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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記載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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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日為序，其有月日可查者，即排於某月某日，有月無日者，排該月

之後。 

 
 

1 月 1 日 

國家圖書館為擴大支援學術研究，落實便

民服務理念，自 101年元月起，二、三樓閱覽

區延長星期六開放服務時間至晚間 9點。 

1 月 6 日 

實踐大學圖書館主辦，中華民國資訊應用

發展協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艾迪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之「全球化．圖書館的新

角色」研討會，假實踐大學臺北校區舉行，會

議主題為「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辯證」。 

1 月 8 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臺北車站地下 1樓臺鐵

暨高鐵候車區，增設「FastBook二十四小時自

助借書站」及「全自動借書站」，提供全年無

休服務，臺北車站也是第 1個設有全自動借書

站的公共場所，藏書以休閒、旅遊類新書為主。 

1 月 10 日 

國家圖書館為促進中文書目國際化，開發

完成「MARC 21拼音轉換應用系統」，以利書

目上傳 OCLC，自 101年 1月起開放各級圖書

館申請使用，並開設 2場次「MARC21拼音轉

換系統教育訓練課程」。 

2 月 3 日 

國家圖書館、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

事處、義大利 Pecci 當代美術館共同主辦，台

北書展基金會、123ART 協辦之「世界圖書館

攝影展」，於主辦館展覽室舉行。邀請義大利

名家Massimo Listri來臺展出 22幅世界知名圖

書館建築作品，並邀請張清華建築師專題演

講：「圖書館就是一本綠色的書」，展期至 3月

11日止。 

2 月 3 日 

行政院公布修正〈教育部組織法〉及同日

公布制定〈國家圖書館組織法〉、〈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組織法〉及〈國立臺灣圖書館組織

法〉，明定自 102年 1月 1日施行。 

2 月 3 日 

行政院新聞局主辦，國家圖書館、台北書

展基金會合辦之「2012臺北國際書展數位出版

暨閱讀論壇」，假臺北世貿展覽中心展覽一館

黃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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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論壇主題為「數位閱讀推廣與發展」，

探討數位出版之行銷推廣、數位閱讀，及圖書

館數位閱讀服務。 

2月 22日 

教育部指導、國家圖書館主辦、全國各縣

市圖書館協辦之「卓『閱』101—臺灣 100 年

閱讀習慣調查結果記者會暨表揚典禮」，假教

育部 5樓大禮堂舉行，該活動由國家圖書館公

布臺灣民眾借閱書籍情形，並表揚各縣市樂幼

齡借閱好手。 

2月 

美國娛樂藝文新聞網站 Flavorwire.com 選

出全球最美 25 家公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

館北投分館是國內唯一上榜圖書館。北投分館

95年起營運，是臺灣首座綠建築圖書館，由建

築師郭英釗設計，曾多次獲國內外建築設計獎

和綠建築鑽石級標章證書。 

3月 1日 

國立宜蘭大學與宜蘭縣高中職圖書館聯

盟簽訂互借圖書協議，開放縣內 11 所高中職

借閱，每校互換 5 張「館際合作借書證」，每

證最多可借 10 冊，各校師生持證即可到宜大

圖書資訊館免費借書、使用圖書資源。 

3月 5日 

宜蘭縣政府為鼓勵學童閱讀，首創「免費

電子書公共閱讀平臺」，假蘇澳岳明國小舉行

啟用儀式。宜蘭縣內國中小學生及教職員，透

過個人 eip 帳號密碼，進到數位圖書館，即可

免費閱讀電子書，初期藏書以兒童繪本、科學

探索為主。 

3月 21日 

中國學術期刊電子雜誌社、中華圖書資訊

館際合作協會共同主辦，中國知網承辦，碩睿

資訊有限公司協辦之「中華文化雲數字圖書館

平臺建設研討會」，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會議主題為「中華文化數字圖書館建設」、

「圖書館建設與應用」、「圖書館建設與發展的

新思考」及「雲數字圖書館應用」。 

3月 21日 

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共同主

辦之「RDA未來展望」講座暨「RDA講習會」，

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及簡報室舉行。邀請

美國國會圖書館政策及標準部門主任 Dr. 

Barbara B. Tillett演講「RDA發展趨勢及其於語

意網環境之實踐」；22 日至 23 日舉行「RDA

講習會」則詳盡介紹 RDA。 

3月 29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1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為期 2天，由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承辦，假該校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舉行，選出

15位理事及 5位監事，理事長為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昭珍，會中邀請香港嶺南大

學圖書館館長鄭瑞瓊演講「雲端電子資源與館

際合作」，並頒獎予 100年 NDDS服務量排名

前 12績優圖書館。 

4月 13日 

臺中市成立新移民多元圖書室，由市長胡

志強主持啟用典禮。館藏包括泰國、越南等多

國藏書 5千多冊，提供學習與交流平臺，社會

局並配合「行動列車」進行圖書交換，募集玩

具、書籍，豐富圖書室內容。 

4月 17日 

教育部指導，國家圖書館主辦，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各級公共圖書館協辦之「『尋找春

天的詩蹤』世界書香日全國推廣閱讀記者

會」，假教育部 5 樓大禮堂舉行，該活動以

「詩」為主軸，並邀請詩人羅智成編選《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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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詩節：現代詩的 100種可能》。 

4月 17日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主辦，國立暨

南大學附屬高中承辦，國立臺灣大學山地實驗

農場協辦之「101 年高中高職圖書館數位閱讀

專業工作坊」為期 3天，假國立臺灣大學山地

實驗農場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閱讀」，倡

導圖書館經營新觀念。 

4月 21日 

國家圖書館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辦「詩的

立體書－讀詩的 99 種方法」多媒體詩歌展演

活動，於國家圖書館演講廳舉行。該展演活動

融合文字、影像、音樂與舞蹈，引領觀眾突破

文字想像，體驗詩的無限可能。 

4月 22日 

全國首座公共藝術圖書館－高雄市「大東

藝術圖書館」正式啟用。該館為 3層樓建物，

樓地板總面積 1,118 坪，館藏特色為「藝術研

究」，典藏包括藝術、建築、攝影、電影等 12

項主題，「建築生活美學專區」也是該館一大

特色。 

4月 23日 

國家圖書館辦理世界書香日「美青阿姨陪

你遊書海」活動，邀請總統夫人周美青在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為小朋友說

故事，以〈清明上河圖〉為主題，帶領小朋友

認識歷史、藝術與古時庶民生活。 

4月 27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暨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國家圖書

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共同主辦之「數位學

習與圖書館創新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國

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美國、日本、

新加坡、香港與臺灣 15 位相關領域學者專題

演講。 

4月 30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召開第 11 屆

第 1次理監事會議，會中選出理事長陳昭珍，

副理事長楊永良，常務理事陳維華、林麗娟、

洪世昌，常務監事陳雪華。 

5月 1日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逢甲大學圖書館共同主

辦，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國立故宮博物

院、國家圖書館協辦之「中華資訊素養學會年

會」暨「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資訊素養教育工

作坊」，5月 1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5月 3日

至 4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

時代的資訊素養」，並首次導入 IFLA Training 

Program。 

5月 4日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圖書資訊

學系、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師資培育中

心、圖書館共同主辦之「2012教育體育圖資科

技聯合研討會」為期 2天，假該校濟時樓九樓

會議廳舉行。該研討會強調以跨領域創新性引

領教育事業發展。 

5月 8日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主辦之「21世紀圖書

館的型態：智慧型圖書館」國際研討會，假該

館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智慧型圖書館」，

會中並以「21世紀圖書館所扮演的角色」為主

軸，進行綜合座談。 

5月 17日 

教育部主辦、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承

辦之「100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

席會議」，假承辦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

題為「全球化時代圖書館之創意與營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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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方式進行分組討論報告，並辦理館長論

壇。 

5月 21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辦、飛資得知識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之「2012 JSTOR 論壇」研

討會，假主辦學校圖書館 B1國際會議廳舉行。

會議主題為「電子書的典藏服務」，並邀請該

校圖書資訊研究所所長柯皓仁演講：「行動科

技．網路．電子書閱讀」。 

5月 27日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安康分館啟用典

禮，由市長朱立倫主持。該館是國內首座青少

年圖書館，前身是新店安康綜合大樓，是新北

市第 7座閱讀環境再造圖書館。結合閱讀、文

創與多媒體等元素，打造複合式空間。 

5月 28日 

全國首座「客家圖書資料中心」正式啟

用，該中心位於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內，定位為

全球客家文化與產業研究、交流中心，有客家

文物、客家出版品、客家文獻研究等豐富資

料，是全國最權威客家資料庫。 

6月 3日 

臺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啟用典禮，由市

長賴清德主持。該分館原位於土城菜市場 3

樓，新館遷建至鹿耳門公園內，全館為 2層獨

棟建築，融合鹿耳門公園景觀，形塑「森林閱

讀」氛圍。 

6月 3日 

國立臺中圖書館新館正式啟用，新館主體

為地上 5層、地下 2層建物，兼具節能與全天

不間斷運轉之綠能電腦機房，是全國公共圖書

館首創，也是國內第 1座國立級公共數位圖書

館，首創以主題策展方式，導入公共圖書館數

位服務。 

6月 14日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主辦、飛資得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協辦之「圖書館資源發現與整合服務

研討會」，假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並由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黃鴻珠主持

Discovery and Delivery論壇，期有效使用台聯大

4校圖書資源達成合作效益。 

6月 15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主辦，美商 3M

臺灣子公司、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之

「新時代新思維－圖書館推廣服務之社群媒

體應用」研討會，假主辦館 B1 國際會議廳舉

行。會議主題為「圖書館多元化之服務新思

維」。 

7月 4日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淡江大學資訊

與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系主辦之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

會」，首度移師臺灣舉辦，假淡江大學淡水校

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開創兩

岸圖書資訊學與圖書館事業新紀元」。 

7月 21日 

為推動數位出版發展，文化部舉辦「雲端

圖書館．遇見電子書」數位閱讀推廣活動，分

別於北、中、南三地圖書館舉辦系列講座，推

廣臺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與國立臺

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 

7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自 7月 9日至 8月 31

日，舉辦 15 種主題之專題研習班，分別由國

家圖書館及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等圖資相關機構主辦。 

8月 3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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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研究中心、博物館電腦網路協會臺灣分

會標準規範主題小組主辦之「e-Research：圖書

館創新服務研討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曾蕾

教授專題演講：「探索圖書館文獻數據與非圖

書館開放關聯數據的聯結點」。 

8月 11日 

2012年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假芬

蘭赫爾辛基市舉行，國家圖書館由高鵬、廖秀

滿代表出席，大會主題為「圖書館行動起來－

激發靈感、超越想像、賦予力量」。國圖並以

「民國一百．讀享『經』彩」海報，參加 IFLA

大會海報展。 

8月 23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主辦、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承辦之「第 34 屆

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臺灣實證醫學

學會 2012學術年會（暨）2012海峽兩岸醫學

圖書館館長會議」，假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演

講廳舉行。會議主題為「實證醫學」。 

9月 7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美國

ProQuest公司、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主

辦之「多元化商學資源應用」研討會，假臺大

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室舉行。會中邀請國內外產

學界專家學者，針對學術界如何應用多元化資

源，分享經驗。 

9月 13日 

廈門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新聞出版局、中

國出版協會、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主辦，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承辦之「2012兩岸圖

書館與出版交流座談會第八屆海峽兩岸圖書

交易會」，假臺北市世貿中心展覽一館舉行。

會議主題為「圖書館與出版產業間服務需求的

探討」及「兩岸圖書館典藏對方出版品之對

話」。 

9月 13日 

南投縣文化局結合全縣 14 個公共圖書

館，首創「閱讀宅急便」，服務對象為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且為重度肢障民眾，享有「送書到

府」服務。 

9月 20日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主辦之「數位物件識

別碼 DOI之內涵與應用研討會」，於該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 

9月 24日 

國家圖書館主辦之「海報的複次方：國家

圖書館臺灣藝文海報數典計畫成果展」，於該

館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舉行開幕典禮。該資料

庫收錄國圖館藏海報 21 類共 1 萬 1 千張，數

位影像檔案近萬幅，首開先例將 200餘幅平面

海報作品及數典資料庫共同展出。展期為 9月

25日至 102年 2月 24日。 

9月 25日 

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主辦，國立暨

南大學附屬高中承辦，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協辦之「101

年度高中高職圖書館閱讀指導工作坊」為期 3

天，假國立花蓮高商舉行。會議主題為「閱讀

推廣」。 

9月 26日 

文化部指導、聯合線上主辦、聯合報系等

單位協辦之「2012華文數位出版高峰論壇─新

閱讀時代．數位的風采」為期 3天，假財團法

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會議主題

為「業者在數位出版的投入，與對讀者的影響

與改變」，並邀集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星

馬等地出版、網路、電信、平臺跨領域業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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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進行綜合座談。 

9月 30日 

臺南市立圖書館東區裕文分館啟用典

禮，由市長賴清德主持。該分館為 4層獨棟建

築，呼應社區綠林環境特色，館方並推出臺南

市第 1臺自助借書機，讓民眾享受自助借還書

的便利性，期成為虎尾寮地區學習資源資訊中

心。 

10月 13日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主辦、香光尼眾佛

學院圖書館承辦之「佛教期刊發展研討會」，

假香光尼僧團印儀學苑舉行。會議主題為「佛

教期刊發展」，針對「資訊化時代佛教期刊的

回顧與展望」進行探討，並發表新書《臺灣地

區佛教期刊指南》。 

10月 13日 

國家圖書館 100年「經經樂道－發現古人

生活美學」導讀課程，榮獲國立政治大學社區

學習研究發展中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及臺

灣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協會主辦之「2012年社

區大學暨社區學習組織優質課程」徵選為學術

及社區學習類特優課程奬。 

10月 24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建館 60 周年主辦之「數

位時代公共圖書館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於

該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時代

公共圖書館發展趨勢」，邀集國內外公共圖書

館及圖資界專家學者發表論文。 

10月 27日 

國家圖書館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辦「東坡

在路上－一蓑煙雨任平生」展演活動，於國家

圖書館演講廳舉行。該展演活動呈現蘇東坡 24

首詩詞，引領觀眾欣賞蘇東坡文學藝術成就，

及其深情豁達的精彩人生。 

11月 6日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辦，國立陽明高級中

學承辦，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國立屏

東女子高級中學等協辦之「101 年全國高級中

學圖書館工作會議」為期 2天，假國立陽明高

中舉行。會議主題為「卓越圖書館、國際競爭

力」，並邀請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專題演

講：「數位時代圖書館的經營管理及閱讀推

廣」，會中並進行高中高職績優圖書館人員暨

教師頒獎典禮。 

11月 7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2012 年

國際研討會為期 2天，假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

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

圖書館的創新挑戰：邁向知識化的環境」。 

11月 14日 

南台科技大學圖書館、飛資得系統科技公

司共同開發之「南台行動圖書館 APP」雲端創

新服務，榮獲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臺北市電腦

公會承辦之「第 10 屆雲端服務創新競賽－黃

金企鵝獎」佳作。該館透過行動圖書館 APP延

伸無線網路雲端服務。 

11月 19日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

心主辦、臺北市立圖書館合辦之「2012 全國

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使用者座談會」，於臺北市

立圖書館總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議題包括

NDDS業務成果及系統功能、全國期刊聯合目

錄未來功能調整等主題。 

11月 20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

書館、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主辦，教育部強

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

人才培育計畫、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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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

分會合辦之「2012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教育與產

業人才需求座談會」為期 2天，假主辦學校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11月 23日 

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共同主

辦之「MARC21 及 RDA 論壇」，於國家圖書

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MARC21及

RDA」，由國圖任永禎女士講授MARC21，並

針對國內應用MARC21與 RDA相關議題進行

探討。 

11月 23日 

新疆出版界、臺灣出版界共同舉辦「兩岸

出版論壇峰會」，假臺北市立圖書館舉行。議

題包括兩地出版界協商擇期舉辦圖書展示

會、互訪與考察、輪流主持新臺出版論壇、版

權洽談及項目合作等。 

11月 24日 

國立臺中圖書館、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九如江記圖書有限公司合辦之「電影與

文學研討會」，假合辦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講

題包括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電影與文學資料

庫」介紹、閱讀電影文學、談賽德克巴萊、彈

指間遇上莎士比亞。 

11月 27日 

國家圖書館榮獲教育部評選為 101年社教

公益獎團體，由館長曾淑賢出席於財團法人張

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之頒獎典禮受

獎。國圖推動全民閱讀風氣，舉辦逾 500場多

元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數多達 50 萬人次；

並以推動「文學不老．愛荷華－現代中文小說

月」、「愈來愈年輕－高中職學生入館」、「『書』

服看電影」快樂一夏系列活動」，榮獲教育部

頒發 101年度「社教公益獎」。 

11月 29日 

教育部指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主

辦之「2012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與行銷」研討

會，假主辦學校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

「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與行銷」，並安排 101

年「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共用性

電子資料庫購置專案成果簡報。 

11月 30日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中華資

訊素養學會主辦，逢甲大學圖書館協辦之「海

量資料時代的關鍵服務研討會」，假協辦館 B2

演講廳舉行。針對數位圖書館、海量資料的挑

戰與因應策略、社群媒體等相關議題進行探

討。 

12月 1日 

國家圖書館「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藏

與服務平臺」，榮獲「101年資訊月傑出資訊應

用暨產品獎－電子化政府類」，假臺北世貿展

覽一館資訊月開幕典禮舉行頒獎，由館長曾淑

賢代表領獎。該平臺提供出版社送存與讀者閱

覽服務，並永久典藏數位出版品與推廣數位閱

讀。 

12月 3日 

臺北市政府，首創「公車圖書館服務」，

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公共運輸處、臺北市立圖

書館共同舉辦「臺北．公車．悅讀趣」啟用記

者會與揭幕儀式，市長郝龍斌出席記者會並揭

幕。 

12月 6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百齡智慧圖書館」正式

啟用。該館設置於百齡國小校園內，是臺北市

第 5 間智慧圖書館，也是首座與學校合作共

建，活化校園空餘教室之圖書館，館藏特色為

「文學、休閒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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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臺中圖書館合

辦「2012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圖書資

訊學研討會」，假合辦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

議主題為「數位時代圖書館建築」、「圖書館創

新服務」，並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黃光男專題

演講：「類博物館」，會場並規劃公共圖書館海

報展、圖書資訊展。 

12月 18日 

101 年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聯席會，

假亞洲大學舉行。該聯盟每年定期舉辦會員聯

席會，進行年度專業交流學習，並檢討聯盟運

作現況。 

12月 20日 

國立中正大學校友、學生及職員組成「不

可思異」設計團隊，結合該校圖書館圖書資訊

系統、室內定位技術及 3D實境導航，首創「手

機尋書導航服務」APP，榮獲 2012 通訊大賽

「企業首獎」。該項技術已申請臺灣與美國專

利。 

12月 21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置「視障電子

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正式啟用，該系統整合政

府單位、圖書館、學校及視障相關機構等電子

化圖書資源與書目資訊，針對視障朋友使用需

求設計，期成為國內視障者資源共享交流平

臺。 

12月 21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國家

圖書館主辦，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承辦之「2012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

獎助發表會」，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行。會

中邀請林珊如教授專題演講：「圖書資訊學論

文寫作與投稿」，並進行「國際會議論文投稿

與發表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