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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記載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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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不予贅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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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

1月16日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召開第8屆暨第

國家圖書館與實踐大學圖書館合辦之

9屆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選出常務理事王梅

「『部落‧部落格‧圖書館』研討會」於國家

玲、林志鳳及常務監事黃鴻珠，常務理事朱則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顧敏館長主講

剛當選理事長。

「數位時代的新圖書館：悅讀、享聽、創新資

1月14日

訊坊——Library 2.0的世界」，中央研究院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清華大學圖

會學研究所蕭新煌教授主講「文化全球化下

書館合辦之「2009年臺灣機構典藏實務研討

的國家、社區與個人三種認同——一個宏觀的

會」，於國立清華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探討

亞洲經驗」，學學文創志業社群經營長查理王

私立大專/技職院校或專門圖書館，建置機構

（蔡翰毅）主講「部落格的文化意義」，國

典藏系統所面臨的問題，分享國立交通大學、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陳昭珍館長主講「Web

國立清華大學、文藻大學及真理大學機構典藏

2.0與圖書館服務新趨勢」、高徠數碼科技

之案例及經驗，並討論臺灣機構典藏之永續經

吳豐嘉總經理主講「部落格開發工具分析比

營計畫。

較」、實踐大學圖書館李逸文小姐主講「部落

1月14日

格：圖書館的新實踐」，並邀請多位熱門的

國家圖書館與臺灣數位出版聯盟合辦之

部落格版主如Debra、Ted、XXC、老頑童等在

「『臺灣數位出版高峰論壇——交織夢想．共

「部落客談圖書館部落社群」場次共同與談。

創數位出版新主張』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國

2月4日

際會議廳舉行。研討會主要議題包括：數位出

國家圖書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共同

版的新契機、電子閱讀器的未來想像，及電信

辦理之「閱讀的施政理念高峰論壇」於第17屆

業者VS數位內容等。

臺北國際書展期間在世貿一館召開，邀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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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周錫瑋縣長、臺南市許添財市長、臺北縣三
重市李乾龍市長、臺中縣龍井鄉林裕議鄉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9屆第2次

臺南縣新市鄉鄭枝南鄉長等縣市鄉鎮首長現身

會員大會，假長榮大學行政大樓6樓國際會議

說法，分享閱讀之施政理念，並由顧敏館長、

廳舉行，會中安排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王怡心

陳昭珍理事長擔任主持人。

館長專題演講，講題為「館際合作服務的效益

3月13日

評估」；並分別由資料庫工作小組、評鑑工作

東吳大學圖書館主辦、國立臺北大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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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

小組、館際圖書互借自動化工作小組進行業務

書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等單位協辦

報告。

之「圖書館資訊推廣實務工作坊：洞悉ｅ世代

4月23日

提升創新力」於東吳大學雙溪校區舉行，本次

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文官培訓所聯合舉行

工作坊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李家同教授及奧

「2009 年世界閱讀日：閱讀推廣活動」，於

美行銷傳播集團張志浩董事總經理，由閱讀的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開，邀請保訓會主任

角度及數位行銷的觀點，主講如何擴展圖書館

委員張明珠及教育部次長林聰明擔任貴賓，並

服務的新視野，並邀請各大學圖書館共同參與

請蕭萬長副總統於開幕典禮中致詞。活動主軸

分享，以促進各館之間的館際合作及交流。

為「閱讀力與競爭力」，共分三場次，第一場

3月18日

為「閱讀的施政理念高峰會—縣市首長談推動

教育部97年全國績優公共圖書館頒獎典

閱讀的理念與作法」，由國家圖書館館長顧敏

禮於教育部大禮堂舉行。教育部公共圖書館輔

和國家文官培訓所所長廖世立共同主持，臺南

導團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97年11月至12月

市副市長洪正中、臺北縣文化局副局長邱建

間，實地訪評獲各縣市推薦之績優公共圖書

發、三重市市長李乾龍、臺中縣龍井鄉鄉長林

館，以「各館自評」、「現場訪評」及「民意

裕議共同與談；第二場是考試委員黃俊英與臺

調查」等方式進行評選，共有20所公共圖書

中市長胡志強的閱讀對談——《科特勒談政府

館獲獎。包括4所「金圕獎」南投縣埔里鎮立

如何做行銷》，第三場則由天下文化總經理

圖書館、花蓮縣花蓮市立圖書館、臺中縣大

林天來主講「相信閱讀——一個繼續向前的許

安鄉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文山分館，6

諾」，共有285位學員與世界各地愛書人士共

所「銀圕獎」高雄市立圖書館左營分館、苗栗

襄盛舉。

縣三灣鄉立圖書館、屏東縣萬丹鄉立圖書館、

5月7-8日

臺北縣三重市立圖書館、臺東縣鹿野鄉立圖書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輔仁大學圖書

館、臺南縣新市鄉立圖書館，及10所「銅圕

館主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協辦之

獎」宜蘭縣南澳鄉立圖書館、桃園縣桃園市立

「輔仁大學2009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於

圖書館、高雄縣岡山鎮立圖書館、雲林縣大埤

該校濟時樓九樓會議廳舉行，本次研討會目的

鄉立圖書館、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香山分館、

在於藉由多元化知識的角度探討圖書資訊相關

嘉義縣鹿草鄉立圖書館、連江縣莒光鄉立圖書

之理論、研究、開發與實務，讓與會人士能夠

館、彰化縣埔鹽鄉立圖書館、臺中市西屯區圖

在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務、管理與服務、不

書館、澎湖縣湖西鄉立中正圖書館。

同科技在圖書資訊經營、服務與開發設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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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議題上，進行知識的交流與學術的對話。

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聯合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會中邀請美國Waynesburg University Dr.Richard

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D. Blake及Clar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r.

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中興大

William Buchanan、陳蔚萱小姐發表專題演

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輔仁大學圖書資學研究

講。

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世新大

5月14-15日

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等系所共同舉辦，國家圖

「97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

書館並將頒發「論文公開．知識傳播」證書給

席會議」於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舉

參與論文發表的17名學生。期望透過國際學術

行，本次會議主題為「以『人』為本之圖書館

的交流與傳播的影響力，提升國內圖書資訊學

服務與發展」，會中由世新大學賴鼎銘校長校

術及圖書館實務的多元成就。

長主講「大學圖書館的人文思考」、美國喬

6月4-6日

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指導、高中職圖書館

圖書館退休館長Richard W. Meyer主講「The

輔導團主辦、國立羅東高級中學承辦、國立金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圖書

門高級中學及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協辦

館評鑑指標工作小組工作報告、核心資料庫工

之「98年度北四區高中高職圖書館觀摩研習

作小組工作報告等專題報告，綜合座談與追蹤

會」於金門高中舉行，本次會議之目的為經由

上次會議決議情形及提案討論等議程。

專題講座、館舍參訪及經驗分享交流，增進館

5月18日

員專業知能；並建立圖書館分區輔導網，藉由

由國家圖書館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合作成立之「國家圖書館

研習參訪，加強館際合作，健全圖書館功能。

6月6日

國際組織資訊中心」於政大公企中心正式啟

國家圖書館聯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用，提供相關國際組織資訊服務，民眾除可在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及臺灣大學、政治大

館內閱覽相關資訊，並可於館內利用國家圖書

學、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

館所提供之資料庫查詢服務。

學、世新大學及玄奘大學等圖書資訊學系研究

5月18日

所師生，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圖書

國家圖書館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榮獲「第

館事業發展——2009青年論壇」，提供一個青

一線服務機關」服務品質獎。第一屆「政府服

年學子自由發聲之平台，並促進圖書館事業發

務品質獎」係由全國150個參加之機關中入圍

展向下紮根。討論議題從「閱讀」談起，進入

決選，再由34個決選機關脫穎而出，獲得「第

「圖資的價值與專業認同」及「社會服務與資

一線服務機關」服務品質獎之獎項。行政院研

訊落差」，再探討「圖資領域的制度問題」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並訂於6月11日假公務人力

與「技術新浪潮」，最後回歸「圖資學科教

發展中心「卓越堂」舉行頒獎典禮。

育」。每一場討論邀請圖資學子及非圖資領域

6月3日

的青年共同擔任與談人，並借重知名部落客的

「論文公開．知識傳播——第一屆圖資系

影響力及在年輕學子間具知名度的相關業界人

所論文聯合發表暨觀摩研討會」由國家圖書館

士來主講。從多元的觀點，激盪出年輕人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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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的想法與期待，讓大家重新省思圖書館的

播、資訊教育、資訊工程及其它相關系所碩士

未來與希望。

畢業生。

6月16日

9月10-11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書館、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國立臺灣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Nature Publishing

大學圖書館舉辦「圖書資訊學近年研究趨勢

Group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合辦「如何將

國際研討會」於臺大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

學術論文刊載國際刊物研討會─與Nature編輯

行。

有約」，共計283人參加。

10月16日

6月29日
高雄市首座「捷運智慧型圖書館」在高

圖書館學會共同主辦之「公共政策論壇——國

雄捷運R9站啟用，該座無人自助圖書館由中

家競爭力系列2：數位圖書館服務與智慧財產

山大學育成中心、仰哲科技公司與高雄市立圖

權保護」於政大公企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該

書館共同合作開發，自助圖書館設備及系統運

次論壇討論主題包括：臺灣數位出版及數位圖

用無線射頻認證系統（RFID）研發；揭幕典

書館的發展與現況——數位圖書館服務的問題

禮由高雄市陳菊市長、高捷公司顏邦傑總經

與困難、著作權法的修正對臺灣數位圖書館服

理、國立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文化局長史哲

務的影響。

等人共同主持。

10月22-23日

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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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中華民國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暨圖書

國立臺中圖書館辦理「全國好書交換

館主辦、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協

日」活動，在全國375所圖書館同步舉辦「以

辦之「社會變遷與圖書館服務研討會」，於該

書易書」的大型交換活動，並有99所公共圖書

校萬年樓四樓萬年廳舉行，該次會議希望滙聚

館規劃班級書箱換書活動，鼓勵師生善用學校

各方觀點，探討社會變遷與圖書館角色、定位

及圖書館資源，擴大好書存在的價值與能見

與服務模式理論，也分享社會變遷中，各式圖

度。

書館服務的實際運作經驗。

8月13日

10月29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及臺灣大學圖

「TANET2009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暨全

書館攜手合作，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

球IPv6高峰會議」於10月28日至30日在國立彰

史密斯廳舉辦「2009年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年

化師範大學綜合中心大樓舉行；其中10月29日

會暨變革‧創意‧加值：迎向e世代圖書館新

由中華資訊素養學會於國際會議廳主辦「資

挑戰研討會」，探討e世代圖書館所面臨的挑

訊素養Special Session：K-16資訊素養指標之研

戰，並就數位論文的使用與推廣進行研商。

議」，邀請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景祥祜館長主

8月

講「資訊素養教育與指標之現況及展望」，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98

及由中華資訊素養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年8月招收第1屆博士班。對象為國內外具有碩

資所吳美美教授、嘉義大學林菁教授、臺中教

士學位，包括圖書資訊、資訊管理、資訊傳

育大學賴苑玲教授就「國內K-16資訊素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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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議」作專題報告。

書館天災應變經驗分享」論壇由高雄應用科技

10月29日

大學圖書館蘇德仁館長擔任主持人，與談人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為凝聚臺灣OCLC管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圖書館陸海林館長、中華醫

理成員館之共識，於該館B1國際會議廳舉辦

事科技大學圖書館廖本哲館長及南台科技大學

2009年聯盟會員大會，會中由陳雪華館長進行

圖書館楊智晶館長。

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執行成果報告，並

11月10日

邀請OCLC副總裁王行仁先生和OCLC亞太區

屏東科技大學與成功大學圖書館及成功

總經理蔡淑恩小姐分享圖書資訊全球化影響與

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聯合舉辦「產業情報在圖書

Online Catalogs的趨勢和因應之道。臺灣OCLC

館之應用研討會」，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

管理成員館聯盟成立已邁入第3年，目前臺灣

館四樓國際會議廳召開，主要探討圖書館產業

地區有227所圖書館共同參與。

應用之相關議題。

10月31日

11月11-12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家圖書館、國

「2009電子資訊資源與學術聯盟國際研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共同主辦之

討會」假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國際會

「2009國際圖書館年會參訪經驗分享會」於國

議廳舉辦，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如何在全球金

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行，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融危機中持續提供優質的研究資源」，邀請國

書資訊學研究所吳美美教授、財團法人資訊工

內外知名圖書資訊界專家學者就此議題分享

業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黃麗虹主任、國立

新知卓見。與會專家學者有淡江大學黃鴻珠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資訊學組范蔚

館長、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詹麗萍館長、美

敏同學、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黃薇慈同

國耶魯大學圖書館副館長Ann Okerson女士、

學、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張育瑄同學出

印度科學院圖書館館長Srinivasan Venkadesan博

席，和與會者分享參與國際會議培訓經驗、參

士、香港理工大學圖書館館長Steve O'Connor

與國際會議心得，並期許規劃未來參加國際會

先生；此外，並提供7個場次做為廠商發表時

議的培訓活動。

段；講者論壇部分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11月6日

與檔案學研究所楊美華教授及飛資得資訊公司

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贊助、南
台科技大學圖書館主辦、文藻外語學院圖書

溫達茂知識長共同主持。

11月18日

館、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館協辦之「館舍維

美國在臺協會（AIT）高雄「美國資料中

護與危機應變研討會」於南台科技大學圖書資

心」啟用，由AIT臺北辦事處長司徒文處長、

訊館13樓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國立臺中圖書

高雄市教育局蔡清華局長、高市圖施純福館

館蘇忠館長主講「圖書館館舍規劃創意與維

長等人共同揭幕。「美國資料中心」設立在

護」；「圖書館處理日常突發狀況經驗分享」

高市圖寶珠分館，是AIT在南臺灣公共圖書館

論壇由文藻外語學院圖書館王愉文館長擔任主

唯一的服務據點。AIT臺北辦事處司徒文處長

持人暨與談人，中興大學圖書館詹麗萍館長、

表示，目前在全球393個城市設有美國資料中

臺東大學圖書館吳錦範組長擔任與談人；「圖

心，AIT在97年7月已在高市圖寶珠分館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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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資料專區，因為專區深受民眾歡迎，因
此AIT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申請，將專區升格為

國家圖書館、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主

「美國資料中心」，提撥經費增購設備及圖書

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協辦之「圖書

資料等，為南臺灣民眾提供完整與全面性的服

館發展與評鑑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

務。

行，國立臺北大學侯崇文校長擔任貴賓致詞，

11月25日

「圖書館發展與評鑑」由國家圖書館顧敏館長

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於科技大樓會

及臺北大學圖書館王怡心館長主講；「綜合討

議室舉行「資訊刨師——細說分享故事研討

論」邀請教育部陳益興次長主持，臺灣師範大

會」，從專門圖書館的角度，透過圓桌模式分

學圖書館陳昭珍館長、臺灣大學圖書館陳雪華

享有關資訊服務、產業情報應用與館員能力三

館長與顧敏館長、王怡心館長共同參與。

方向主題的專業經驗。

12月12-13日

12月3日、10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國家圖書館國際

國立臺中圖書館與臺中市數位知識經濟

會議廳舉行第51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舉辦2009

協會合辦「數位典藏與數位出版加值應用——

年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圖書資訊展覽及公共圖

新世紀數位圖書館創新應用服務研討會」，分

書館海報展等系列活動，本次會員大會並選出

別於3日、10日舉行。從數位圖書館的發展趨

第51屆理監事。

勢、數位典藏與出版的加值應用、新型態的讀
者服務模式及相關數位科技應用等面向探求跨
產業、新機制建構的方法，期以逐步提升公共
圖書館數位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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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