

五、建立神學圖書館聯合目錄

各神學院目前均以宗教法人型態存在，

所有經費依靠國內外差總會以及教會會友之奉

獻，以致各神學院圖書館必須在有限資源中盡

力服務讀者。購買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對於許

多神學院而言是非常大的負擔。2008年年末透

過「信望愛全球資訊網」【3】義務協助，開始

規劃「神學圖書館線上聯合目錄」，由臺灣神

學院、信義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院與聖光神

學院等開始測試，期望透過聯合目錄的建立，

能扶助許多小型神學院或機構在編目方面有更

多資源可利用，節省更多人力成本。

綜上，近年來政府修改<私校法>，鼓勵

宗教法人成立「宗教研修學院」，雖然相關條

件對於許多神學院而言仍是困難重重，但我們

樂見政府開始正視宗教教育的重要性。神學院

圖書館扮演神學資源的提供與保護者角色，期

盼臺灣神學資源和教育能逐步與一般教育接

軌。（黃泰運）

註釋

【1】http://www.foratl.org/ 上網日期：2010.5.5。
【2】http://www.atla.com/ 上網日期：2010.5.5。
【3】http://www.fhl.net/main/ 上網日期：2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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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 98年度發展

壹、綜述

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依使用讀者對象

可分四大類型：一、學校類型佛教圖書館；

二、學術類型佛教圖書館；三、公共類型佛教

圖書館；四、內部服務類型佛教圖書館。以下

分別概述這四類型圖書發展概況。

第一類、學校類型佛教圖書館

此類型是佛教圖書館發展最完善的類

別，因為臺灣地區有10餘所的佛學院所與1所

佛教學院，這些學院都擁有實體的圖書館，提

供該校師生使用，其中館藏量達數萬冊以上的

圖書館有法鼓佛教學院、香光尼眾佛學院、圓

光佛學院所、福嚴佛學院、法光佛學研究所、

佛光山叢林佛學院等。這些圖書館除了提供紙

本服務以外，也從事數位圖書館的建置，將館

藏資料置於網路上提供檢索，其中發展最有特

色的是「法鼓佛教學院圖資館」建置多種佛學

資料庫，還有「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也發

行「佛教圖書館電子報」，提供最新佛教出版

資訊等等。

第二類、學術類型佛教圖書館

此類型專門提供給佛學研究者使用，館

藏內容大多屬於學術性論著，包含各種語文的

圖書、期刊、論文報告等。由於館藏資料取得

不易，通常皆不外借。目前仍持續在服務者，

包括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佛教資料中心、

德妙佛學資料中心等。又，隨著網際網路的盛

行，資訊取得便利，這類型圖書館的讀者人數

大量減少。

第三類、公共類型佛教圖書館

此類型的圖書館主要是開放社會大眾使

用，其母體機構以基金會及寺院單位的經營管

理較佳，因為這些單位有其主要的服務對象及

開設佛學課程，如高雄地區的「淨心佛教視聽

圖書館」、「紫竹林精舍圖書館」等，臺北市

的「佛陀教育基金會圖書館」、「菩提圖書

館」等。但公共類型的圖書館近年受到網路的

衝擊，及讀者來源減少，有10多所佛教圖書館

已關閉。

第四類、內部服務類型佛教圖書館

此類型這類型的圖書館大都設在佛教寺

院、協會等，僅供內部人員使用，不對外開

放，此類型圖書館隨著近年佛教團體的增多亦

有增加。

貳、98年度佛教圖書館的相關活動及重
要記事

一、佛學數位典藏資源整合研討會

該次研討會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主辦，法鼓佛教學院、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協辦。98年4月15日於中研

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地下室演講廳舉辦。會中

分專題演講與成果發表、拓展臺灣數位典藏檔

案與文獻主題小組、臺灣多樣性調查、知識網

與整合平台四個主題，發表論文列出如下：

（一）專題演講與成果發表

1.數位典藏專案──TEI在地化專書成果

發表／Lou Burnard（Assistant Director of 

Oxford University Computing Services）

2.數位典藏計畫──臺北版電子佛典成果發

表／釋惠敏教授（法鼓佛教學院校長）

（二）拓展臺灣數位典藏檔案與文獻主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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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佛教拓片資料庫的特色與未來展望

／顏娟英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

2.佛學數位典藏資源整合──以藏經目錄與

佛典詞彙工具書為例／杜正民教授（法

鼓佛教學院副校長）

（三）臺灣多樣性調查

1.法鼓佛教學院權威資料庫建置計畫／洪

振洲助理教授（法鼓佛教學院）

2.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的建置／項潔教

授（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3.資料庫檢索系統之建置：以香光尼眾佛

學院圖書館為例／釋自衍館長（香光尼

眾佛學院圖書館）

（四）知識網與整合平台

1.中文詞彙及跨語詞彙抽取技術在佛典數

位典藏上之研發與應用／黃乾綱助理教

授（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暨研究所）

2.佛塔建築研究之數位整合平台／陳光華

副教授（臺灣大學圖資學系暨研究所）

二、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完成佛學資料

庫整合檢索系統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於98年3月2日完

成歷年所建置的15個佛學資料庫整合檢索系

統，將「藏經目錄整合查詢系統」、「佛教著

者人名權威資料庫」、「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

提要檢索系統」、「佛教年表資料庫查詢系

統」、「佛書解題資料庫檢索系統」、「佛教

經典主題詞全文檢索資料庫」、「佛教相關會

議論文資料查詢系統」、「南傳大藏經目錄

檢索系統」、「臺灣地區僧籍資料庫查詢系

統」、「藏經題名多語對照檢索系統」、「佛

教期刊論文檢索系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書目檢索」、「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

錄」、「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

刊聯合目錄查詢系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文獻資料庫」等，自行設計跨資料庫的整

合檢索，讓讀者透過單一使用者介面可以立即

免費檢索15個資料庫。（釋自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整合暨創新服務

壹、沿革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組各研究所（處、

中心）在民國 7 9年以前，均分設圖書館

（室），即一所一館。近年來設立的所

（處），則朝不單獨設立圖書館的方向發展。

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以下稱本館）即在

此一發展目標下，自86年開始規劃，於93年

確定將社會、臺史、語言、政治、法律五所

（處）圖書資源加以整合，聯合提供服務。

本館能順利完成整合，自95年12月正式

開館，順利營運迄今，有兩個重要關鍵因素：

一是院方與五所（處）行政首長的全力支持，

以及行政人員充分的支援與協助。另一則是在

建築即將完工之前，由五所（處）各推派兩位

研究人員，成立「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決

策委員會」（以下簡稱決策會），作為本館最

高決策單位，對營運、興革相關事宜，加以審

議並給予督導。五所（處）不同的意見，也在

決策會中充分溝通、達成共識，儘管經歷不算

短的磨合期，本館仍能平穩運作。

貳、館藏服務

本館首要目標在支援五所（處）的研究

工作，館藏蒐集範圍以五所（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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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兼及相關研究主題及領域。

現階段館藏計有東方語文圖書11萬餘

冊，西方語文圖書6萬餘冊；現期期刊942種，

裝訂期刊約2萬6千冊。非書資料則有微縮資料

約4千卷（片）、地圖約4千幅（張），及近3

千件的視聽資料。此外，亦依據研究需求，採

購電子期刊、電子書、線上資料庫等，種類及

數量均極豐富。98年另成立開架文庫區，典藏

戴國煇文庫、濱下武志文庫中，1950年以後出

版之圖書約3萬冊。可供閱覽之圖書資料量已

近25萬冊（件）。

館藏主要學科領域簡述如下：

一、社會學領域館藏主要蒐集與社會學各重

要領域如勞工研究、族群關係、性別研

究、教育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知識經

濟等，以及臺灣研究相關的中外文圖

書、期刊。

二、臺灣史館藏，以臺灣史論著與原始資料

為主，內容涵蓋史前、荷治、明鄭、清

代、日治及戰後初期等斷代，與殖民地

研究相關之日文論著及檔案資料尤屬大

宗。由研究人員採集入藏的寺廟台帳

（已數位化）、宗教團體台帳、土地台

帳、祭祀公業、戶籍簿等一手史料，亦

為特色典藏之一。

三、語言學館藏，包含語言學各相關領域的

中、外文圖書、期刊及非書資料等，主

題涵括句法學、構詞學、音韻學、語音

學、語意學、語用學、歷史語言學、方

言學等。

四、 政治學館藏，涵蓋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

兩大領域的國內外重要文獻。就區域而

言，是以臺灣政治為基礎，廣泛地收錄

中國大陸、東亞、歐洲等區域的相關資

料，以及兩岸關係與政治學方法論領域

的圖書資源。 

五、法律學館藏範圍，主要以法律所現有重

點研究領域為收錄對象，包括憲政體制

與人權保障、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科

技發展與法律規範、法律思想與社會變

遷、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司法制度、

司法行為與立法學等類。所涉語言兼及

中、英、德、法與日文。

參、圖書館服務

本館位於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一、二

樓，樓地板面積約9千平方公尺，館內運用造

景及端景，營造寧靜、適宜學術研究的氛圍。

二樓規劃期刊區及參考書區，一樓主要為書庫

區，全館共設閱覽席160席，提供閱覽流通、

參考諮詢、館際合作、圖書館使用指引、電子

資源檢索等服務。同時設有研究小間、討論

室、視聽室，供讀者申請使用。一樓闢有展示

區，不定期展出館藏珍貴資料。此外，為擴大

讀者借閱圖書管道，先後與中正大學等14所

大學、研究單位圖書館，簽有互換借書證協

議。另透過本館網頁及email，提供即時資訊

服務，包括每週新到館圖書資料通告、期刊目

次服務、最新消息RSS資訊服務等。

肆、數位典藏展示中心

本館在規劃階段，院方即指示將本院數

位典藏計畫展示中心（以下簡稱展示中心）以

及地理資訊典藏室設於館內，賦予圖書館多元

功能。

96年起，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中央研究

院機構計畫下的10個計畫，依序在展示中心策

劃成果展。已舉辦「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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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文明科技四千年」、「中央研究院

八十年」、「植物新視界」、「語言的足跡」

等主題展，目前展出「寶貝臺灣寶貝」。各展

次均以生動活潑方式，呈現所建置之數位資源

及其應用價值。

地理資訊典藏室則由本院地理資訊科學

研究專題中心派員，提供地圖與航空照片資料

的檢索與調閱、大圖掃描、輸出與複印、GIS

資料與技術諮詢等服務。（崔燕惠）

國立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傳統藝術中
心圖書館簡介

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於93年1月16日正式

啟用。內部空間寬敞、佈置雅潔，包括地面上

一與二層、地下一樓，館內規劃有書目資訊檢

索系統、數位典藏管理系統、電子資源資料

庫、微縮媒體閱讀列印、及國際網路連線等，

總館舍面積約732.17坪。

有鑑於母機構傳統藝術中心肩負統籌、

規劃全國傳統藝術與民俗之圖書視聽資料採

集、出版及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與民俗典

藏文物之傳習、展演、推廣、人才培育等業

務，圖書館相對在典藏與服務上講究專精與普

及。該圖書館之建置，成立之初，以提供專業

使用為考量，為專門圖書館性質，惟在宜蘭縣

民的要求下，開放提供縣民借閱使用，而同時

有了公共圖書館職責。

中心圖書館館藏重點以流傳於臺灣之傳

統戲劇、音樂、舞蹈、工藝、雜技及臺灣歷

史、地理、風俗民情等有關之圖書、非書資料

為主，另也以亞太地區及西語區國家之傳統藝

術為輔，目前館藏圖書視聽資料近6萬冊；中

文、西文、大陸期刊計190種。

另外，圖書館之特殊資料室保存自民國

85年至92年執行之「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畫」

歷年成果，皆為一手資料，相當珍貴。其中包

括劇本、鑼鼓經、曲譜、照片、幻燈片、演出

影帶、教學影像、訪談錄音、傳習日誌等，

資料類型涵蓋紙本、錄音帶、CD、MD、

DAT、MP3、錄影帶、VCD、Digi、Betacam

等，近年之資料並在98年建置完成之「傳藝圖

書館特資室資產數位化管理系統」中逐漸建

檔，對於傳統藝術資料之保存具有一定貢獻。

至於數位化加值運用部份，圖書館設置

有「傳統藝術資料庫」，涵蓋戲劇、音樂、工

藝、舞蹈、雜技與辭典等6大類105項計畫12萬

餘筆數位化資料，圖像、照片、影音等資料為

研究與賞析之最佳途徑。為加強知識管理，該

館也延伸「傳統藝術資料庫」之豐沛資料，建

置「主題知識網」，以歌仔戲、布袋戲、南北

管音樂、傳統工藝及傳統雜技為內容，由類別

的源流、發展、劇目、音樂、舞臺藝術以至於

讀書樓等，以知識樹呈現，可以追根究底了解

各類別之藝術特色，對傳統藝術的推廣亦可達

事半功倍之效。

「服務」為圖書館之最核心本質，98年

之入館人數為36,160人次、圖書流通3,843人次

／15,404冊數、新增借閱證1,362張。而「推廣

活動」則亦為加強使用率的方式之一，98年辦

理之重要活動包含「傳唱臺灣聲——李臨秋與

望春風的年代」與「飛天紙馬——金銀紙的民

俗故事與信仰」文化講座活動；與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合辦「本土‧亞太‧國際傳統藝術文

獻資料之蒐藏與分享座談會」以及「香港圖書

館協會參訪交流」活動；運用館藏之「光影、

歷史、人物、歌仔戲老照片展」；認識亞太地

區傳統藝術的「湄公河傳奇」系列講座；加強

資料蒐集重要性之「原生與數位的對話：傳統

藝術資料展暨座談會」，主題為傳統藝術－布

袋戲及歌仔戲。另亦承辦文建會「98年文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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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基金會行政實務研習活動」，來自全國各地

基金會工作人員計61位人士參與2天1夜課程。

傳統藝術中心目前為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

處籌備處下五個單位之一，另外四個為臺灣音

樂中心、臺灣國家國樂團、國光劇團、臺灣豫劇

團，其資料將陸續彙整於傳統藝術中心圖書館。

因此，圖書館員自身的素養提升不容忽視，諸如

「公部門數位學習推廣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社會變遷與圖書館服務研討會」等均是學習與

進修的良好管道。我們期待優秀館員與優良環境

的結合，得以將傳統藝術資訊無遠弗界傳播，奠

定優質現代傳統根基。（蘇桂枝）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圖書館及出
版業者說明會活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圖書室定位為智慧財產

權專門圖書館，廣泛蒐集國內外智慧財產權相

關資訊及出版品，尤著重於法規、判例等資料。

圖書室內之所有館藏資料一律採開架式供局內外

讀者查閱，為進一步提昇服務品質，業於90年12

月建置完成圖書室自動化系統，91年1月1日正式

提供服務，讀者皆可透過網際網路查詢館藏資料

（網址：http://book.tipo.gov.tw/lib/）。

目前該局圖書室中西日文藏書約11,600

冊，現行期刊約100種，期刊合訂本約2,200

冊，出國報告約600冊，智財剪報影像資料

約15,000筆；服務項目主要包含：（一）國

內、外及大陸智財相關圖書、期刊等出版品;

（二）IP剪報影像資料庫;（三）歷年局內同

仁出國報告;（四）智財專業期刊目次;（五）

月旦法學知識庫、Lexis.com法律智財綜合資料

庫;（六）圖書室最新消息、新書通告;（七）

中、英、日報紙閱覽等服務。

近年來圖書館及出版業方面之著作權問

題備受重視，智慧財產局於98年主辦「圖書館

及出版業者說明會」，進行法令宣導及實際案

例研討，並提供業者與專家交流機會，在圖書

館主題方面，除了圖書館相關著作權法令介紹

外，在案例探討上主要有：圖書館／讀者之影

印、視聽著作「家用版」與「公播版」之差異

及區別、館藏數位化、遠距服務、Arial系統進

行館際合作等常見著作權問題探討。本次系列

活動獲熱烈迴響：第一場次於6月18日假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教學室辦理，計有東華書局、臺

灣國際圖書館交流協會、書林出版公司、臺北

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及文鶴出版有限公司等80

位圖書館代表及出版業者參與；第二場次於7

月16日假經濟部臺中聯合服務中心辦理，主講

人為該局著作權組何鈺璨副組長，計有中華語

文著作權仲介協會、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級中學圖書館、中正大學圖書館、聯合大學圖

書館及嘉義大學圖書館等80位圖書館代表及

出版業者參與；第三場次於8月20日假經濟部

高雄聯合服務中心辦理，計有臺灣國際圖書業

交流協會、冠唐國際圖書（股）公司、金門高

中圖書館及暨南大學圖書館等72位圖書館代表

及出版業者參與，98年說明會系列活動圓滿完

成。（鄭雅寧）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的蛻變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資訊中心，隸屬該公

司技術部門技術規劃發展處之技術資訊組，

編制工作人員共7人，屬於鋼鋁產業專業圖書

館，以支援集團公司生產營運與研究發展為主

要目標。中心採自動化管理，民國89年7月即

已建置技術資訊網站，提供集團員工豐富而便

捷的資訊使用環境。

該中心鋼鋁專業資料收藏豐富，在國內

可謂首屈一指。館藏重點包括：鋼鐵冶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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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術、材料科學、能源環保、製造技術、資

訊科學、企業管理、財務會計、經濟預測、市

場行銷、航運交通、法律規章等。涵蓋的資料

類型有圖書、期刊、技術報告、標準規格、專

利文獻、出國報告及相關電子資源等。

中心館藏採開架式服務，同仁可自由瀏

覽，或於自己辦公室內利用線上查詢、保留、

續借、預約所需之書刊資料。為豐富資訊來

源，特評估引進線上資料庫；並為保存公司智

慧資產，自建包括同仁論文、出國報告、鋼廠

顧問、技術交流等內容之核心資料庫；同時建

置世界30大鋼廠資訊通道，以簡化國際鋼企信

息查尋，便利資訊使用；並提供線上閱讀該公

司出版品《技術與訓練》、《中鋼技報》、

《中鋼專利》、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等。 

此外，為提昇服務效能，該中心除提供

書刊採購借閱、參考諮詢、館合資料影印／互

借、館藏期刊文獻代印、新書通報等圖書館一

般性的服務外，亦於89年7月及95年4月陸續e

化核心資料庫之最新期刊目次服務及專題資訊

選粹服務。96年5月製作完成「技術資訊中心

導覽」多媒體數位學習（e-learning）教材，提

供同仁線上學習。98年4月參與支援研發人員

專題研究計劃，協助縮短研發時程。98年9月

實施主動提供經營策略、原料、煉鐵、煉鋼、

軋鋼、產品、能源、環保等鋼鐵領域主題資訊

報導。98年7月接受集團公司申請，提供集團

員工遠距資訊服務等。

為使資源達到最有效之運用， 80年5月擴

大服務層面，實施會員制對外提供資訊服務。

凡國內鋼鐵業界及該公司中、下游廠商，均可

申請為會員，並依規定使用該中心資源。

｢技術創新、情報先行」，中國鋼鐵公司

技術資訊中心除持續引進新興科技強化鋼鐵情

報之蒐集、應用外，亦將持續運用各種能力與

資源，提供符合公司需求之加值型服務，以促

進知識的利用與創新，藉此提昇公司的實力與

競爭力。（林麗娜）

國家電影資料館致力保存電影文化資
產與推廣電影藝術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是我國目前

唯一兼具保存電影文化資產，及推廣電影藝術

功能與任務的單位。成立30多年來，已經收

集、整理、保存了龐大的電影文化資產（包括

電影片、電影片轉換的錄影帶與光碟、電影器

材與道具、電影海報與劇照、導演的手稿、口

述電影史的錄音和錄影檔案、電影的原聲盤帶

等），也舉辦過難以計數的電影推廣活動，包

括金馬獎的國際影片觀摩展、世界名片大展、

我愛國片巡迴展、臺語電影50週年巡迴展與研

討會等。民國96年起，加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計畫，開始將館藏影片與圖文資料進行數位化

典藏與推廣，也累積了一些成果，此計畫成果

亦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國外圖書館專業館員

工作坊：漢學研究文獻運用及服務」研習班，

由李天石養館長於10月15日在該研習班中負責講

授，對來自海外的23位館員報告與分享我國電

影資料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經驗，並授權

國家圖書館將講演影音實況錄製在「遠距學

園」，不僅嘉惠現場學員，也將此成果與經

驗，透過網際網路與數位教學網，繼續廣為傳

播至全球各地的圖書館。以下概述資料館98年

度的重要工作與發展成果。

一、年度新增館藏資料：華語影片（含劇情、

紀錄、短片及臺影影片）370部 、外語

影片（含劇情、紀錄片、短片）80部、

中外影碟片（DVD）282片、中外錄影帶

（DBeta）26870部（原廣電基金裁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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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行政院新聞局政策決定，將該基

金原來典藏的Digital Betacam節目帶全數

移至本館片庫保存）。圖書411本。

二、人物研究：口述電影歷史，錄影、錄音訪談

辛奇導演、賴成英導演、戴黃翩翩女士、戴

佩珊小姐、蔡東華先生、潘壘導演、陳懷恩

導演、吳念真導演、邱復生先生、張華坤先

生、詹宏志先生、高捷先生等人。

三、酸化老舊影片修復與複製：（一）印製

新低反差拷貝的影片有《路》、《稻草

人》等140部。（二）印製紀錄片影片拷

貝138236呎。

四、影片數位化轉檔：140部電影拷貝轉製成

錄影帶及數位檔，加上新聞與紀錄片共

計514小時。

五、收集影片：（一）自香港天工影業〈沖印

公司〉運回「錯誤的第一步」等48部早

期國片的底片。（二）在行政院新聞局

協助促成之下，中影公司影片全數移存

本館，包括該公司拍攝影片之底片、聲

片、字幕片與拷貝片，以及其他製片公

司拍攝而交由中影公司沖印拷貝之影片

的底片、聲片、字幕片等。

六、電影相關圖文資料收集：海報200張、劇

本15冊、劇照冊5本、文物11件；徐天

榮導演過世，其夫人將資料20箱捐贈本

館；李行導演捐贈文物80箱。

七、電影相關圖文資料整理、辨識：完成黃

莊洋麗女士捐贈歐威手稿等資料分類整

理、登錄；洽商《秋決》片中道具枷鎖

修復評估。辨識辛奇、李行、宋存壽等

捐贈文物。

八、臺灣電影資料數位典藏中心網站：修正網

站前台架構、規劃四個專題（李行、歐

威、臺影、數位修復專題）、電影大事

記資料更新、影人目錄資料彙整及電子

報。首次嘗試讓瀏覽者可以在網站上玩

遊戲的設計，希望吸引瀏覽的人次，達

到網站與數位化資料推廣的目的。

九、電影藝術推廣活動與學術研究：

（一）舉辦「李行80．電影60」影展活動：

適逢李行導演80大壽暨從影電影60週

年，除在臺灣舉辦李行導演作品回顧

展與論壇之外，並與中國電影資料館

及北京電影博物館合辦李行電影作品

展、文物展及學術座談會。

（二）影片資料提供各界使用：有342個單

位，影片資料3,880部。

（三）露天電影放映活動：於二二八和平紀念

公園舉辦2次「臺灣大世紀」戶外放映活

動，放映紀錄片及劇情片3部，並請辯士

及管樂團現場配合劇情講解、演奏。

（四）舉辦「亞太禮讚、中影桂冠影展」活

動：第53屆亞太影展在臺灣舉行，本館

受主辦單位邀請，以近年來複製完成之

影片，精選臺灣電影史上具代表性之作

品《蚵女》、《啞女情深》等20部，於

北中南等影像博物館、圖書館或社區文

化活動中心，辦理巡迴影展。

（五）辦理國際數位修復影展暨研討會：以本

館數位修復的影片《街頭巷尾》為影

展暨研討會標的，邀請美、英、法、

挪威等國之電影資料館提供數位修復

的影片共10部舉辦影展，也邀請6位

美、英、丹麥、義大利等各國電影數

位修復領域的專家來台參與研討會。

（六）出版4期《電影欣賞季刊》以及2期學

刊，《2009電影年鑑》。

（七）舉辦第31屆獎勵優良影像創作金穗獎

暨97年徵選優良電影劇本聯合頒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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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第31屆金穗獎入圍影展暨巡迴

展、第2屆交替影展暨巡迴展〈93-95年

度電影短片輔導金影片成果展〉。

綜上所述，電影資料館多年來致力收

集、整理、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目的，除了讓

動態影像及其衍生的相資料能夠傳之久遠，也

希望讓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愛好者能夠更快

速而便利地使用，電腦化、數位化、網路化讓

這樣的想法可以實現。期望在各界人士支持和

協助之下，資料館有越來越充實的收藏，並且

提供越來越豐富的服務。（李天石養）

美國在臺協會美國資料中心 2009年
活動綜覽

一、「天空探索：人與月球」影像展與系

列活動

為慶祝人類登月40周年，美國在臺協會

美國資料中心與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天文學

會，臺大物理系合辦「天空探索：人與月球」

系列活動。於國家圖書館的展覽及系列活動係

從7月20日開始，至7月25日結束。除展出美國

太空總署提供的40餘幅圖像海報，與臺北市天

文教育館及國家太空中心所提供的模型外，並

邀請美國太空人Marsha Ivins來台分享其太空體

驗。此外，並邀請知名學者專家舉行一系列科

普演講與相關影片欣賞。而這些太空與天文領

域的國繼知名學者專家也將其精彩的講演影音

實況，授權國家圖書館錄製在「遠距學園」，

其研究成果與經驗，透過網際網路與數位教學

網，繼續廣為傳播至全球各地的圖書館與有興

趣的網民，此國際圖書館間與專業組織合作研

討活動服務成果的另類數位推廣與行銷，引起

主講者與網上學習者熱烈的迴響。

「天空探索：人與月球」影像展，於國

家圖書館的展覽結束後，與臺北市天文教育館

提供的模型，陸續於東部進行巡迴展，展出地

點包括臺東文化中心，花蓮文化中心，與宜蘭

市立圖書館。

二、英語說故事志工訓練

7月12日，美國資料中心於與臺北市立圖

書館合辦「全能故事王──應用與實務」英語

說故事訓練。除邀請來臺訪問的美國英語說故

事專家Mike Lockett作解說外，並邀請鳴嵐故

事列車作現場示範演出。共有200多位圖書館

同道，老師，與義工參與本次活動。

7月19日，中心並與臺中市文化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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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Lockett先生在臺中市文化中心作一場臺中

地區義工訓練。

三、高雄美國資料中心成立

美國在臺協會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合作，

於2009年11月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設立

高雄美國資料中心。該中心除了收藏介紹美國

歷史、文學、小說、政府、英語教學，與旅遊

等書籍與童書繪本，並包括關於美國文學、政

治、歷史，及旅遊等的影片與影音光碟。

服務項目則有：線上留學美國諮詢

服務，透過事先預約，讓學生和家長利用

Skype，和臺北的留學顧問，進行免費的一對

一線上面談，取得最新與正確的留美資訊。另

亦不定期舉辦演講與文化活動，透過舉辦各項

演講，美語說故事，影片放映，及展覽活動等

方式，讓臺灣民眾得以一窺美國社會與生活。

該中心地址為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

號4樓，位於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內，開

放時間與高雄市立圖書館開放時間相同。週

二、週四 1:00-19:00；週三、週五至周末 9:00-

17:00；週一、國定假日休館。服務電話為：

07-3950813；傳真電話則為：07-3952429。

四、「圖繪美國展」

2009年12月17日，中心與成功大學圖書

館合辦「圖繪美國展」，以一系列美國藝術品

與舊照片的圖像，向觀眾介紹美國歷史。開幕

儀式後，美國在臺協會發言人何志，為參加的

觀眾作一中文導覽。「圖繪美國展」追尋美國

歷史根源，以藝術作為研究美國的媒介，涵蓋

早期美洲印地安藝術家至畫家瑪麗卡薩特，湯

瑪斯班頓，攝影家沃克埃文斯，桃樂斯蘭格，

以及建築大師法蘭克萊特，威廉凡艾倫等人的

作品，展期至2010年1月4日。

五、其他活動

美國在臺協會美國資料中心目前主要任

務還包括：繼續支援與國立臺中圖書館合作的

臺中美國資料中心；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合作的

高雄美國資料中心；及與宜蘭市立圖書館合作

的宜蘭美國資料專區。支援項目除了增購美國

文化相關書籍與童書外，並定期舉辦英語說故

事，美國文化講座，英語讀書會等活動。（王

珮琪）

臺北德國文化中心圖書資訊館傳播德
國文化

德國歌德學院 （Goethe-Institut） 接受德

國政府的委託，在德國以外的地區進行推廣

德國文化和語言的工作。歌德學院在全世界

有 144 所分支機構，歌德學院臺北德國文化中

心即為其中之一。該中心為了積極、多元並且

專業地推廣德國文化，其圖書資訊館配合籌辦

了2009年系列活動，包括臺北國際書展的德國

館展示、德國斯圖嘉特媒體專科大學資訊與傳

播學院教授柯琳娜·馮賀夫女士的專題演講、

「德國當代繪本插畫展」，以下分別概述其傳

播成果。

2 月9日至14日，籌辦2009年臺北國際書

展的德國館，在臺北書展基金會、德國文化中

心、法蘭克福書展公司的共同合作下，邀請了

近年來最具關鍵影響力的重量級貴賓及作者，

帶來嶄新的德國文化新時代形象。在展出書籍

方面，德國館以德國90年代後新世代文學及新

興年輕作家作品為展出重點。並由德國法蘭克

福書展公司精選約350本2008年德國最新出版

的文學、童書、漫畫及生活類出版品，增加德

國館書籍展出的多樣性。

參訪作家方面，尤麗．策（Juli Zeh）、

揚．波特榭（Jan Böttcher）等新一代德語系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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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參加書展，提供國人一種對當代年輕德國文

學的全新視野。而除了文學展出重點外，館中更

展出德國知名繪本畫家沃夫岡．諾克（Wolfgang 

Nocke）的童書繪本《雪國奇遇》及其16 幅插

畫，表達德意志活潑、鮮豔的另類風格。

尤麗策是德國 21 世紀新世代的文學及童

書創作者，1974 年出生於德國波昂，她的作

品主題涵蓋愛情、驚悚、推理等多種題材，顯

現德國的年輕一代的文學創作者題材的豐富和

多變化。目前尤麗策有兩本中譯作品在臺灣出

版發行，一為驚悚推理小說《物理屬於相愛的

人》（Schilf, 2008, 先覺出版）獲得歌德學院

的「翻譯贊助計畫」（Übersetzungsförderung）

支持出版；二為童書繪本《雪國奇遇》（Das 

Land der Menschen, 2009, 聯經出版） 。尤麗策

也在書展中進行新書發表及簽書會等活動，並

和臺灣的文學創作者進行交流、對談。

保羅‧策蘭（Paul Celan，1920-1970, 原

名Paul Antschel）是1950至1960年代德國著

名戰後詩人及德文譯者。其作品如死亡賦格

（Todesfuge ）深受法國超現實主義及個人殘

酷戰爭經歷影響，詩中充滿誨澀、難解之隱喻

辭藻，並充滿絕望、悲觀、憂愁之情境。傾

向出版社得到歌德學院的「翻譯贊助計畫」

而出版《策蘭傳》（Paul Celan, 2009, 傾向出

版），期望藉由書展的推薦讓臺灣的讀者認識

並了解這位德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量級悲劇性

人物。

9 月18日，臺北歌德學院圖書資訊館邀請

德國斯圖嘉特媒體專科大學（Stuttgart Media 

University）的資訊與傳播學院教授柯琳娜·馮

賀夫女士（Prof. Cornelia Vonhof）至臺北輔仁

大學發表專題演講。馮賀夫教授目前同時也是

德國專業圖書館暨資訊協會副主席。活動名稱

為「好，還可以更好！」以圖書館經營管理為

例談品質控管，此次演講以「圖書館管理」為

主要說明案例，將適用於一般企業的「有效管

理」的模式和思惟帶入其中，賦予一個以書籍

為主要的業務內容的靜態單位——圖書館之效

率和動力。

10 月至11月，展出由德國特洛伊斯朵夫

（Troisdorf）的圖畫書博物館（Picture Book 

Museum）與德國歌德學院聯合策劃的「德國

當代繪本插畫展」，10月19日至11月6日，在

臺北市立圖書館地下一樓藝廊，展示了13位德

國頂尖插畫師的作品。11月11日接續到臺南市

立圖書館安平分館展出。插畫是體現文字及

現實的外在形式，插畫家們將兒童對這個世

界的獨特感受，以創造並具獨立的精神大膽

呈現，體現出德國當前插畫創作的高水準以

及風格多樣的表現方式。這次展覽展出了雅

諾士（Janosch）或恩西卡特（Klaus Ensikat）

等國際知名大師的作品，亦推出不少畫壇新

秀如尤塔包爾（Jutta Bauer）或威西特（Philip 

Waechter）等。這些插畫家搭配的童書也早已

在臺灣出版並深獲好評。此外，配合展覽所舉

辦的兩場系列演講，10 月23日由輔仁大學比

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德語系教授王美玲演講

「值得推薦的德國童書及青少年讀物」；10 

月31日由輔大德語系主任劉惠安演講「張力與

美麗─德語繪本的元素」。

臺北歌德學院主任魏松表示，從「德國

當代繪本插畫展」之展覽中可以看到不同世代

的德國藝術家們，以他們既獨特又多變的繪畫

風格，振奮、啟發大人和小朋友的閱讀世界。

展覽有國際知名得獎大師作品，與不少畫壇新

秀創作，他們的作品引領出另一種繪本創作潮

流，令人驚豔欣喜。另外，接受傳統繪畫訓練

的資深插畫家努力結合技藝和數位化構圖技

術，積極創新的精神也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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