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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一、本〈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記載99年1月至12月間的各項大事，以便稽考。

二、本大事記收錄的範圍與前編相同，惟有關下列各項本章不贅錄：（一）我國與國外圖書館

學術交流活動；（二）我國參加的國際書展；（三）圖書資訊學重要論著。

三、本大事記的排列，以年月日為序，其有年月日可查者，即排於某月某日，有月無日者，排

該月之後，無月無日者，則排於該年之後。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編　例

 ▓ 黃月梅

1月5日

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公共圖書館」與

「中部公共圖書館聯盟系統」同時啟用，包括

國中圖、臺中市文化局與各區圖書館，合作一

證通用，近萬冊電子圖書公開借閱，開啟數位

圖書館線上服務新紀元。

1月8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召開第51屆第1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會中選出常務理事王梅玲、宋

雪芳、林呈潢、邱炯友、柯皓仁、莊道明、陳

雪華、曾堃賢、黃雯玲、蔡明月、顧敏等11

人，及常務監事蘇忠，常務理事陳雪華並當選

理事長。

1月8日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資訊服務研討

會」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中部分區委

員會、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主辦，假該校蓋夏

圖書館10樓蓋夏廳舉行，會中邀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陳昭珍館長、柯皓仁副館長、國

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王鶯玲小姐、國立臺中圖書

館賴忠勤課長、輔仁大學圖資所毛慶禎教授專

題演講，探討國內圖書館自動化發展，參加對

象以圖書資訊學者專家，及圖書館實務工作者

為主。

1月13日

國家圖書館主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等單位合辦之

「數位出版品與數位閱讀研討會」，假該館國

際會議廳舉行。會中討論推動數位出版產業發

展，邀請國家圖書館顧敏館長、臺灣數位出版

聯盟何飛鵬理事長、經濟部工業局謝戎峰科

長、國家圖書館曾堃賢主任、蔡佩玲主任、羅

金梅副主任等專題演講，參加對象以數位出版

業界、政府機關及圖書資訊界為主。

1月15日

國立臺中圖書館推出全國首創「微型自

助圖書館」，分別在臺中火車站、臺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同時啟用，臺中火車站

成為首座擁有圖書館的火車站，由蘇忠館長揭

幕。民眾憑國中圖借閱證可24小時在車站、醫

院借還書，提供讀者更方便的借閱環境。

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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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主辦，金珊資訊

有限公司承辦之「亞洲華人圖書館之電子書學

術資源－從數位圖書談起」研討會，假該校建

工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從教學研究、圖書

館、數位出版業等角度，探討電子書資源發展

趨勢及應用。約110位來自全國大專圖書館界

專家與相關科系教師共同參與。

1月16日

國立臺中圖書館蘇忠館長退休，新任館

長由呂春嬌接任。呂春嬌館長係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博士，先後服務於臺北市立圖書

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等。

1月19日

臺北縣板橋市公所第9座圖書分館萬板分

館舉行啟用典禮，由江惠貞市長主持。該館是

板橋首座由企業捐贈於社區大廈內成立的百坪

大圖書館，為專業兒童圖書館，並開闢感覺統

合訓練區，以0到6歲兒童為主要對象。

1月27日

「當圖書館遇到電子書」專業論壇，由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家圖書館、美國在臺

協會主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協辦，假臺北世貿展覽中心展覽

一館2樓第三、四會議室舉行，該論壇是由行

政院新聞局及財團法人臺北書展基金會支持贊

助，邀請臺灣出版界及圖書館館長與代表，針

對出版型態、圖書買賣模式、讀者閱讀習慣、

圖書館服務型態將如何轉型進行廣泛交流；並

透過視訊會議邀請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執行

董事陶德‧卡本特先生談論電子書的標準、美

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館長蘇珊‧希德瑞斯女士

談電子書方面的讀者服務，分享美國經驗；與

會人員包括圖書館界、出版界、業界代表近

300人。

2月10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舊莊分館，假舊莊區民

活動中心舉行啟用典禮，由郝龍斌市長主持。

舊莊分館是臺北市立圖書館第42個分館，也是

南港區第2個分館，全館共有5層樓，1樓是居

民活動中心，2至5樓則為圖書館，館藏特色為

「科普」，廣泛徵集科普讀物，讓民眾在生活

中體驗科學，感受科學的無窮樂趣。

2月23日

國家圖書館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漫畫

屋」正式啟用，以開放空間及豐富館藏，提供

漫畫迷全方位動漫資訊，另設有檢索臺、動漫

學習軟體等設備，並為動漫創作者設立作品展

示空間。

2月25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館合作建置之「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

庫」成果發表會，假政大藝文中心舜文大講堂

舉行。《臺灣總督府府（官）報》等同現今政

府公報，資料庫內容涵蓋6萬多幅影像以及5萬

多筆資料，可查詢1896-1945年當時官方公告

資料，及各項重要行政舉措，預計到民國100

年將收錄6萬5,000餘筆影像、15萬筆後設資

料，期望透過嶄新平臺，跨越時空地域，提供

臺灣史更豐富優質的研究素材。

3月2日

《科學月刊》為慶祝40周年慶，與國家

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共同合作推

動2010年「科普閱讀年」活動，假國家圖書館

展覽室，正式布達「科普閱讀年」閱讀活動啟

動典禮，邀請行政院曾志朗政務委員、教育部

林聰明次長、國家圖書館顧敏館長、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國立中央大學蔣偉寧校

長、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余範英董事長、遠流出

版社王榮文董事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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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辦，檔

案管理局承辦、國家圖書館協辦之「檔案資源

整合查詢平臺」啟用典禮，假國圖國際會議廳

舉行。該平臺是檔案管理局利用網路跨平臺方

式，整合典藏於檔案館、圖書館及博物館資料

庫所建置的聯合目錄查詢系統，這是國內第1

個跨機關的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臺，共串聯11

個機關、29個資料庫。

3月11日至12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主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國家圖

書館合辦之「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資源整

合與分享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該研討會聚焦於典藏機構的合作與資源

分享，將著重技術、資源和服務整合議題，發

表16篇相關論文。議題包括圖書館、博物館與

檔案館間之技術整合、服務整合、資源整合，

探討如何在館藏資源組織技術工作、讀者服務

推廣與館藏資源共享方面建立合作基礎，進而

促進館際合作。

3月26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0屆第1次

會員大會由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承辦，假該校

體育館柏英演藝中心舉行。會中選出第10屆

15位理事及5位監事，理事當選名單為：黃雯

玲、梁恆正、陳昭珍、劉吉軒、吳政叡、楊永

良、謝文真、閔蓉蓉、楊智晶、張璉、王怡

心、王愉文、陳維華、黃麗虹、劉春銀。監事

當選名單為：黃鴻珠、呂春嬌、陳雪華、詹麗

萍、顧敏。

3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通過ISO認證，全面

確立館內各組服務流程與文件作業，同時宣告

服務品質已達國際水準。政大通過的ISO國際

標準號為ISO 9001:2008，評鑑主軸為「品質

管理系統之建立」，意指在文件規章、表單、

工作目標及流程等項目的統一。該圖書館之定

位在確立「以顧客(讀者)服務滿意為導向的系

統」，透過ISO的監督制度，有效提升服務品

質和行政效率。

4月4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柳鄉民眾閱覽室的玩具

圖書館正式啟用，該民眾閱覽室內新設的玩具

專屬空間，鄰近龍山寺、華西街、廣州街夜

市，佔地30坪，館內募集100多件二手玩具，

包括拼圖、樂高、積木、疊疊樂與學齡前玩具

等，適合12歲以下孩童使用，這座玩具圖書館

是北市圖第1座「玩具圖書館」，也是臺灣第

53座玩具圖書館。

4月16日

國家圖書館「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舉

行開幕典禮，由國圖顧敏館長及臺北利氏學社

魏明德神父共同揭幕，原民會孫大川主委、外

交部沈呂巡政務次長、教育部吳財順常務次

長、各國駐華使節代表、學者、教會團體及新

聞媒體均應邀出席。

4月20日

教育部為推廣「99終身學習行動年331—

全民樂閱讀」活動，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B2湘雲庭舉辦「全民樂閱讀記者會暨98年

閱讀推廣成果展」，由教育部長吳清基宣布，

全國25縣市「一城一書」推行計畫起跑。

4月21日

國家圖書館為慶祝77周年館慶，假該館

國際會議廳舉辦「2010現代圖書館學術研討

會—廣域書目系統學：圖書館的文明基礎」。

該研討會議題包括書目與知識記錄、書目與知

識管理、書目與知識傳播、書目與知識介面，

探討書目與書目系統的定位和走向，與知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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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家族的存在價值，並帶動圖書資訊界、數位

出版界、資訊及通訊系統發展實務界，重視廣

域書目的學術探討。約200位來自國內各級圖

書館、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師生共同參與。

4月22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召開第10屆

第1次理監事會議，會中選出理事長陳昭珍，

副理事長謝文真，常務理事王怡心、梁恆正、

楊智晶，常務監事黃鴻珠。

4月22日

為響應世界地球日40周年，臺鐵首座

「低碳智慧圖書館」，由周錫瑋縣長及江惠貞

市長等人共同主持啟動儀式。該館位於板橋火

車站大廳，由臺鐵無償提供場地，並與臺北縣

政府及臺北縣立圖書館共同規劃成立與營運，

導入RFID自助式借閱系統，是全臺首座設在

臺鐵、捷運、高鐵三鐵共構的節能環保圖書

館。

4月23日

為響應2010年世界書香日，推廣科普閱

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科

學月刊》共同主辦「臺灣科學普及四十年研討

會」，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並邀請國家圖書館顧敏館長、臺師大林

磐聳副校長、北醫大邱文達校長等貴賓共同簽

署科普閱讀宣言，宣誓科普閱讀行動正式開

跑。此份宣言希望包括個人簽署、學校簽署、

圖書館簽署不同版本的宣誓，已獲得國內140

多位大學、高中、國中、小學校長老師、圖書

館館長、科學社教館的回傳響應。宣言中明示

將設立「科普好書100」專區，鼓勵校園師生

閱讀科普書籍，重視科學素養養成教育。臺師

大圖書館將全年配合與支持所有活動，定期舉

辦書展，邀請科普名家舉行座談，舉辦讀書心

得、知識競賽及有獎徵文活動，號召「人人讀

科普、全民讀科普」。

4月26日

亞東技術學院、中華民國圖書館自動化

與網路委員會主辦之「行動與雲端科技在圖書

館的應用研討會」，假該校有庠科技大樓B1

演藝廳舉行。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

皓仁副館長、中華民國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學

會溫達茂委員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行動圖

書館的現況與趨勢」、「雲端科技的現況與趨

勢」，研討會議題為行動服務與雲端科技的發

展趨勢、行動服務與雲端科技在圖書館的應

用、行動服務與雲端科技在圖書館應用的經驗

分享。

5月4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中興大學圖

書館共同主辦之「2010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

會」，假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7樓國際會議廳

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內容的保存、使用與

散佈的經驗分享」，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吳瑟量先生、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局建德先

生、工研院資訊中心圖書館葉玉蓮小姐、國立

成功大學圖書館周晨蕙小姐專題演講。

5月5日

「圖書館事業發展—2010青年論壇」由

國家圖書館主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承辦，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

縣立圖書館及各圖資相關系所協辦，假國圖國

際會議廳舉行。2010年活動主軸聚焦在「閱讀

推廣與社會服務」，採專題發表搭配座談交流

方式進行。參加對象以圖書資訊領域內之青年

學子為主，包括圖資相關系所學生、圖書館館

員、圖資領域相關學術學者與研究人員、資訊

服務產業工作者。

5月6日至7日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輔仁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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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主辦之「輔仁大學2010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

討會」，假該校濟時樓9樓會議廳舉行，針對

圖書資訊經營、服務與開發設計多元化趨勢，

探討圖書資訊相關之理論研究、開發與實務，

參加對象以國內外圖資相關系所教師、碩博士

班學生、圖書館員為主。

5月13日至14日

淡江大學圖書館主辦之「98學年度全國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假該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177位大專校院圖書館

館長及其代表與會。會議主題為「新生代館員

知能的培育與圖書館行銷」，為擴大各校圖書

館的參與度，採「專題演講」、「座談及交

流」、「分組討論」及「經驗分享」等多元方

式進行。會中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館館

長Dr. Rush Miller、美國Emory University王雪

茅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陳雪華館長等國

內外專家學者發表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圖

書館的未來發展」、「e-Science的現況」、

「Google對圖書館的衝擊」。

5月15日

臺中縣文化局圖書資訊中心假該中心戶

外廣場舉行啟用典禮，由黃仲生縣長主持。該

中心以數位資源交流及圖書資訊人才培育為

主，同時具備圖書館服務功能，全館提供無線

上網，為1整合性的圖書資訊中心，除了開放

兒童閱覽室、故事屋，並提供網路資料查詢、

「自動借書機」及「24小時還書機」。

5月17日

國家圖書館主辦之「數位出版與數位標

準國際研討會」，假該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

中邀請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執行董事Todd 

Carpenter先生來臺專題演講並擔任圓桌會議主

談人，講題為「從標準的觀點探討數位出版產

業與圖書館服務」，提供我國發展數位出版、

訂定數位出版標準、典藏數位出版品、數位版

權管理及數位閱讀等方面之參考；另邀請國內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陳美莉組長，就臺灣地區電子書相關標準發展

情形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臺灣電子書標準

發展」。同時邀請產業廠商參與，進行國內電

子書平臺及數位閱讀器功能展示與介紹。

5月18日

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體驗區，新增55吋

可觸控大螢幕閱讀電子報紙服務。該館提供的

大型數位看板電子報紙，是聯合線上開發的

「全版報紙資料庫」，包括聯合報、經濟日

報、聯合晚報、Upaper捷運報全年報紙內容。

讀者除可看到當天報紙，還可依照日期瀏覽過

去1年內所有報紙版面。

6月2日

花蓮市立圖書館兒童分館正式啟用，該

館位於花蓮市舊進豐營區，原為軍方補給庫，

花蓮市公所將廢棄軍用房舍重整改建。兒童分

館是專為0到12歲的孩子設計，擁有廣大的戶

外閱讀區，內部空間依屬性規劃為網路電腦

區、益智遊戲區、閱讀分享區、英文繪本區等

區塊。

6月5日

雲林縣斗六市「兒童籽公園」舉行揭幕

儀式，由蘇治芬縣長、林源泉副縣長、邱文傑

建築師及多名小朋友共同主持。該館為全臺灣

第1座結合公園設計的戶外型玩具圖書館。也

是繼臺北縣、桃園縣之後，第3個由政府出面

設置的玩具圖書館，是臺灣第55座玩具圖書

館。

6月14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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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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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資源數位出版及學術應用研討會」，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

主題為「兩岸數位出版及學術應用的現狀與發

展」，邀請北京清華大學學報社杜文濤原主

編、中國學術期刊電子雜誌社汪新紅副社長、

淡江大學文學院邱尚友院長、國立政治大學圖

檔所王梅玲教授等進行專題演講。

6月17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假高雄捷運生

態園區站2號出口旁公園綠地舉行啟用典禮，

由陳菊市長主持。左新分館是左營第2座圖書

館，也是高雄市第21個公共圖書館，硬體建築

並榮獲「2010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施工品質獎

公共建設類優質獎」，館藏特色為「科普閱

讀」。

6月19日

為慶祝科學月刊40周年推廣科普閱讀，

由國家圖書館、慶祝《科學月刊》40周年籌委

會、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臺大科教發展中心共

同主辦「科學大師到民間」系列演講活動首場

科普演講，假國圖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國

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錢致榕主講「我們的宇

宙」。

6月20日

臺北縣立圖書館與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蕭

山圖書館簽訂合作計畫，建立圖書交流平臺，

于玟館長代表與杭州蕭山圖書館達成圖書交換

計畫，預計每年定期交換主題館藏圖書。

6月28日

雲林縣斗六市立故事繪本主題圖書館獲

得「國家卓越建設獎金質獎」，雲林縣政府召

開「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作品」發表會，由蘇

治芬縣長頒獎表揚，並展示獲獎成果。

6月29日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資訊圖書處、建國科

技大學圖書館主辦之「98學年中區技專校院校

際聯盟圖書館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假育達

商業科技大學資訊圖書館舉行。會中邀請中國

文化大學圖書館梁恆正館長專題演講，講題為

「Zotero 與數位化資料管理」。共有中區技專

校院校際聯盟學校，包含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等

17校之圖書館館長、單位代表或館際合作業務

承辦人參加。

7月6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以及41個圖書分館

同步正式啟用「自助借書系統」，建立國際化

系統平臺。透過機器掃描借書證與書籍條碼，

大幅縮短民眾借書時間。

7月7日

為推廣全民閱讀，國家圖書館與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合作製播《悅讀‧浮世繪》

讀書節目，每週三晚上10 點在大愛電視臺第9 

頻道播出，以提升全民閱讀風氣。該節目首創

電視臺與圖書館跨業合作模式，每集除有固定

主題及其延伸閱讀書單和相關影片，並有固定

單元「國圖典藏」藏品選介。

7月13日

中國科技大學圖書館、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圖書館主辦之「技職院校圖書館創意經營研

討會」，假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格致大樓1

樓101會議室舉行。會議主題為「圖書館創意

經營」，針對圖書館服務品質與善用圖書資源

進行探討與經驗分享；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

檔所楊美華教授與崑山科技大學陳國泰副館長

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圖書館經營管理策

略」、「圖書館統計標準與績效評估」。

7月15日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主辦、碩亞數碼

科技有限公司承辦之「亞洲區圖書館電子書前

瞻研討會」，假該校建工校區國際會議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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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該研討會為教育部「技職校院技術研發中

心專業書籍以電子書方式購置計畫」系列活

動，邀請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宋自珍館長、

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Choy Fatt Cheong and Ng 

Chay Tuan等國內外圖書館與相關產業人士專

題演講，共同討論圖書館電子書未來的服務趨

勢與前景。講題分別為「電子書在變遷學術

環境中的使用」、「圖書館導入數位閱讀的

建置經驗及未來圖書館的服務應用趨勢」、

「E-book-What users want and what users do」、

「電子書雲端服務與圖書館應用」。

7月

為整合南部地區校院圖書資源合作，南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與教

育部高教司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高雄學

園區學校合作，建立聯合書目查詢系統，共同

推動高高屏22校紙本「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師生只要上網透過平臺，即可線上申請代借區

域內他校圖書，並免費宅配到校，提供各校圖

書資源共享。

8月9日

臺北縣蘆洲市兒童親子圖書館假重陽活

動中心舉行啟用典禮，由李翁月娥市長主持。

該館是蘆洲市首座兒童圖書館，藏書3萬冊，

配置有書庫區、漫畫區、報紙期刊區、親子圖

書區、玩具區、視聽區與網路區。

8月10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召開第10屆

第2次理監事會議，會中決議敦聘國家圖書館

顧敏館長為名譽理事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莊

芳榮副校長為顧問。

8月12日

國家圖書館、南台科技大學主辦，澳大

利亞商工辦事處教育處、南區33所技專校院圖

書館協辦之「澳洲主題的呈現—南台灣技專校

院圖書館資源聯展」，假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展

覽室舉行開幕儀式，由國圖顧敏館長與南台科

大戴謙校長共同主持。該活動展出南區33所技

專校院圖書館館藏資源，以「發現澳洲」、

「館藏澳洲」、「檢索澳洲」、「接軌澳洲」

和「留學澳洲」為5大展覽主題，另規劃多場

講座與視聽片播放，並有海報展示說明如何利

用圖書館資源、檢索澳洲相關資料。

8月31日

國家圖書館主辦之「圖書館與國家競爭

力—2010論壇」系列，假該館文教區展覽室舉

行6場次，第7場次移師高雄文學館舉辦。分別

就圖書館與社會發展、科技發展、經濟發展、

學術發展、政治發展、教育發展等面向，邀集

國內各領域菁英學者專家與談，分析各領域之

現況趨勢、問題與挑戰，俾以形塑圖書館於提

升國家競爭力之具體功能，作為持續辦理第4

次全國圖書館會議之重要平臺。首場論壇議題

為「圖書館與社會發展」，邀請國立臺北大學

侯崇文校長主持，並邀集政大陳超明教授、考

選部董保城政次、臺大馮燕教授及中研院瞿海

源研究員等4位知名學者專家，針對臺灣社會

發展現況與趨勢、國內社會環境之問題與挑

戰，與圖書館在提升閱讀能力、改善社會風氣

之角色與任務等議題，進行面對面溝通與意見

交流。

8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98學年度獲教育部核准成立博士班，將於100

學年度正式招生。

8月

淡江大學圖書館黃鴻珠館長，榮獲臺

北縣教育會第3屆金鐸獎大專組優良教師。

黃館長服務於淡江大學40餘年，  2006年獲

選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舉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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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IASL（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國際會議，成功將我國圖書館

事業推進了國際舞臺。

9月2日至3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主辦、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承辦之「第32屆醫

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假該校醫學綜合

大樓16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臺北醫學大學蘇

慶華副校長與中國CALIS醫學中心館長團張文

浩團長共同主持開幕式。會議主題包括：新知

分享、專門圖書館的營運困境與變革、Open 

Access免費電子資源之組織整理及取用管道分

析、圖書館飲食服務空間探討、圖書館在地經

營與社區資源運用等，以期促進醫學圖書館界

工作人員經驗交流，學習相關管理與資訊服務

新知。

9月13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據最新國際標準ISO 

639-2制定CNS 13188-2〔語言名稱代碼表示

法－第2部：三字母代碼〕國家標準。

9月16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主辦，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公共關係委員會承辦之「2010年海

峽兩岸圖書館資源建設實務座談會」，假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行。該座談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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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圖書館館藏資源建設

與發展、館藏分析與採購、大學圖書館合作採

購、出版統計分析與館藏質量控制、電子書採

購等。

9月21日

中國大陸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代

表「第6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參訪團，捐

贈3,600餘冊書籍到偏鄉原住民中小學、安親

班及鄉村圖書室，並假高雄蓮潭會館舉行「送

書到原鄉」贈書儀式。希望號召更多人士，在

部落建立鄉村圖書館及圖書巡迴車。

9月23日

為紀念蔣復璁先生逝世20周年，國家圖

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同主辦「蔣復璁先生

紀念座談會」，假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展覽室舉

行，由王振鵠教授及馮明珠副院長擔任主持

人，並邀請學者專家與會。會議分「圖書館與

文獻組」、「博物館與史學組」2場次進行座

談，並播放蔣復璁先生紀念圖片。

9月28日

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主辦、國立南投

高商承辦之「99年度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中

一區圖書館觀摩研習會」，假彰化縣明道大學

舉行。會中由明道大學圖書館林勤敏館長主講

「圖書館空間美學與創新服務」，分享圖書館

空間設計與創新服務的經驗。參加對象以臺中

縣市、南投縣50多所公私立高中高職圖書館人

員為主。

10月4日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

平臺「圖書代借代還」及「館際互借證」正式

啟動，可同時檢索北區24所夥伴大學1,500萬

冊館藏，達到圖書資源共享效益。新1期平臺

除原有之海洋、真理、銘傳、北藝大、東吳等

5校之外，新增陽明、實踐、淡江、北市教育

大學、景文科大、北體、及臺北大學等7校。

10月6日

臺北縣新莊市「新泰圖書館」正式揭牌

啟用，由許炳崑市長主持。該館佔地50坪，藏

書4,000多冊，係建商回饋鄉里，無條件出借

作公共圖書館。圖書館內規劃閱報區、期刊

區、自修區及書庫。

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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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線上主辦、漢珍數位圖書協辦之

「華文電子書刊發展暨數位圖書館資源」研討

會，假臺北市立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

主題聚焦於「書籍資料數位化、華文書刊新視

野、數位圖書館的新思維」3大主軸，邀請多

位專業人士共享全新數位內容新概念，並邀請

中國最大電子雜誌平臺龍源期刊網總裁湯潮來

臺座談，介紹龍源經驗，分析中國大陸與海外

圖書館對電子資源的需求。

11月2日

配合「第八屆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

作會議」之舉行，「學術圖書館與數位資源研

討會」由國立臺灣大學、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主辦、漢學研究中心協辦，假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行，就學術圖書館於文

獻及古籍的數位化的過程、面臨的問題及數位

化的加值及推廣有更深入及全面的實務經驗分

享與交流；「公共圖書館與數位資源研討會」

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主辦、漢學研究中

心協辦，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就數位內容建置與服務、數位標準、數位

化法律面、數位推廣及數位加值應用等面向，

分享圖書館的經驗或案例。

11月3日至4日

「第八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

議」假國家圖書館舉行。會議主題為「圖書館

中文資源與數位典藏」，故另稱為「圖書館中

文資源與數位典藏學術研討會」，由中國、香

港、澳門、北美及歐洲圖書資訊界學者專家進

行論文發表，除介紹與探討中文資源數位化近

況，同時聚焦於推動全球圖書館中文資源合作

之相關議題。主要議題包括：技術規範、分享

合作、數位學習、應用推廣等，並辦理「2010

數位資源合作成果展」，邀集國內外數位典藏

相關機構，展示數位資源海報及系統。

11月5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國

家圖書館主辦，OCLC、飛資得資訊公司協辦

之「數位資源管理與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研討

會」，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

題為「數位資源管理」與「雲端運算與圖書館

自動化」，針對雲端運算應用在圖書館自動化

服務進行探討。

11月12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館舉行啟用典

禮，由陳菊市長主持。小港分館是小港首座圖

書分館，也是高雄市第22個公共圖書館，符合

綠建築8大指標，結合低能源消耗、高環境保

護目標，設計採「森林閱讀」理念，藏書約4

萬6千多冊，館藏特色為「天文」及「環境教

育」。

11月16日至17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主辦，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SA、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協辦之「2010圖書資訊學

蛻變與創新國際研討會」，假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圖書

資訊學之蛻變與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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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

講，分享其經驗與觀察。

11月21日

高雄縣彌陀鄉立圖書館公園分館正式啟

用，由葉南銘副縣長主持。該館是高雄縣第41

座公共圖書館，也是縣內首座節能環保圖書分

館。全館為獨棟3層樓，藏書3萬册，配置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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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閱覽室，辦公室兼文史工作室，戶外閱覽

室，會議室兼影片撥放室、閱報區，親子互動

圖書區，新書展示區，社區資訊展示中心，多

媒體休閒閱覽室、休閒露臺等，並設有網路借

書服務。

12月3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北部分區委

員會（政大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德

明科大圖書館、臺大圖書館、清大圖書館、臺

北醫大圖書館）主辦之「圖書館常見法律問題

雲端教室」研討會，邀請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黃旭田律師主講，針對圖書館內經常會碰到的

法律問題（如：罰款、偷書等）進行探討。該

研討會利用電腦相關科技、以線上雲端系統開

辦，講師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二館授課，

參加者於個人電腦登入上課，透過Webcam及

耳麥可與講師或其他參與館員面對面討論問題

及分享，各圖書館館員不需至指定地點即可參

加研習。

12月5日至6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1屆第2次會員大

會及「2010年圖書資訊學研討會」暨2010年圖

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假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該研討會由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國家圖書館主

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國立臺中圖書館協

辦，議題主軸為「社會性媒體與圖書資訊服

務」，並依圖書館類型舉辦分組圓桌會議，討

論各類型圖書館營運之重要議題。

         12月14日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主辦、Serials 

Solutions公司協辦、碩睿資訊有限公司承辦

之「圖書館與雲端應用資源整合研討會」，

假淡江大學驚聲紀念大樓3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會議主題針對圖書館服務如何因應雲端

應用資源整合新趨勢進行探討。講題包括

圖書館資源檢索的新趨勢－Discovery Service 

的「發展與應用」、「新一代數位資源存

取管理系統-Shibboleth、Statistics vs. Cost by 

COUNTER」、「雲端計算與圖書館管理」。

12月17日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辦、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之「資訊檢索與使

用者行為研討會」，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會議廳舉行，由中興大學羅思嘉副教授主

持。會議主題分為：「控制詞彙」、「資訊檢

索」與「資訊尋求行為」3個子題，針對資訊

檢索與使用者行為研究，深入探究並提供交流

平臺。邀請國內圖書資訊學及相關領域之學者

專家共同與談，分享理論研究與實務創見，期

能對相關研究之現況有更多瞭解與討論。

12月17日

朝陽科技大學波錠紀念圖書館主辦，臺

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協辦之「E探究竟－電

子書實務研討會」，假該館1樓演講廳舉行。

議題為：「發掘隱藏的真實─電子書使用評

估」、「數位接軌~閱讀續航─電子書推廣經

驗分享」、「從行動科技看未來電子書發展與

應用」、「從數位閱讀談電子書的應用、電子

書教學分享」。

12月24日

「國家圖書館數位出版品平臺系統」正

式啟用，該平臺兼具國際書號管理、數位出版

品送存典藏及經授權之電子書閱覽服務等功

能。

12月28日至29日

教育部主辦、國家圖書館承辦、文建會

贊助、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之「第四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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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書館會議」假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召開，開

幕式邀請蕭萬長副總統、前教育部長暨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郭為藩董事長及國家圖書館顧敏館

長致詞。該會議邀請國立藝術大學莊芳榮副校

長等12人擔任主持人、輔仁大學曾淑賢教授等

27人擔任引言人，並鳩集全國圖書館界先進，

以及各類型圖書館代表，分就12個案由進行分

析論述，約600位圖資界同道共同與會。會議

主題聚焦於法制組織、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

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

及國際合作兩岸交流等5大中心議題，共獲得

結論50項。

12月31日

國家圖書館第13任館長由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曾淑賢教授接任。曾館長為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曾任臺北市立圖

書館館長達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