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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 吳英美

綜　述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100年度依

法執行法定職掌，賡續辦理各項年度業務及

「閱讀植根計畫與空間改造：100年圖書館創

新服務發展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策

略及行動計畫」。1月，與人間福報社共同舉

辦「漫畫有品故事」創意競賽展覽；於臺北

國際書展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等共同舉辦

「當閱讀力碰到國家競爭力高峰論壇」，並舉

辦「《那些人，那些事，在寶島：臺灣平埔

族生活圖誌》新書發表會」。2月，與臺灣太

平洋研究學會共同舉辦「探索太平洋臺灣原

住民與南島民族的歷史、現況與未來」國際

研討會。3月，與國家文官學院共同簽署數位

出版品推廣合作協議書。4月，與文訊雜誌社

共同舉辦「《戴國煇全集》新書發表會」、學

術研討會及展覽等系列活動；邀請國際圖書

館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IFLA）會長

泰蕬（Ellen Tise）蒞臺訪問並舉行座談會；舉

辦「文學不老．愛荷華：現代中文小說月」系

列閱讀活動暨展覽。5月，與臺灣音樂中心合

作舉辦「寶島歌樂留聲機：2011臺灣傳統音樂

研究回顧展」。6月，「數位閱讀區」啟用儀

式，啟動同步提供電子書閱讀器的借閱服務；

舉辦「『書』服看電影，快樂一夏！」系列

活動。7月，首度降低入館年齡限制，由19歲

調降為16歲；舉辦「走著瞧！邊走邊畫真有

趣：清明上河圖v.s.旅之繪本」專題講座；與

金門縣文化局共同舉辦「《金門百年庶民列

傳》新書發表會」。8月，與多個單位共同合

辦「『建國一百年‧閱讀蔣渭水』巡迴展」及

系列講座，並與臺灣研究基金會合辦「蔣渭水

先生80周年紀念會」；正式啟用「國家圖書館

數位出版品系統（EPS）」；赴俄羅斯圖書館

及研究機構參訪並簽署合作協議。9月，與國

民健康局共同舉辦「2011年健康好書‧悅讀健

康」系列活動；與新聞局合作辦理「第2屆金

漫獎特展」；邀集全國圖書館及文教機構合辦

「民國一百‧讀享『經』彩：發現古人生活美

學」系列活動，活動期程長達2個月；參與臺

灣數位出版聯盟「百年千書 經典必讀」計畫

並共同啟用網站。10月，參與於美國紐約、休

士頓及洛杉磯成立「臺灣書院」，並負責設置

「漢學書房」及「漢學講座」；舉辦漢學研究

中心成立30周年系列慶祝活動；舉辦「2011年

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漢學研究資源及

服務」；與伽耶山基金會共同舉辦《佛教圖書

分類法》新書發表暨知識組織研討會。11月，

舉辦兩岸四地「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

議理事會第5次會議」；舉辦「古籍鑑定專題

講座」研習活動；赴德國慕尼黑出席「世界數

位圖書館合作單位會議」。12月，與美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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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協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美國

人在臺灣的足跡，1950-1980』國際學術研討

會」；與臺灣音樂中心共同主辦「從78轉到

01：臺灣流行音樂百年風格研究數位典藏展

覽」、系列講座及「臺、國語老歌導聆音樂

會」。

  100年度國圖各項重要業務推展如下：

一、徵集圖書資訊

100年度經由法定送存、捐贈、購買及交

換途徑徵集到館之圖書資料，無論質與量皆較

過去成長，共計徵集進館圖書170,139冊，期

刊報紙8,613種、非書資料31,466件、西文電

子書60,000種、中文電子書近70,000種，並於

「數位出版品平臺系統」中新上架6,000冊電

子書提供閱覽。

由於國圖對典藏環境與文獻資料整理的

用心深獲肯定，因此100年度有幸獲自各界捐

贈內容主題豐富且類型多元的藏品，較大宗者

包括國防大學捐贈清末江南製造局的翻譯叢

書；詩人張默捐贈「臺灣新詩長卷」10卷；收

藏家王水衷捐贈王國璠藏書；魏志昌捐贈金學

大師魏子雲手稿與書信；其他來自個人與團體

的捐贈亦是彌足珍貴。這些來自民間的捐贈藏

品對充實國圖漢學研究資源及提供學術研究皆

有相當大的助益。

二、組織圖書書目

與99年相較，各類型圖書資料之書目編

製量，因進行系統更新而稍呈負成長，總數為

145,953冊（件）；團體名稱權威及人名權威

紀錄的整理數則持續累積中；另外，提供為

國際圖書館書目交流而上傳中文新書書目至

OCLC WorldCat之腳步不停歇，截至100年底

已累計完成上傳371,908筆。

「 全 國 圖 書 書 目 資 訊 網 」 （ 簡 稱

NBINet）已有75個合作館，總書目記錄已達

近940萬筆，館藏註記更高達1,752餘萬筆。

自99年11月開始進行全館包括新書預

行編目及館藏書目紀錄格式由CMARC改採

MARC21的大工程，100年度已陸續完成系統

建置、館藏書目紀錄及權威紀錄資料庫轉檔、

編目人員教育訓練、工作手冊編寫等，於12月

6日MARC21正式全面上線，CMARC至此功成

身退。

三、整理與傳佈特藏

100年度除賡續參與國內數位典藏計畫

外，並努力擴展古籍數位化合作案以無盡延伸

虛擬館藏，合作單位除美國國會圖書館、華盛

頓大學圖書館、法鼓佛教學院在內的國內外圖

書館外，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亦加入合作行

列。

「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歷年來致力與

海內外蒐藏中文古籍單位合作，將散佚海外中

文古籍文獻，透過國際合作彙整書目資料，達

到資源共享的目的。目前彙整包括臺灣、大

陸、香港、澳門、日本、韓國、美國、歐洲地

區等中文古籍收藏圖書館的書目，每年定期匯

入新增與修改資料並剔除重覆，100年新加入

哈佛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

康乃爾大學東亞圖書館及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

館4所，全年度各館共轉入18,000筆新書目，

目前計有43所中文古籍典藏單位提供書目，書

目資料達625,449筆。

為普及古籍文獻的閱讀與賞析，100年度

舉辦「刻．畫人間：本館館藏古籍文獻版畫

展」及「啟蒙：館藏清季報刊文獻展覽」2檔

優質古典文獻展覽，並同步於線上展覽館展

出，除展覽外，並推出多種內容多元的古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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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期使古籍更普級化。

四、提供讀者優質服務與空間

有鑒於高中生因應多元入學方式的需

求，國圖自7月1日起將行之多年的19歲以上入

館年齡限制，調降為年滿16歲，滿足高中生

入館進行蒐集論文或報告資料的需求，是100

年度最重要的閱覽服務創舉。另外，為能提供

優質及貼心的閱覽空間，99年度結合科技以提

升服務設施，包括建置「電腦座位預約管理系

統」及新設「數位閱讀體驗區」。

參考諮詢服務除提供透過各種管道及

「學科專家諮詢服務」進行參考問題諮詢服務

外，並致力維護與擴增「參考服務園地」及各

專題資料庫內容，將參考館藏無限延伸至全國

乃至全球。除此而外，100年度更有系統地積

極進行作家手稿的訪查，除擴增「當代文學史

料加值系統」內容外，亦可豐富國圖特殊館藏

之典藏。

五、進行數位典藏與服務

國圖為縮短城鄉空間差距及彌補開館及

區域限制，不遺餘力於各重大資訊系統的硬、

軟體建設，乃至整個網路環境的建構，繼99年

度完成異地備援機制，100年更完成原館無線

網路基礎環境建置，並於4月25日正式啟用一

次到站的「知識支援入口網站」系統，逐步達

成提供優質數位服務的目標。由於99年底新一

代「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上線後，使

用人數逐月創新高，是故100年度資訊使用人

數達到歷年最高峰，達到每秒鐘有15.14拜訪

人次，較之99年每秒鐘6.83人次，成長率高達

121.7％。

近年來，國圖不間斷地進行館藏數位化

工程，100年的業務成果包括新建置「臺灣近

十年中文工具書選介主題資料庫」，收錄89年

至99年約8,000餘種工具書書目與簡介；持續

進行中的臺灣鄉土文獻資源數位化、古籍文獻

數位化；進行廣播錄音資料的「留聲歲月聲音

史料數位典藏建置」；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進行「清末明初地圖」及「政府

統計書刊」數位化合作等。另外，也持續維護

臺灣網站典藏系統功能及內容，已累計收錄逾

46,000個網站。

另外，100年度亦以「國家圖書館：全媒

體數位拓展成果與願景」為主軸參加第19屆臺

北國際書展，展示國圖建置的重要系統及數位

化成果。

六、服務圖書館界

國圖在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事業發展業

務有相當程度的進展，首先，開辦圖書館員在

職進修的相關班別為國圖常態性的輔導措施，

100年與政治大學合作開設第5期「圖書館高階

主管菁英碩士學分班」及第10期「圖書館專業

人員進修學士班學分班」；與高雄市立圖書館

合作辦理2期「員工在職進修暨圖書館從業人

員進修研習會」；辦理資訊組織暑期研習班，

並邀請美國大學圖書館編目主管來館進行專題

演講。

其次，賡續舉辦「第3屆績優編目人員選

拔」，共有來自各級圖書館10位優秀編目人員

獲選，並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中接受頒

獎表揚。該項選拔於100年度獲獎名單產生後

即走入歷史，101年度將轉型成為全方位而非

單一特定業務項目之獎勵並擴大辦理。

再者，自100年4月起開放授權國內圖書館

界申請使用「CMARC轉MARC21轉換程式」，

並辦理「CMARC轉MARC21書目轉換」座談會

及教育訓練；於年底完成之「MARC21拼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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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應用系統」開放圖書館界使用，帶動國內圖

書館界加速中文書目的國際化。

七、服務出版業界

繼99年「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

詢系統」全新改版正式上線，提供出版業界更

便利的申請程序後，100年度再啟用以預行編

目書目紀錄為主體的「主題隨選百科書目服

務（SOD）」，提供透過主題訂閱服務的機

制，採主動式服務，按時將新書資訊傳送到不

同需求層次的使用者。

自88年1月創刊以來的《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不斷地求新求變，讓各界迅速掌握國內

最新的出版訊息，廣受各界好評；100年新增

「品味閱讀」專欄並機動出版專刊，結合館內

各項優質的閱讀推廣活動及集結有關閱讀相關

議題，提供豐富多元的閱讀視野。

為了因應出版業界對於電子書的國際標

準書號申請的需求，特於100年訂定與公布

「國家圖書館電子書國際標準號申請作業原

則」。

八、推動學術合作與交流

國家圖書館除負有典藏國家重要文獻

之重責大任外，亦肩負國際學術與合作交流

的使命與任務。100年度在既有基礎上積極

開拓與國外圖書館及政府機構建立新合作關

係，例如與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合作古籍數位化；曾

淑賢館長率團參訪俄羅斯12個重要圖書館與

漢學研究機構，並與俄羅斯國家兒童圖書館

（Russian State Children’s Library）、俄羅斯

科學院東方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簽署合作協議；持

續積極參與「世界數位圖書館（World Digital 

Library，簡稱WDL）」會議與合作計畫，所

上傳的31種古籍100年正式以7種語言展示於官

方網站公諸於世；同時邀請國際專家學者參與

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的專題場次仍是重要年度

項目。

在國際交流部分，全年總計參加國際會

議與文教活動計14團26人次，分別出席國際組

織年會及重要的國際會議，並在會中發表專題

演講或研究論文，並且有來自全球各地52團，

375人次到館訪問。此外，國圖兼辦的漢學研

究中心向來為國際漢學研究重鎮，全年有來自

全球共15位外籍漢學家來館進行漢學研究並發

表研究成果，亦繼續接受外交部委託辦理以臺

灣、兩岸、中國、亞太及漢學為研究主軸的

「臺灣獎助金」，全年共有74位學者獲獎。

九、研究與出版

國圖於100年共有32位同人提出21篇精彩

的自行研究成果，以做為國圖未來業務推行及

施政的重要智囊。同時，該年度首創「創意提

案」全館性競賽活動，由期刊文獻中心的「期

刊文獻索引單E化作業計畫」拔得頭籌。

100年的連續性出版品計有《國家圖書館

館刊》、《國家圖書館英文通訊》、《中華民

國圖書館年鑑》、《漢學研究》、《漢學研究

通訊》、《新書月刊》、《國家圖書館電子

報》等，其中《漢學研究》更於100年度蟬聯

獲選收入國科會「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

刊」（THCI Core）。在圖書方面，共有《臺

灣平埔族生活圖誌》《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

書目．2009》、《國家圖書館年報2010： 國

家圖書館數位拓展年》、《日據時期的基隆與

宜蘭》、《聚珍擷英：國家圖書館特藏精選圖

錄》新版電子書、《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

議事錄》、《青春久久》、《緣聚蘭臺》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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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書、《漢學通覽經典》系列電子書、《臺

灣記憶》系列電子書、與智慧藏合作《國家

圖書館漢學通覽經典電子書：工具書篇》、

《MARC21 Bibliographic Format轉中國機讀編目

格式第三版對照表》、《MARC21書目紀錄中

文使用手冊：圖書、連續性出版品》等13種。

由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新發行的「漢學

研究中心資料組室新書通報」於1月創刊，採

月刊方式刊載於漢學研究中心全球資訊網並同

步自動寄送至訂戶信箱。

十、重要業務統計

 資料語言  100年館藏  100年

資料型態  中文  外文 總館藏數量

非電子化館藏    

 圖書（冊）  2,274,641 440,307 2,714,948

 善本舊籍（種/冊）  260,122 4,216 264,338

 小計  2,534,763 444,523 2,979,286

非書資料

手稿  245  245

微縮資料

  微縮母片（片/捲）  72,369 72,369

   微縮單片  896,678 896,678

  微縮捲片  71,322 71,322

地圖資料  26,579 26,579

樂譜（散件）  1,272 1,272

視聽資料  151,872 151,872

靜畫資料  20,229 20,229

其他圖書文獻  92,348 92,348

小計  1,332,914 1,332,914

連續性出版品

期刊（紙本或微縮）  7,214 7,122     14,336

報紙（紙本或微縮）  93 44 137

小計  7,307 7,166      14,473

電子化館藏

電子期刊  25,009 155,247 180,256

電子報紙  13 1 14

電子書  68,658 56,791 125,449

外購資料庫  175 106 281

小計  93,855 212,145 306,000

 
總計

  2,635,925 663,834 
4,632,673

     1,332,914（非書資料）

（一）館藏數量                                                                                   

                  單位：種 / 冊 / 件 / 張 / 片 / 捲表8  國家圖書館館藏數量統計表（10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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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服務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非電子化館藏

圖書

 中文圖書  150,258 152,035 112,567

 西文圖書  9,201 7,689 6,335

 日韓文圖書  7,131 7,242 5,964

 善本舊籍  126 0 32

期刊

 中文期刊  2 2 11

 西文期刊  82 268 28

 日韓文期刊  842 1,243 794

非書資料  46,564 51,644 20,261

 電子化館藏

光碟資料庫  303 0 12

線上電子書  63,568 39,931 64,012

總　計  278,077 260,054 210,016

1.館藏資料編目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國際標準書號（ISBN/種） 40,575 43,257 46,603

出版品預行編目（CIP/筆） 25,321 26,388 27,394

錄音/影資料代碼（ISRC/筆） 7,410 7,671 7,050

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筆） 123 94 自100年起ISSN總部

   不再受理轉件申請

ISBN/CIP書目下載（筆） 558,133 554,331 374,592

2.國際標準編碼                                                                                                                     

表9　國家圖書館館藏資料編目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冊／種

表10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編碼業務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種／筆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書目紀錄（累計/筆）  8,153,745 8,700,166 9,391,476

館藏註記（累計/筆） 15,535,417 16,436,280 17,524,162

合作館書目上傳（累計/筆） 17,065,132 18,242,085 19,527,151

轉出書目紀錄（年度/筆） 624,270 480,504 664,041

查詢檢索（年度/次數） 24,337,591 12,986,667 15,404,072

權威紀錄（累計/筆） 282,557 299,402 298,692

3.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表11　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筆／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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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者服務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閱覽總席位（席）   715 817 817

檢索席位（席）  172 198 198

自修室席位（席）  258 258 258

使用者人數

目前辦理登記使用者總人數  1,148,401 1,176,887 1,205,745

新辦理登記之使用者人數  31,866 28,486 28,858

到館（人次）  549,315 465,313 485,318

借閱量（人次/冊數）  259,575/479,044 229,751/432,360 235,847/472,550

圖書資料重製量

複印量  12,974,109 9,440,713 6,100,668

列印量  2,453,828 2,368,372 1,524,278

登記使用館內電腦資訊檢索（人次） 436,722 482,080 225,162

1.概況 Overview             

（1）主館舍（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部分）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閱覽席位（席）  50 48 51

檢索席位（席）  7 7 7

到館（人次）  4,055 3,260 2,839

複印量（張）  110,400 95,400 53,317

列印量（張）  2,500 6,300 482

登記使用館內電腦資訊檢索（人次）  1,242 900 527

（2）資訊圖書館  （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13樓部分）  

表12　國家圖書館主館舍讀者服務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席／人次／冊次

表13　國家圖書館資訊圖書館讀者服務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席／人次／冊次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閱覽席位（席）  90 92 110

檢索席位（席）  17 17 20

到館（人次）  18,312 46,272 50,713

借閱量（人次/冊數）  10,208/22,709 12,772/23,833 12,717/20,733

複印量（張）  205,178 168,884 114,989

列印量（張）  7,536 10,933 9,896

（3）藝術暨視聽中心（臺北市延平南路156號部分）                                                 

表14　國家圖書館藝術暨視聽中心讀者服務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席／人次／冊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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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電子郵件諮詢（人次）  399 606 387

網路諮詢（人次）  694 758 637

臨櫃檯諮詢（人次）  58,605 68,843 50,727

電話諮詢（人次）  2,839 4,398 1,837

書信諮詢（人次）  20 70 18

總　計  62,557 74,675 52,582

2.參考諮詢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國內館際 他館請求借出數量 2,429 7,566 4,960

複印  （18,419） （66,110） （37,689）

 向他館請求貸入數量 117 66 84

  （1,621） （726） （568）

國際館際 他國請求借出數量 143 105 85

複印  （4,379） （2,592） （2,401）

 向他館請求貸入數量 6 36 70

  （38） （110） （197）

3.館際合作                                                                                                                                   

表15　國家圖書館參考諮詢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人次／場次

表16　國家圖書館館際合作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件（張）

 項目 98年 99年 100年

課程數  222 340 252

認證課程數（門／時數）  29/74 80/140 156/307

學習人次  44,776 117,651 52,049

取得認證課程人次  13,835 74,275 31,919

認證課程學習總時數  36,422 252,877 76,929

4.數位學習課程（遠距學園線上學習）

表17　國家圖書館數位學習課程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門／人次／時數

 項目 100年

網路資訊系統拜訪總人數 477,401,366

書目建檔新增筆數 523,369

影像建檔新增影幅 1,412,646

（四）資訊網路系統                                                   

表18　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統計表（100年度）  單位：人次／筆數／影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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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全國圖書館事業

歷經3任館長籌辦的「第四次全國圖書館

會議」於99年12月28日由蕭萬長副總統主持，

隆重拉開序幕，並於12月29日圓滿落幕。全國

600多位來自各類型圖書館的從業人員及學界

代表，分別就5個中心議題進行討論，共同凝

聚近60項結論。100年伊始，由曾淑賢館長接

棒，進行會議結論釐清與整合，自6月份開始

在教育部指導之下，邀集圖書館界的專家學者

共同執行「圖書館事業發展策略與方案研訂計

畫」。

該項計畫由曾館長擔任計畫主持人，分

別由胡歐蘭、吳明德、楊美華、黃鴻珠及陳昭

珍分別擔綱策略發展小組召集人，各小組下配

置人數不等的委員，共有37位；先由策略發展

小組召集人就規劃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願

景、藍圖、發展目標等大方向提出見解與共

識，並就各小組分別提出的策略及方案進行分

析、篩選與整合。

經過長達5個月的密集研商與凝聚共識，

共同提出《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及推動策

略》，為未來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擬訂7大目

標、46項推動策略及108種方案，並附帶包括

〈圖書館法〉、〈著作權法〉、〈學位授予

法〉、「專業人員資格認定」、「各級圖書館

營運基準」及「圖書館輔導要點」等現行法規

與行政規則的修正建議。

推行國際圖資專業學術交流

一、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會長訪臺

國圖繼 9 9 年邀請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 I F L A）祕書長尼克爾森（ J e n n i f e r 

Nicholson）來臺演講及交流，100年4月21日

再度邀請到會長泰蕬（Ellen Tise）來臺訪問，

以「Libraries are Critical Institutions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並參與

「公共圖書館如何培養並提升國民閱讀能力論

壇」，為國內圖書資訊界帶來國際新趨勢與新

觀念。

二、舉辦古籍版本鑑定專題講座

    為了提升國內古籍從業人員古籍鑑定

專業知能並進行古籍修護人才培育，國圖與國

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邀請美國哈

佛大學燕京圖書館（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善本書室前主任沈津，自11月7

日至11日進行為期5天的「古籍鑑定專題講

座」，透過教學與古籍原件展讀方式講授古籍

鑑定、著錄規則與書志撰寫、版本、古籍市場

與採訪等課程，並進行以「古籍版本鑑定人才

的培育與未來」為題與60位來自國內、北美、

香港、大陸的學員進行座談、交流。

三、舉辦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

國圖於98年首度舉辦以海外東亞圖書館

館員為研習對象的「國際圖書館研習班」，由

於課程內容紮實，深受各館讚譽。「2011年國

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漢學研究資源及服

務」在眾望之下，於100年10月17日開訓，有

來自美、澳、加、香港、澳門及新加坡27位圖

書館員共同參與5天的研習。該研習班邀請國

內外知名講座進行精闢見解闡述，同時也安排

國內相關機構實地分享數位典藏資源建置，課

程動靜並蓄，深入淺出，是一項相當成功的學

術研習。



48

中華民國一○一年圖書館年鑑 

異業結盟推廣閱讀

一、辦理「文學不老．愛荷華：現代中文

小說月」系列閱讀活動

旅美作家聶華苓創辦的「國際寫作計

畫」迄100年已邁入45周年，國圖與國立臺灣

大學、趨勢基金會、文訊雜誌聯合辦理「2011

向大師致敬：聶華苓」系列活動，並結合國圖

館慶及「423國際閱讀日」，以「文學不老．

愛荷華」規劃舉辦為期1個月的「現代中文小

說月」系列閱讀活動。活動內容多元、活潑，

包括「跨越．回返：駐訪愛荷華之臺灣小說作

家展」、「跨越．回返：駐訪愛荷華之臺灣小

說作家主題書展」、「讀享．讀饗：駐訪愛荷

華之臺灣小說家文學講座」及有獎徵答等。

二、製播「空中博覽會」節目推廣閱讀

由國圖與警察廣播電臺共同合作製播的

「國家圖書館：空中博覽會」節目，自6月13

日起至9月26日止每週一上午11時45分，於

FM104.9 全國治安交通網頻道播出15分鐘的訪

談節目。 

該節目透過live現場訪問方式，由主持人

劉琇如訪問國圖館長、各業務單位主管及業務

承辦人，向聽眾介紹國圖的特色館藏、讀者服

務、數位資訊服務以及閱讀推廣活動等，共播

出15個單元。訪問內容皆獲得授權放置於國圖

「數位影音服務系統」提供讀者公開點播。

三、舉辦「民國一百、讀享『經』彩」系

列活動

欣逢建國百年，國圖藉由典藏豐富的古

籍文獻及數位影像資源，以「讀享『經』彩：

閱讀古人生活美學」為題，規劃5大主題、10

部經典，涵蓋明人的文學、茶藝、旅遊、愛情

與處世之生活美學，透過講座、古籍展覽、藝

文表演、出版專輯等方式，並串連全國108所

圖書館及相關機構共襄盛舉，展開精緻且令人

驚豔的經典尋幽之旅。尤其是借助包括中國

時報、IC之音．竹科廣播電臺、國立教育電

臺、三立電視臺及大愛電視臺等平面、廣播及

電子媒體等強大的媒體傳播力量，激起民眾對

閱讀中文經典的興趣與熱情，使得該項活動獲

得空前的迴響。

漢學研究中心三十而立

成立於民國70年的漢學研究中心，由教

育部指派國家圖書館兼辦，在建國百年的歡慶

聲中，國圖與來自國內外見證漢學研究中心30

年來努力「漢．全世界做朋友」的成長足跡的

學者專家共同分享歡度30周年慶的喜悅。10月

13日在宣讀總統馬英九頒贈書面「薪傳弘遠」

賀詞中拉開系列慶祝活動的序幕，除了慶祝

會、歷年來137位獎助學人的著作展外，10月

14日召開「臺灣漢學新世紀」學術研討會。在

慶祝會中，同時成立「世界漢學學友會」，

成為歷年來360餘位及往後的獎助學人搭起友

誼的橋樑，並於Facebook網路社群平臺成立社

團，建構臺灣與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聯絡網。

10月14日，漢學研究中心以新的里程碑

跨出三十而立的步伐，在美國紐約、休士頓及

洛杉磯等3處建置實體的漢學書房同步啟用，

將漢學研究中心的實質影響力由臺灣擴散至美

洲，促進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走向國際　建置「漢學書房」在「臺灣
書院」

為推展臺灣特殊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經

驗成就，做為臺灣走向國際的重要媒介及國際

社會認識臺灣的平臺，行政院整合中央部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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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單位資源，在海外設立的「臺灣書院」，

100年先行在美國紐約、洛杉磯與休士頓等3處

設立並於10月14日同步開幕。國圖以長期向海

外推廣漢學的經驗，負責建置實體「漢學書

房」（Resource Point），並籌組規劃「臺灣漢

學講座」（Chinese Studies Lecture Series），及

以精選自建優質數位專題資料庫與「數位臺灣

書院資訊整合平臺」連結，積極向全世界推介

臺灣精良的出版品和學術研究成果，以彰顯中

華文化的新時代價值與品牌特色。

榮獲國際各項獎勵　數位加值服務獲肯定

一、「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榮獲美國圖

書館學會2011年國際創新服務獎

整 合 數 位 出 版 品 的 國 際 標 準 書 號

（ISBN）申辦、送存、授權、典藏、分類編

目、版權管理、書訊傳播及全文閱覽等一貫之

作業機制於一體的「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

（E-Publication Platform System, EPS）， 

榮獲美國圖書館學會2011年國際創新服

務獎（The 2011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國圖採訪組蔡

佩玲主任於6月27日代表國圖自ALA會長MS. 

Roberta A. Stevens手中接受此項榮譽。該系統

亦同時獲入選ALA年會海報展名單，會場以大

幅海報方式呈現EPS的系統架構及不同閱讀模

式等，深受與會者讚賞與肯定。

二、「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榮獲

太平洋鄰里協會圖書海報競賽第一名

1 0 0 年度太平洋鄰里協會（ P a c i f i 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簡稱PNC）年會於

泰國召開，國圖除負責籌組專題場次並由曾淑

賢館長於年會中發表專題演講外，另以「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主要標的內容設

計海報，角逐圖書海報競賽，由於海報設計圖

文並茂兼及曾館長親自解說，終獲首獎殊榮。

民國 100至 103年中程發展策略計畫
（節錄）

策略一、研訂全國圖書館發展策略與計畫

提出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及發展計畫，

帶領全國圖書館事業的進步。與各類型圖書

館、圖書資訊系所及專業學會合作，研擬全國

圖書館發展政策，以每六年為一階段，提出願

景、策略及實施方案，透過政府立法及經費編

列，逐步落實。

策略二、連結全國各界推行生活閱讀運動

推動全國閱讀運動，與出版社、書店、

媒體、學校、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合作，辦理

各縣市閱讀力及民眾閱讀興趣和習慣調查、以

及推動朗讀節、讀書節、經典日等閱讀活動，

提升社會閱讀風氣及學生閱讀力。閱讀生活讓

閱讀進入每個民眾的生活。

策略三、促進海內外圖書館館際合作交流

加強國家圖書館與世界各國圖書館的合

作關係、協助國外圖書館進行中文資料之採購

和編目，以推廣中文資料之利用，並推動國內

各類型圖書館與國外圖書館進行圖書交換及合

作交流。

策略四、建立圖書館專業服務標準及指南

建立專業服務標準及指南，作為各類型

圖書館提供服務的指引及努力目標，以提升各

層級各類型圖書館的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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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五、推展圖書館數位知識閱讀與服務

建立數位出版及取用平台，推展數位化

知識服務；並建置數位圖書館服務空間，讓民

眾體驗數位閱讀生活及未來圖書館服務。

策略六、形塑國家圖書館專業及創新形象

強化組織效能、提升服務品質、建立優

良組織文化、追求服務創新、精進人員專業、

型塑組織形象，打造卓越知識團隊，重建國家

圖書館的專業領導地位，並形塑國家圖書館創

新、進步形象。

策略七、建構完整的各級圖書館服務體系

建構完整的圖書館服務體系，與大學圖

書館、公共圖書館、中小學校圖書館形成策略

夥伴，成為健全綿密的服務網絡，共同推動閱

讀及提供專業化圖書館服務。

策略八、建立全國圖書資源採購處理中心

建立全國圖書資源採購及處理中心，協

助國內圖書館徵集、採購、處理東南亞國家圖

書資料及製作視障讀者所需點字、有聲和數位

資料，提供各圖書館在視障讀者、弱勢讀者及

多元文化服務上所需之各種資源，以解決語文

人才及專業人力不足，所造成的城鄉服務落差

情形。

策略九、充實多元館藏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充實各種媒體館藏，並以本土化、全球

化和多元化為目標，提供各個專業領域研究發

展及文創所需資料、資訊及知識，提升國家競

爭力。

策略十、推廣漢學成為國際華文交流重鎮

加強國際間漢學推廣、合作與研究，成

為華文世界重要的典藏、研究及供應中心。

策略十一、加強政府各部門之決策知識服

務

加強對政府各部門的知識服務，以個人

化、客製化的服務模式，提供各部會決策所需

參考資料，以提高決策品質。

策略十二、推動設置多元類型圖書館與服務

推動國立兒童青少年圖書館、科技專門

圖書館及藝術圖書館的設置，使我國圖書館事

業能分齡分眾關照各個族群及各種需求，並提

升圖書館服務的專業性。

策略十三、推動閱讀社區校園及圖書館認證

推動閱讀社區及閱讀校園認證（社區圖

書館數量、館藏數量、閱讀人口、借書、購書

情形、書店、學校圖書館、家中藏書）、優質

圖書館認證。

策略十四、推動雲端電子書庫及數位真體驗

推動雲端電子書庫及數位體驗空間的建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