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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團體

 ▓ 宋建成

綜述

圖書館團體係指以圖書館員為主體所共

同組織的專業團體，可分為學術性及合作性兩

種。圖書館學術團體，顧名思義是以研究圖書

館學術，發展圖書館事業，並謀圖書館的聯絡

與協助為宗旨。隨著時代的演進，日新月異，

鑒於學術與事業的發達，都因不斷研究而進

步，身為圖書館員，實有相互聯絡共同商討學

術的必要，於是有集合圖書館員的組織。此一

組織有依地域分，如由地方、全國、全世界的

圖書館界人士組成；有依圖書館性質分，如分

由大專校院、中小學、專門圖書館的館員組織

之。我國全國性的圖書館學術團體有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中華

資訊素養學會、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ASIS&T）臺北分

會。至於地方性的圖書館學術團體，則付之闕

如。

及至二次大戰後，圖書資訊激增，價格

又飛漲；越來越多的新技術應用於服務，圖書

館資源有限，各種圖書館合作團體或資源共享

組織順勢興起。這是將圖書館某項職能採由一

些圖書館共同分擔的營運模式。圖書館與圖書

館之間，為增進各項服務與資源分享，同時具

有正式的行政組織與管理程序，俾便推動各項

合作事宜。目標在提高圖書館的經濟和社會效

益，各館可運用有限的經費和資源，使得讀者

獲得儘可能多的圖書資訊和圖書館服務。這些

共享的資源可以是實物、人力、經費，包括合

作館藏發展及利用、館藏機讀目錄、整合資源

及建置數位圖書館、資訊素養、教育訓練、實

體館藏倉儲式存貯設施、電腦設備、人員的專

長等。資源共享的方法和手段如館際互借、合

作採訪、合作編目與編製聯合目錄、建立資源

共享網路等。我國全國性圖書館合作團體有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有限責任臺灣電子

書供給合作社、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區域性館際合作團體、組織或協定，係

以理念及地緣相結合，多以大專校院圖書館為

主軸，從臺灣北部到南部均所在皆有，其中亦

有密切合作，具有成效者，如民國87年成立迄

今的八芝連館際合作組織。他如自90年以後，

教育部開始推行高中職社區化政策，將圖書館

館際合作列入項目，促使高中職圖書館之間形

成區域性的館際合作組織，雖一時頗受各方矚

目，但有待持續觀察。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管理

（一）該學會置理事33人、監事11人，由會

員選舉之，任期2年，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另置祕書長、副祕書長

各1人，在理事長之指揮監督下，執

行理事會、常務理事會之決議，處理

日常會務，副祕書長襄助之。第51屆

（99年1月至100年12月）理監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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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理事長陳雪華，常務理事王梅

玲、宋雪芳、林呈潢、邱炯友、柯皓

仁、莊道明、曾堃賢、黃雯玲、蔡明

月、顧敏，理事于玟、朱則剛、余顯

強、吳美美、吳英美、林巧敏、林志

鳳、林信成、林珊如、邱子恒、俞小

明、姜義臺、張慧銖、陳亞寧、陳和

琴、陳宗鈺、黃慕萱、賴忠勤、謝寶

煖、羅思嘉、嚴鼎忠、顧力仁；常務

監事蘇忠，監事宋建成、林光美、卓

玉聰、陳昭珍、項潔、黃鴻珠、楊美

華、溫達茂、盧秀菊、薛理桂。祕書

長為彭慰，副祕書長為張素娟。共設

置18個委員會、2個小組，共同規劃推

動會務，100年各項會務進行順利圓

滿。

（二）該學會於100年12月3日假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召開第52屆第1次會員大

會。會中選舉第52屆理監事，理事當

選名單如下：于玟、于第、王梅玲、

朱則剛、吳政叡、吳美美、吳錦範、

呂春嬌、宋雪芳、林巧敏、林呈潢、

林志鳳、林珊如、邱子恒、邱炯友、

俞小明、余顯強、姜義臺、施純福、

柯皓仁、高鵬、涂進萬、張慧銖、莊

道明、陳亞寧、曾淑賢、曾堃賢、黃

雯玲、蔡明月、蔡淑香、鄭麗敏、賴

忠勤、謝寶煖；監事當選名單如下：

宋建成、林光美、陳昭珍、陳雪華、

彭慰、黃鴻珠、楊美華、詹麗萍、鄭

恒雄、盧秀菊、薛理桂。復於12月26

日召開第52屆第1次理事會議及第1次

監事會議，選舉曾淑賢為理事長，宋

建成為常務監事，常務理事如下：王

梅玲、呂春嬌、宋雪芳、林呈潢、林

志鳳、林珊如、邱炯友、柯皓仁、高

鵬、黃雯玲。

（三）第51屆各委員會及小組主任委員及召集

人名單如表162。

 1 教育委員會 蔡明月

 2 研究發展委員會 卜小蝶

 3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黃鴻珠

 4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蘇德仁

 5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 林慶榮

 6 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賴苑玲

 7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黃雯玲

 8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王珮琪

 9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邱子恒

 10 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曾淑賢

 11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柯皓仁

 12 分類編目委員會 藍文欽

 13 國際關係委員會 林志鳳

 14 會員發展委員會 羅思嘉

 15 出版委員會 黃元鶴

 16 年會籌備委員會 劉淑德

 17 公共關係委員會 林光美

 18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黃泰運

 19 書香社會推動小組 呂春嬌

 20 圖書資訊學期刊發展小組 林珊如

註：該學會截至100年12月31日止，會員共計1,945
名，其中團體會員470名。

表16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1屆各委員會及小    
               組主任委員及召集人一覽表

 序號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舉辦專題演講、論壇及研討會等活動

1. 2月9日，財團法人臺北書展基金會委託

該學會於第19屆臺北國際書展辦理「當

閱讀力碰到國家競爭力」高峰論壇。由

該學會企劃，並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

基金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中圖

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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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合辦，於世貿展覽一館2樓，第三、四

會議室舉行，活動圓滿成功，各界踴躍

參與，與會人員共計312位。

2. 2月24日，該學會與國家圖書館共同主

辦，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行「2011年

資訊服務專業區域合作研討會」，會中

邀請艾布達拉（Dr. Fawz Abdalla）、艾布

杜拉夕（Dr. Ismail Abdullahi）、多爾納

（Dr. Dan Dorner）等3位國際學者專家

談論由圖書資訊教育觀點談論提升資訊

服務專業的區域合作，參與人員共計98

位。

3. 4月20日起，「2011國民中小學圖書館

亮起來」研習活動於各地區陸續舉辦，

該研習活動由教育部指導並部分補助經

費，該學會主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屏東縣政府

教育處、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臺東縣政

府教育處協辦。各地區承辦單位、負責

人、活動日期及與會人數如表163。

4.4月25日，由國家圖書館主辦，該學會及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協辦，假國家

圖書館188會議室舉行「公共圖書館如何

培養並提升國民閱讀能力?」座談會，邀

請到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會長

泰蕬（Ms. Ellen Tise）與國內公共圖書

館專業人員進行座談，參與人員共約50

位。

5.100年度研習班於7月4日至8月19日陸續

辦理，各研習班一覽如表164。

6. 7月7日，有關100年度「喜閱臺灣，臺灣

喜閱：找尋319喜閱服務團隊」服務計畫

評選結果如下：（1）弘光科技大學服

務學習中心；（2）明道大學圖書館；

（3）高苑科技大學圖書館。計有3個團

隊，補助金額157,650元。

7. 8月11日，該學會與國家圖書館合辦「重

新思考讀者服務——從讀者主導購書計畫

與網路整合規模資源發現服務談起」專

題演講，邀請在美國圖書館界從事編目

作業之徐蕙芬及戴怡正分享經驗（見頁

307）。

8. 8月25日至26日，該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

會假花蓮慈濟大學演藝廳舉辦「第33屆

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1海峽兩

岸圖書館研討會」，共計76人參加。

1 臺北地區 臺北市康寧國民小學 5月31日 連德盛校長 118

2 桃竹苗地區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 5月18日 區國良館長 126

3 臺中地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圖書館 6月1日 陳曉嫻館長 99

4 嘉義地區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 5月13日 陳嘉文館長 77

5 臺南地區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5月30日 陳海泓教授 95

6 高雄地區 高雄市立圖書館 6月13日 施純福館長 79

7 屏東地區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圖書館 6月11日 簡貴雀館長 151

8 花蓮地區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4月20日 張  璉館長 63

9 臺東地區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館 6月8日 傅濟功館長 53

  合計   861

表163　「2011國民中小學圖書館亮起來」研習活動一覽表

 序號 地區 承辦單位 活動日期 負責人 與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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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月17日至21日，該學會協辦，由國家

圖書館主辦「2011年國際圖書館專業館

員研習班：漢學研究資源及服務」。

10. 10月28日，該學會協辦由紙文物維護學會

主辦「博古通今——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

」，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421教室辦理。

11. 11月21日該學會假臺北市立圖書館10樓

會議廳舉辦「2011年海峽兩岸公共圖書

館服務座談會」，計有兩岸公共圖書館

學者專家約60人參加。

12. 12月2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

，美國在臺協會、國家圖書館及該學會

主辦，中華民國外交部協辦，假國家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美國人在臺灣的

足跡，1950-1980國際研討會」（見頁

307）。

13. 該學會「2011年會系列活動」於12月2

日至3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辦，除召開第

52屆第1次會員大會，並舉辦2011圖書

資訊學研討會、2011圖書資訊學優秀學

位論文發表會、圖書資訊展覽及高中職

圖書館海報展等系列活動。參加活動人

數為387人（見頁308）。

14.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並部分補

助該學會主辦，美國在臺協會及各相關

單位承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美國人在臺灣的足跡』特展暨研討會

」巡迴展（見頁308）。

1
 圖書館閱讀推廣行銷及利用教育 國立臺中圖書館、臺中市大墩文 

7月4日至8日 26
 專題研習班 化中心

2
 數位攝影與電子書製作實務研習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7月4日8日 23
 班

3 圖書館創意服務規劃研習班 臺北市立圖書館 7月11日至15日 64

4 電子書與數位出版研習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暨圖書 

7月11日15日 45
  資訊學研究所

5 影音多媒體創作實務研習班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7月11日15日 32

6 校史與機構歷史管理研習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7月18日至22日 44
  研究所

7
 數位趨勢與圖書資訊創新服務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7月25日至29日 51
 習班

8 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7月25日至29日 32

9 圖書醫生培訓進階班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8月1日至5日 29

10 資訊組織基礎班 國家圖書館 8月1日至5日 39

11 資訊組織進階班 國家圖書館 8月8日至11日 27

12
 雲端運算與行動技術在圖書館服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8月8日至12日 29
 務的應用研習班

13 書與閱讀——書的文化研習班 國家圖書館 8月15日至19日 47

14 讀者行為因應研習班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8月15日至19日 42
  暨圖書館

  合計  530

表164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研習班一覽表（100年度）

 序號 研習班名稱 承辦單位 研習時間 學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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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組團參加國際活動並補助專業人員

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及參加海報展：

1. 1月26日，該學會捐款美金1,000元給

ALA，作為海地地震重建基金。

2. 3月23至24日，該學會與香港圖書館協

會、新加坡圖書館協會等單位共同協辦

亞太區網上資訊展覽（Online Information 

Asia Paci�c 2011）及會議，該活動在香港

會展中心舉辦，由林串良代表參加。

3. 4月11日至16日，該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

會主任委員邱子恒赴中國海南島參加中

國大陸CALIS年會（見頁167）。

4. 5月14日至21日由該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

會邱子恒主任委員率張慧瑾委員等參加

「2011年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MLA）

年會」，於會中發表兩篇海報，主題

分別為「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 

Searching Anxiety Scale」及「Resident 

Physicians’ and Intern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ofessional Use of EBM」

（見頁167）。

5. 6月23日至28日，「2011年美國圖書館學

會（ALA）年會」在美國紐奧良舉行，該

學會由林志鳳主任委員率團參加，計有

18人與會（見頁298）。陳蓉蓉及梁鴻栩

於會中展示海報，主題分別為「When a 

Wuxia Master Meets Star-Crossed Lovers」和

「QCC Makes Difference：More Creative, 

More Satisfactory」。

6. 8月13日至18日，「2011年第77屆國際

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年會」在波

多黎各聖胡安舉辦，該學會由陳雪華理

事長率團，計有26人參加。王君逸並於

會中發表論文「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Library SMS Services – A Case Study of the 

OIT Library in Taiwan」，岳麗蘭及黃文

玉報告世界圖書館運動（Campaign for 

World’s Library）在臺灣的推展計畫（見

頁298）。

7. 10月28日至31日，第7屆海峽兩岸圖書交

易會及海峽兩岸圖書館講座研討會在廈

門舉行，該學會組團前往，計有8人參加

（見頁309）。

8. 補助專業人員參與國際會議：計補助

王君逸（IFLA）、陳宗鈺（IASL）發

表論文，張慧瑾（M L A）、陳蓉蓉

（ALA）、梁鴻栩（ALA）等3人參加海

報展。

（三）接受委託辦理及研究計畫

1. 參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心靈

陪伴計畫——閱讀暨文化重建網絡案」，

於10月31日結案。

2. 國立臺中圖書館委託辦理「100年國立臺

中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維護、擴

充（全國公共圖書館現況調查系統）及

統計分析」。

（四）專案補助：

1. 教育部補助該學會辦理「2011年國民中

小學圖書館亮起來」研習活動50%的經

費，計新臺幣200,208元整。

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補助該學會執行「推

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臺辦理計畫」，擬

爭取IFLA 2013年衛星城市會議在臺舉

辦，計新臺幣15萬元整。

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該學會與美

國在臺協會及國家圖書館辦理「美國人

在臺灣的足跡」特展暨研討會部分經

費，共計1,716,665元。

（五）為慶祝建國一百年，該學會籌劃出版

《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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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系列叢書，各專書主編並於

「2011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分別報告

內容大要。

（六）其他重要事項：

1.1月7日該學會發函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建請恢復新制「醫院評

鑑」中關於圖書資訊服務相關條文。3月

17日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函復該學會，擬將圖書資訊服務相關條文

移列併入100年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2.該學會提供《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全

文電子檔給國家圖書館的編目園地，以

供需要的讀者使用。

3.李德竹教授親屬擬每年捐贈新臺幣10萬

元成立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其中致

贈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優秀博士

生1名1萬元，碩士生2名各7千元，大學

生2名各5千元；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所優秀碩士生2名各7千元，共計

4.8萬元。另獎助赴中國大陸發表論文研

究生5.2萬元，每名核實補助一半經濟艙

機票款。9月23日，該學會第51屆第10次

常務理事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李德竹教授獎助金補助出席中國大陸

學術會議申請注意事項」。

（七）各委員會辦理重要活動

1. 教育委員會：（1）規劃「中華民國圖書

資訊學教育百年回顧」系列資訊；（2）

為促進圖書館人員專業繼續教育，該委

員會於民國100年規劃與委託各圖書資訊

學系所與圖書館，為圖書館在職人員在

暑期舉辦14場研習班研習，主題多元而

豐富，共計530人次參加。

2. 研究發展委員會：（1）與中華圖書資訊

學教育學會合辦「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

論文獎助」活動；（2）《圖書資訊學學

術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專書編輯。

3.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1）研訂大學

及專科學校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修正

草案；（2）協助學會提供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CNS草—制1000227「資訊與文獻－

圖書館績效指標」修正意見；（3）籌劃

建國一百年大專校院圖書館的發展之專

書綱要；（4）受國家圖書館委託，問卷

調查大專校院圖書館情況，調查結果刊

載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圖書館年鑑》。

4.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1）1月3

日至3月1 8日舉辦技職院校電子書聯

盟：「L & B數位圖書館、Ko o b e電子

書及McGrawHil l電子書好書推薦徵文

活動」；（2）1月10日至3月2日舉辦

「Wiley有獎徵答活動」；（3）5月16

日至6月5日舉辦「設計教學案例研究之

線上應用推廣活動」；（4）7月27日至

9月16日舉辦「課程延伸閱讀電子資源

書單編製活動」；（5）辦理「臺灣學

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各區教育訓

練課程；（6）8月10日臺灣學術電子書

聯盟——電子報第1期開始（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主辦），目前到第6期電

子報（11月1日）；（7）7月1日至12月

31日執行期間，擴展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校數，目前持續擴增成員，加入嘉南地

區技職校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吳鳳

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南榮技術

學院、崑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

學），成員達32校。

5.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1）高中職圖

書館利用教育推廣；（2）協助跨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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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讀書會閱讀心得比賽、小論文寫作比

賽相關事宜；（3）建立全國中小學圖書

館網路論壇；（4）協助辦理數位學習

研討會；（5）舉辦高中職圖書館慶祝

建國百年電腦美工海報繪圖比賽活動；

（6）鼓勵參與臺灣學校圖書館主任學會

（TTLA）；（7）探索RFID學生證在高

中職圖書館之應用。

6. 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1）舉辦「100

年中小學圖書館亮起來活動」研習，於4

月至6月份間，全國共分9大區，在各地

分別舉辦研習與分享活動；（2）協助解

決全國中小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關問

題；（3）協助編撰國小圖書教師手冊；

（4）編輯《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

顧與展望》第四冊學校圖書館史專輯；

（5）匯聚修正《圖書館法》、「圖書館

專業人員資格」及〈國中小圖書館營運

基準〉專家學者意見；（6）編著國中小

圖書編目工作手冊。

7.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1）配合第19屆臺

北國際書展，於2月9日與書香社會推動

小組委員會共同辦理「當閱讀力碰到國

家競爭力高峰論壇」；（2）配合教育部

100年「0—3歲閱讀起步走計畫」，辦理

2階段的研習及培訓；3月21日、22日及

24日分別於北、南、中3區辦理3場「閱

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專業知能

培訓班」，計239位館員參加；4月14日

及24日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辦

理「嬰幼兒閱讀推廣種子人員培訓」，

計218位館員及志工參加；（3）辦理莫

拉克風災國內及國外捐款分配事宜，完

成100年度「喜閱臺灣，臺灣喜閱：找尋

319喜閱服務團隊」服務計畫之審查作

業；（4）9月20日至11月7日於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辦理「臺灣公共圖書館一百年」展覽；

（5）7月至10月辦理公共圖書館訪視共

8縣市16場次；（6）11月起至12月底，

分別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

臺中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及花蓮市

立圖書館辦理北中南東4場「公共圖書館

創新服務研習」，約500人參與；（7）

協助學會提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CNS草-

制1000227「資訊與文獻－圖書館績效指

標」修正意見。

8.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1）協助國家圖

書館做專門圖書館現況調查。此為首次

同步以Listserv的方式發出調查問卷。郵

寄及電子郵件方式共寄出285份問卷，回

收196份問卷；問卷數據在整理後，將

用於《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

展望》系列叢書「專門圖書館」專輯；

（2）與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書館

委員會合作，共同撰寫《中華民國圖書館

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系列叢書「專門圖

書館」專輯。由劉春銀顧問擔任主編。

9.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1）舉辦第33屆醫

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8月25日至26

日舉辦醫學圖書館年會及海峽兩岸醫學圖

書館研討會，參加代表來自國內醫學圖書

館、中國CALIS醫學文獻中心及上海交通

大學醫學院圖書館等17位館長代表團，總

計有76位學員參加，並有28家廠商共襄盛

舉參與現場展示。研討主題分別由邀請自

海內外醫學圖書館界專家學者暢談兩岸醫

學圖書館的創新經營及經驗分享；（2）維

護更新醫學圖書資訊網持續進行更新與維

護醫學圖書資訊網（http://www.la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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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med/members.htm），供各界參

考利用；（3）調查100年國內醫學圖書資

源聯合採購效益及101年度產品優惠方案。

彙整100年AMA、CINAHL……等10種電子

資源聯採優惠方案，100年度進行使用效益

評估，並持續進行101年新購資源的詢價，

將於進行議價後提供各中小型醫學圖書館

選購；（4）新制醫院評鑑對中小型醫院

衝擊研究調查案，委由陳冠年委員進行調

查，並已於8月26日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中提

出研究成果報告；（5）海外觀摩研習：於

5月14日至21日由邱子恒主任委員率張慧瑾

等人參加MLA年會，於會中參加海報展，

並順道參訪美國西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Mayo Clinic、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Stanford University等五所圖

書館，透過實地的參訪瞭解學習美國醫學

圖書館的經營與發展趨勢，此行讓全體團

員均獲益良多。

10. 法規與標準委員會：（1）討論李阿興館

長反映該學會學習認證時數不為銓敘部所

採計調任圖書資訊職系專長認證時數案並

提出具體建議請李阿興館長依銓敘部函示

參加政府機關主辦、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財

團法人主辦之教育訓練機構辦理的圖書資

訊學科課程，以取得圖書資訊職系認證時

數；（2）討論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各

議題結論之方案研擬暨執行單位案，建議

修正相關方案執行單位；（3）討論圖書

館法及公共圖書館營運基準修訂方向，將

國家圖書館之前草擬圖書館法修訂版及國

立臺中圖書館草擬公共圖書館營運基準修

訂版等資料請相關委員會表示意見；（4

）審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送圖書館相關

CNS標準意見。

11.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1）進行學會

網站使用者滿意度問卷調查，作為學會

新版網站的設計參考；（2）學會網站

改版設計進行中；（3）配合學會慶祝

建國百年系列活動，撰寫《中華民國圖

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專書中《圖

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化》專輯；（4）學

會電子報發送；（5）學會網站維護；

（6）圖資碩博士學位論文資訊系統維

護；（7）公共圖書館營運資料填報系

統維護。

12. 分類編目委員會：（1）分請分編委員

會委員就《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提供

修訂建議。國家圖書館為配合各界使用

之需，已先將《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

全文在編目園地上公布；（2）邀請陳

和琴教授、鄭恒雄教授、陳昭珍教授、

及嚴鼎忠主任分別就編目規範、分類系

統、機讀格式與詮釋資料、主題標目等

議題撰寫專文。另外，編輯資訊組織發

展百年大事紀，作為《中華民國圖書館

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專書之附錄。

13. 國際關係委員會：（1）分別傳布（

IFLA、ALA、ASIS&T、ALISE、……

等國際性圖書館會議之資訊；（2）建

立重要圖書館組織資料及聯繫；（3）

邀請IFLA理事長泰蕬（Ms. Ellen Tise）

來臺參訪；（4）參與重要圖書館組織

IFLA、ALA、ASIS&T等年會，發表論

文，參加海報展，參與常態委員會議；

（5）舉辦參與重要圖書館組織IFLA、

ALA、ASIS&T等年會之會前講習；（

6）2月24日至25日在國家圖書館簡報

室辦理之「2011 Symposium on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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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 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Professionals」 Theme: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Region—Viewpoints of LIS Education.包

括2月24日講演及與研究生圓桌會議座

談，2月25日資訊機構參訪交流；（7）

申請國際圖聯（IFLA）年會亞太區會議

在臺灣舉辦，此案有3個（卡加斯坦，

紐西蘭及臺灣）國家申請主辦，由常務

委員會票選，紐西蘭及臺灣各得9票，

結果由主席決定由紐西蘭主辦；（8）

林志鳳參加IFLA BSLA（Building Strong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BLSA）種子訓練

員研習，獲准於11月4日至11日前往尼

泊爾為該國圖書館學會上課。

14. 會員發展委員會：（1）查核會員申請

資格；（2）100年度計145位會員新增

及異動，個人會員65位、學生會員70位

，團體會員10個單位（其中6個單位為

學校單位）；（3）學會會員分布之分

析研究（進行中）。

15. 出版委員會：（1）出版100年《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會訊》（6、12月）。於6

月出版之會訊闢追念盧荷生教授及李德

竹教授專欄；（2）出版100年《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每月月初出刊

）；（3）3月21日召開出版委員會第四

次會議，邀請學會顧問宋建成、汪雁秋

、彭慰、劉春銀、鄭恒雄參與及決議《

圖書館人物誌》追加名單，並調整人物

報導之訪談名單及刊登期數；（4）招

募會訊及電子報廣告廠商；（5）《中

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系

列叢書第十二冊：《圖書館人物誌》共

計收錄4篇前言及41篇人物傳，已於今

年初寄送全部邀稿函（部分追加人物如

昌彼得先生等另案處理），目前由陳冠

至老師帶領2位學生校稿中。

16. 年會籌備委員會：（1）協助祕書處承

辦該學會第5 2屆第1次會員大會活動、

2011年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

活動、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各類型圖書

館分組圓桌會議活動；（2）協助尋求

資源，贊助年會活動；（3）協助祕書

處、各委員會及承辦年會相關活動流程

場地、設備等協調連絡工作。

17. 公共關係委員會：（1）規劃研議強化

學會內部及對外公共關係相關議題；（

2）規劃研議促進海峽兩岸交流相關議

題，參與海峽兩岸交流重要活動。3月

31日至4月3日，至四川大學圖書館參加

由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簡稱

CALIS）管理中心、四川大學、中華館

際合作協會海峽兩岸資訊促進委員會共

同舉辦之「第3屆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

合作發展論壇」，主題為「特色資源數

據的收集與建設」。11月14日至15日參

加武漢大學舉辦「第4屆圖書館管理與

服務創新論壇」，主題為「圖書館規劃

與館員職業生涯設計」；（3）規劃研

議學會形象公關相關議題；（4）諮詢

協調學會各項公關活動相關事宜。

18.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1）完成「神學

圖書資訊網」建置，可查詢7校41萬筆

神學書目資料；（2）提供新建圖書館

規劃諮詢；（3）確定參加美國神學圖

書館學會「ATLA」2012年年會之人員

與經費奉獻者；（4）規劃與香港信義

宗神學院交流事宜。

19. 書香社會推動小組：（1）協助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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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

補助計畫」，100年度共協助21縣市115

所圖書館軟、硬體與空間氛圍改善，使

圖書館服務動線改善，提升服務品質；

館舍空間得以美化，營運方式更多元，

種種變革措施，期盼為臺灣民眾打造完

善的閱讀環境，營造書香社會；（2）

協助各級公共圖書館於3月至4月間上網

填報統計系統各項營運資料，相關統計

資料經審查及分析後，於5月刊登於國

立臺中圖書館網頁，供各界瀏覽運用。

透過統計數據，瞭解各縣市公共圖書館

服務情形，並藉此達成形塑書香社區，

提升全民閱讀風氣之目標；（3）3月24

日協助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辦理「

嬰幼兒閱讀推廣專業知能研習（中區）

」活動，中部地區各公共圖書館館員共

計125人參加；（4）5月24日至29日協

助法國在臺協會辦理「2011換你閱讀了

！」系列活動，其中包含暢銷書展、兒

童閱讀活動及文學電影馬拉松，3項系

列活動共計2,820人次參加；（5）5月協

助辦理全國孝親家庭月「飛閱幸福」系

列活動。藉由闔家導覽暨天燈祈福活動

，讓讀者全家可以在圖書館共度快樂的

一天，並表達對家人的親情及關懷。活

動參與民眾熱烈，也對更多民眾宣導教

育部將5月定為「孝親家庭月」的用心

。2天活動共計602人參加；（6）7月16

日協助全國22縣市398所公共圖書館同

步進行878場全國好書交換活動，其中

包括256場推廣電子書服務平臺及224場

配套活動，參與人次共約16萬,265人，

全國總收書量為53萬2,847冊，交換書量

為39萬2,769冊；（7）8月2日至9月11日

協助辦理「第3屆國家出版獎優良政府出

版品主題書展」，計41天，有1,648人次

前來閱覽；（8）8月份協助中國生產力

中心辦理「100年度商業人才認證培育推

廣計畫——企業菁英講堂系列講座」活

動，規劃辦理經營理念篇、國際經營篇

、行銷策略篇及品牌發展篇等4場次，共

計187人參加；（9）10月16日至11月27

日於每週日協助辦理「與作家有約——

第3屆國家出版獎得獎作品賞析系列活動

」，共舉辦8場，邀請8位得獎作品導演

、專家或作者與民眾進行分享、對話，

讓民眾更加瞭解政府出版品的多樣面貌

；（10）1月至12月持續協助辦理閱讀主

題之相關講座，參與人數多達2,800人，

講座主題豐富多元，包括養生、親子、

旅遊、文學、音樂、環保、兩性關係、

消費者議題……等，敦聘具有實務經驗

之專家學者擔任講師，除了充實民眾基

本知能外，進而提升民眾閱讀能力；（

11）協助發行教育部建國百年「社教館

所悠遊護照」活動，讓民眾透過豐富多

元的學習方式，提升藝文素養與生活品

質；（12）8月至9月協助辦理全國祖父

母節「青春不老——快樂100」系列活動

，喚起民眾對國內人口高齡化的重視。

共計652位祖孫共度過快樂的一天，也達

到宣傳「祖父母節」及增加祖孫情感的

目的；（13）10月1日至23日協助辦理「

學習九九、活力久久——教育部重陽樂

齡學習週系列活動」，提升圖書館在高

齡化社會中的責任與角色，整合現有圖

書館教育資源，建構樂齡學習者終身學

習環境，活動包括樂齡健康講座——飲

食保健密碼、數位資源尋寶趣—認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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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及尋根溯源認識原鄉——建國一百

臺灣族譜展，約2千人次參加；（14）協

助辦理「100年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人才

培訓」，以鄉鎮（市、區）長、公共圖

書館館員為對象，分層分期授課培訓，

課程依對象區分為「閱讀政策規劃與地

方發展菁英班——鄉鎮（市、區）長班

」、「公共圖書館組織管理與創新行銷

主管班——館長班」、「公共圖書館卓

越領導研習——科長班」、「公共圖書

館經營管理研習——館員班」，共計11

場次，召訓地方鄉鎮（市、區）長及公

共圖書館館員，以加強對圖書館營運相

關資訊之瞭解及培訓公共圖書館館員專

業知能及行銷服務理念，培養圖書館館

員閱讀推廣及行銷規劃能力，使圖書館

資源利用發揮最大效益營造書香社會，

參加人數約1,060人；（15）協助編印《

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教材第9輯》，贈與

全國公共圖書館及相關單位，提供未能

參加培訓的公共圖書館館員參考，及推

廣公共圖書館經營的新理念。

20. 《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

1）6月底順利出版《圖書資訊學研究》

五卷二期；（2）新卷期六卷一期於100

年12月底出刊；（3）編輯委員名單更

新，增加國外以及跨領域學者擔任編輯

委員比例；（4）自五卷二期起每篇論

文製作英文長摘並持續回溯建檔中；（

5）召開編輯委員會會議討論增加國際

能見度等策略，並決議每篇收錄之論文

英文長摘將於六卷二期開始收費；（6

）完成行政院國科會補助期刊編輯及英

文網頁之建置與維護；（7）完成該學

刊收錄於《出版年鑑》及雜誌公會刊物

之內容；（8）完成100年度《圖書資訊

學研究》與華藝續約簽約事宜；（9）

完成並通過2011年TSSCI資料庫期刊申

請收錄審查作業；（10）完成並通過申

請《圖書資訊學研究》收錄於國外資料

庫LISTA，並持續申請等待回音中者有

Scopus、LLIS及DOAJ。（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彭慰）

「當閱讀力碰到國家競爭力」高峰論壇，主持人陳昭

珍教授（右1）及與談人（右2起：臺北市教育局康宗
虎局長、新北市文化局林登讚局長、臺中市蔡炳坤副

市長、臺南市教育局鄭邦鎮局長、高雄市李永得副市

長）（100.2.9）

第 5 2屆第 1次會員大會與會貴賓及學會代表合影
（100.12.3）

「2011年資訊服務專業區域合作研討會」與會人員合
影 （1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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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一、組織管理

該學會截至民國100年12月31日止，會員

人數共計195人。

（一）第10屆理監事名單：理事長邱炯友；常

務理事：林志鳳、林信成；理事卜小

蝶、王梅玲、吳英美、宋雪芳、林呈

潢、蔡明月；常務監事黃鴻珠、監事

盧秀菊、薛理桂；祕書長林雯瑤。

（二）4月21日舉行第9、10屆學會交接工作。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6月由理事長敦請各圖書資訊學相關科

系教師，及實務界成員組成各委員會。

包括課程委員會主委蘇小鳳，委員為王

美玉、林奇秀、柯皓仁、陳舜德、葉乃

靜、蔡明月；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信成，委員為王美玉、林志鳳、林雯

瑤、邱銘心、陳光華、陳志銘、黃元

鶴、羅思嘉；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委柯皓

仁，委員為李正吉、阮明淑、林巧敏、

唐牧群、張玄菩、謝吉隆、蘇小鳳；會

員發展委員會主委林奇秀，副主委邱銘

心，顧問陳光華，委員則為邵婉卿、張

郁蔚、馮秋萍、黃邦欣、賴忠勤、蘇美

如；系所主任委員會主委陳舜德，委員

王等元、朱則剛、余顯強、林信成、柯

皓仁、蔡明月、蘇小鳳。

（二）12月16日假淡江大學臺北校園校友聯

絡會館舉辦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

會議中提案討論「2012年第11屆海峽

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籌備事

宜，並決議於「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之下成立「臺灣圖資研究生學

生會」，以為交流平臺與管道。會中

同時舉辦產學座談，邀請漢珍數位圖

書公司董事長朱小瑄、飛資得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淑德、碩睿資訊

總經理賴錫振就「業界對於學校教育

人才養成之建議」與會員進行意見交

流。大會亦邀請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

為主持人，就「圖資學研究前瞻性議

題」與會員進行座談。

（三）12月16日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中頒發

獎學金，獎學金名稱與獲獎人如下：

CALISE獎學金由吳欣潔獲獎；飛資得

資訊獎學金由侯淳凡、張心慈、黃玫

菱、鄭伊婷獲獎；碩睿資訊獎學金由

廖家慧、劉育銘獲獎；漢珍數位圖書

獎學金由許雅嵐獲獎。

（四）12月發行第36期會訊。

（淡江大學邱炯友）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一、組織管理

（一）該協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主

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二）該協會置理事15人、候補理事5人，監

事5人、候補監事1人及9個委員會，同

時，置祕書長1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

該學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

之。第10屆（民國99年至101年）理監

事名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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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洪世昌、王愉文、吳

政叡、張璉、陳維華、閔蓉蓉、黃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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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莊慧玲、楊永良、劉吉軒；常務

監事黃鴻珠，監事呂春嬌、陳雪華、

詹麗萍、顧敏。

（三）協會會員以團體會員為主，團體會員

推派代表1人行使權利。凡屬國家圖書

館、專業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醫院、

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及公、民營事業機

構等圖書資料單位皆可申請入會。截至

100年度，共計457個會員單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該會出版品《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通訊》於99年12月起改以電子形

式發行，不再另外出版紙本。（http://

ilcanewsletter.lib.ntnu.edu.tw）電子版內

容包括：專論、會務報導、各種會議

（理事會、監事會、委員會、會員大

會、新知研討會、業務座談會）紀錄、

專論與特載等，俾使全體會員能及時掌

握會務動態及瞭解館際合作各項訊息。

截至100年度，已出版至第55期。

（二）該會為服務文獻傳遞年需求量少的會員

館，對年使用NDDS系統量小於10件的

會員館提供文獻轉介服務，由交通大

學圖書館擔任轉介館提供轉介服務。

為平衡業務負載量並擴大服務單位，

99年8月10日第10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通過「館際合作轉介服務改由各區分

別負責」。自100年1月1日起改由下列

各分區轉介館分別負責：

1.北區－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中區－東海大學圖書館

3.南區－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4.東區－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

辦法」（公告於協會網站http://www.

ilca.org.tw）自96年1月10日公告實施，

至100年12月止，共24個會員單位申請

加入，申請量共計244件。

（三）該會於100年3月25日假臺北大學圖書館

舉行第10屆第2次會員大會。100年度

第10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共

召開3次（召開日期分別為2月24日、6

月9日、10月28日），各次會議紀錄均

刊載於該會網站（http//:www.ilca.org.

tw）及通訊。

（四）100年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各

委員會活動：

1.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4月22日辦理「產

學界的新夥伴關係：聯盟採購、資源共

享創新服務雲端」研討會，由5所大學圖

書館（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國立

臺北大學、亞東技術學院、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及3家資訊科技業者（育學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EBSCO公司、智泉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分工合作聯合主辦，活

動內容包括：主持人、主講人、與談人

及出席學員都就近在自己個人的終端機

前登入雲端平臺，所有線上出席者會前

必須下載軟件及註冊，體驗圖書館活動

走入雲端科技的新模式。

2.中部分區委員會：4月29日辦理「創新服

務成果分享」研討會，由東海大學圖書

館主辦，活動內容包括：「微型自助圖

書館營運管理經驗分享」、「愛上‧圖

書館創新服務」、「創意打那來？圖書

館推廣活動經驗分享」。

3.南部分區委員會：5月18日辦理「知性樂

園——圖書館的變與不變」研討會，由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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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當展覽遇見圖書館」、「寓教於

樂：推廣服務的新嘗試」。

4.東部分區委員會：6月24辦理「圖書館

館藏評鑑：館際合作的基礎專題演講暨

東區互惠借書聯盟第8次工作會議」，

由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容

包括：圖書館館藏評鑑、館際合作的基

礎、東區互惠借書聯盟第8次工作會議。

5.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11月11日辦理

「圖書館知識服務與智財保護經驗分

享」研討會，由南台科技大學圖書館主

辦，活動內容包括：個資法說明與因

應、圖書館知識服務與智慧財產權相關

問題之探討（1）IR vs. IPR（當機構典藏

碰上智財權）、博碩士論文的授權二三

事、圖書館知識服務與智慧財產權相關

問題之探討；（2）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

庫、圖書館經營常見的智慧財產權相關

問題、館際合作業務之館員經驗傳承、

館員如何推廣館藏電子資源——以南台圖

書館為例。

6.南部分區委員會：12月1日辦理「學術指

標與館際合作」研討會，由崑山科技大

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容包括：研究國

際化評鑑指標探析、館際合作的過去與

現在。

7.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12月1日辦理「臺

灣館際聯盟採購之挑戰與機會圓桌論

壇」，由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主

辦，活動內容包括：以圖書館聯盟採購

問題為主題，就「CONCERT全國學術電

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及「臺灣學術電

子書聯盟」為例，探討館際聯盟採購遇

到的現況瓶頸及未來期許。

8.東部分區委員會：12月16日辦理「雲端

資源運用與行動服務研討會暨東區合作

館委員會會議」，由東華大學圖書館主

辦，活動內容包括：「挑戰與契機：大學

圖書館發展趨勢觀察」、「東區合作館委

員會議」、「宜蘭大學圖資館行動閱讀推

廣及成果分享」、「參觀東華大學圖書館

讀享『經』彩——新媒體電子書互動展／

藝文沙龍」。

9.中部分區委員會：12月23日辦理「電子

書格式的發展趨勢」研討會，由東海大

學圖書館主辦，活動內容包括：EPUB 

3面面觀——探討EPUB 3對傳統出版與

未來可能的支持、旅遊資訊應用於電子

書數位匯流開發、淺談電子書製作與應

用——FVXC系統應用成果分享。

（五）該會於8月1日召開「中文電子書定價

會議」，邀請吳政叡理事、陳雪華監

事、黃鴻珠常務監事、詹麗萍監事，

共同商討國內中文電子書定價議題。

並於12月12日召開「中文電子書B2L

商業模式論壇」邀請圖書館界臺灣大

學圖書館館長陳雪華、前任中興大學

圖書館館長詹麗萍、前任輔仁大學圖

書館館長吳政叡，及產業界代表臺灣

電子書協會理事長俞國定、簡陳中副

理事長、章忠信常務理事進行對談，

探討國內中文電子書採購模式、定價

第10屆第2次會員大會與會貴賓及協會代表於國立臺
北大學圖書館合影（1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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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授權方式以及圖書館採購面臨之困

境，共同思考合理雙贏的方向。（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蔡金燕）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一）中華資訊素養學會（Chinese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ociation, 簡稱CILA），成

立於民國92年，為非營利性質社會團

體，以促進資訊素養相關領域的專業

研究、推廣教育以及社會服務為宗

旨，希望透過有組織、有系統地進行

資源整合、運用，使得資訊素養教育

的理念可以擴散、融入各個教育與學

習的層面。

（二）學會基本任務包括：

1.從事資訊素養教育理論研究與實務推

廣。

2.舉辦資訊素養相關研討會、講習、培

訓、觀摩等活動，提供資訊素養教育工

作者相關資訊，及經驗交流的管道。

3.發行資訊素養相關出版品。

4.規劃資訊素養教育發展策略及評鑑方

案，提供政府制訂資訊素養政策建議。

（三）該學會以會員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

其下設置理事會與監事會，分別規劃、

監督該學會各項業務的執行事宜。除了

理、監事會外，另外設置各種委員會、

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目前該學會

已設置資訊素養指標委員會、研究發展

委員會以及教育訓練推廣委員會。

（四）100年12月9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開社

員大會，並舉行第4屆理監事選舉，理

監事名單為：理事長劉安之，常務理事

吳美美、張瑞雄，理事何榮桂、林菁、

涂進萬、常效宇、梁修宗、黃焜煌；常

務監事郭鎮武，監事林志鳳、許定邦；

資訊素養指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美美，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焜煌，教育

訓練推廣委員主任委員張瑞雄，祕書長

王慧娟，顧問白敏賢、張登隆。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面對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及多元化

的數位知識內容，如何教育使用者建

立學習素養與資訊識讀能力，為當務

之急，期能藉由相關議題的研討與分

享，為與會者提供不同的觀點、做法

與建議，開啟前瞻性視野，並掌握資

訊服務與應用的新契機。100年12月9

日該學會與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

合作社共同舉辦「資訊時代的數位修

練研討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吳美美、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分析師王秀芬、使用者體驗研究顧問

蔡志浩、國立東華大學教授張瑞雄、

智泉國際事業經理陳定遠及逢甲大學

圖書館館長黃焜煌等6位學者專家分別

就資訊素養教育、網路社群的發展、

中文電子書B2L商業模式論壇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舉辦（10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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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閱讀、隱私權以及數位內容（電子

書）等議題，進行研討與分享。其中吳

美美教授以「閱讀與資訊素養教育」為

題，深入分析近二十年來國內資訊素養

教育的研究發展，截至100年8月止，資

訊素養相關研究已達597筆，顯示資訊素

養教育議題普遍受到廣泛重視，最後並

呼籲應儘快提出符合教育需求並與國際

接軌的資訊素養教育內涵和資訊素養指

標，以提升國內資訊素養教育品質；張

瑞雄教授則以「隱私權的資訊素養」為

題，結合論及隱私權議題的熱門電影及

社會時事新聞，探討當事人隱私權受到

侵犯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社會新聞事

件，並指出網路其實不如你我想像中的

安全，每個人都應該具備隱私權的資訊

素養概念，學會保護自己也尊重別人。

（二）重新改版學會的網站（網址：http://

www.cila.org.tw/），新增素養快訊、悅

讀視界單元，不定期提供國內外資訊

素養相關議題的報導、研討會活動，

以及圖書、期刊、影音資料的出版訊

息和介紹，以期與世界發展同步接

軌。（逢甲大學王慧娟）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一、組織管理

（一）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Amer i c 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

稱ASIS&T）創立於民國26年（1937），為國

際間致力於推展資訊科學的專業性組織，提供

來自如電腦科學、語言學、管理學、圖書資訊

學、工程學、法學、醫學、化學與教育等領域

的會員一個實質性的專業交流環境，讓他們彼

此之間建立專業網絡，以擔當資訊社群的領導

角色。

（二）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

（ASIS&T Taipei Chapter）為ASIS&T在世界

各地的許多區域分會之一，乃於民國71年

（1982）由我國資訊科學界已加入ASIS&T總

會之人士共同發起成立，旨在增進資訊科學界

專業知識之交流，並加強國際間之學術合作。

臺北分會的組織乃依照總會會章之規定而設

立，第1屆會長為時任資策會執行長的果芸將

軍，會長任期1年1任，傳承至今已30餘年。民

國100年會長為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系

主任林信成，民國101年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助理教授林奇秀接任會長，民國102

年會長則將由國立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柯皓仁出任。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2011年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進行中論文

發表會

民國100年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

分會最重要的學術活動為舉辦「2011年資訊科

學與圖書館學進行中論文發表會（Workshop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理事長劉安之於「資訊時代的數位

修練研討會」開幕致詞（1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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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rrent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s, 2011）」。該研討會承繼歷年來舉辦

論文發表會的傳統精神持續進行，隨著數位科

技的發展，100年度特將主題範圍聚焦（但不

侷限）於資訊科技應用於圖書館方面。研討會

主要目的在提供圖書資訊學領域的師生一個學

術交流平臺，透過對進行中研究成果初步的發

表，以匯聚各方寶貴的意見，並藉此提升學術

研究的品質與創見，期待透過此種不拘形式的

自由討論形式，增進論文被學術性期刊接受的

機會，同時引導出更多新的研究議題。

該研討會於民國100年12月17日由美國資

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與淡江大學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共同主辦，地點在淡江大學商管大

樓B302A會議室。主辦單位在該場為期1天的

研討會中，規劃了3個場次共12篇論文，每個

場次各80分鐘，上午2個場次共有8篇由大會採

雙匿名審查通過之論文發表；下午1個場次則

為4篇正在進行中的論文或研究構想被提出討

論。論文發表會在會長開幕致詞後隨即開始，

3個場次分別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教授陳志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余顯強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教授謝建成主持，不僅讓與會師生得以分

別闡述他們共同研究的論文要點所在，與會者

也得以互相討論，並對發表者提出問題與建

議。而最後在主持人、發表者、與會者的三方

意見交流下，則得以進一步瞭解現有研究缺

失，並發掘更多的未來研究議題。

（二）會長職務交接

在歷經一年的任期後，101年1月11日林

信成教授於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會議

室，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柯皓仁的監交下，將會長一職交接給

下一任臺北分會會長——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林奇秀助理教授，以繼續推動美國資訊

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的發展。（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林信成）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舉辦之「2011年資
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進行中論文發表會研討會」，會長

林信成於開幕時致詞（100.12.17）

「2011年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進行中論文發表會」於
淡江大學商管大樓進行，論文發表人進行論文大綱說

明。（100.12.17）

 「2011年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進行中論文發表會」全
體與會者於淡江大學商管大樓合影。（10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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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

一、組織沿革

地緣性圖書館的策略聯盟有助於資源互

補與共享、館務經驗之交流，中國文化大學、

東吳大學、國立陽明大學、銘傳大學及實踐大

學等5校發展各具特色，且地處在士林一帶，

舊時平埔族稱此區域為PATTSIRAN，漢人音

譯為「八芝蘭」，當地多林木又稱為「八芝蘭

林」，清乾隆六年改名「八芝林」，後人取文

人成林之意，遂謂為「士林」；而「八芝連」

之「連」有聯合及連繫之意，象徵組織之成立

宗旨，故以「八芝連」為名。

民國87年1月13日由中國文化校長林彩

梅、東吳校長劉源俊、陽明校長張心湜、銘傳

校長包德明及實踐校長方錫經等共同發起並

締約，宣佈成立「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

織」，為國內首創之區域性大學圖書館聯盟，

宗旨為促進館際間資訊交流與資源共享，提供

典藏之圖書資料查閱、圖書互借及館員經驗交

流等。

陸續加入鄰近之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

館、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及大同大學（93年5

月）、臺北海洋技術學院（99年1月）、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99年

7月）、臺北市立體育學院（101年3月）。

二、組織管理

該組織成員館目前共12所，為非營利性

之圖書館館際合作性組織，設召集人，由各會

員館推選，任期1年，連選得連任。會議分經

常會與工作會報。

（一）經常會：為該組織最高權力代表，每半

年由召集人召開會議，各會員館負責

人與館際業務相關人員參加，必要時

得以召集臨時會議。93年至101年歷任

召集館（人）名單如表165。

（二）工作會報：由經常會中產生工作小組，

再依實際需求，召開工作會報，以推

展各種合作項目。

93年5月5日第1次館長座談會決議設置4

個工作小組，資源共享由大同大學圖書館、讀

者服務由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技術服務由東

吳大學圖書館、網頁發展由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圖書館等擔任小組召集，以促進館際合作業

務。

推行合作事項所需之經費，由各會員館

共同分擔。除交換借書證免費提供所屬讀者圖

書互借、開放各館設施資源共享外，由各會員

館輪流辦理「館長會議」、「參訪」、「專題

演講」、「館員實務座談」及「主題圖書輪

展」等活動，以多元方式經營合作交流。

三、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召開經常會議

1.100年度第1次經常會議

林奇秀助理教授（左）在監交人柯皓仁所長（中）見

證下，從林信成教授（右）手中接下101年美國資訊
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分會會長重任（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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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假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舉辦，改選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吳肖琪擔

任100年度召集人。

2.100年度第2次經常會議

7月5日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召

開，討論如何強化八芝連館員經驗交流，會中

表165␀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93年至101年歷任召集館（人）名單  

年度 召集館（人）
  經常會議

  會議屆次 日期 地點

93
 中國文化大學書館 93年度第1次 93年5月5日 實踐大學

 （陳碧蓉館長） 93年度第2次 93年6月16日 中國文化大學

9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95年度第1次 95年4月14日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陳維華館長） 95年度第2次 95年10月25日 中國文化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96年度第1次 96年1月31日 大同大學

96 
（陳維華館長）

 96年度第2次 96年5月17日 東吳大學

  96年度第3次 96年11月16日 大同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97年度第1次 97年1月23日

 國立陽明大學

97 
（陳維華館長）

 
97年度第2次 97年4月25日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銘傳大學圖書館

 97年度第3次 97年12月26日 臺北榮民總醫院

98 
（何祖鳳館長）

 98年度第1次 98年7月7日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99年度第1次 99年1月21日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銘傳大學圖書館

 
99年度第2次 99年7月27日

 臺北實踐大學

99 
（何祖鳳館長）

 
100年度第1次 100年1月21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100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100年度第2次 100年7月5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吳肖琪館長） 101年度第1次 101年2月14日 國立陽明大學

10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 

101年度第2次 101年7月19日 臺北榮民總醫院
 （閻自安館長）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100年度第1次經常會
議與會人員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合影

（100.1.21）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100年度第2次經常會議
館長及與會人員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合影

（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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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原則上每年寒、暑假期間辦理1至2次，

並訂定未來交流議題有（1）電子書推廣與行

銷、（2）多元學習空間的服務與經營觀摩、

（3）行動通訊與圖書館服務相關議題、（4）

數位內容剪輯與多媒體製作。

3.101年度第1次經常會議

101年2月14日假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召

開，因東吳大學圖書館館長丁原基、中國文化

大學圖書館館長梁恆正、實踐大學圖書館館長

蔡清隆等離職退休，同時舉辦「館長迎新送

舊」活動，並改選由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館長

閻自安接任101年度召集人。

（二）館員經驗交流

1.100年度第1次館員實務交流「圖書館行

銷電子書經驗分享與問題討論」圓桌座

談會

100年8月25日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舉辦

「圖書館行銷電子書經驗分享與問題討論」圓

桌座談會，邀請文化大學梁恆正館長主講「行

動載具在圖書館的應用」，並由八芝連成員館

同人分享電子書行銷經驗與問題探討，各成員

館對於電子書之推廣不遺餘力，如舉辦研討

會、有獎徵答、心得分享、教育訓練、電子書

展、製作海報或簡介及電子館藏建置等活動。

分析電子書使用率較低原因可能為英文學術書

較多、單價較高、經費有限、廠商未能全面性

提供行動版本及電子書平臺不一致且功能繁雜

難以檢索等問題。

2.100年度第2次館員實務交流「多元學習

空間的服務與經營」觀摩

100年12月1日假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舉

辦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指導之「臺灣

館際聯盟採購之挑戰與機會圓桌論壇」，與會

代表除臺北地區大專校院圖書館，八芝連圖書

館館際合作組織聯盟成員亦共襄盛舉，會後由

梁恆正館長帶領聯盟成員進行中國文化大學圖

書館「多元學習空間的服務與經營」觀摩；該

區參考國外「Learning Commons」概念設計，

具備數位學習、閱覽區、討論區、休閒閱覽等

多元學習環境，提供師生運用資訊之舒適環

境。（陽明大學吳肖琪）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一、組織與管理

（一）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Taiwan E-books Supply Cooperative 

Limited, 簡稱TEBSCo），成立於民國

93年，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為正式的

法人組織。

（二）合作社章程中明訂社員分成法人社員及

個人社員2種，法人社員是指各公私立

大專校院以及非營利之法人組織，至

100年12月31日止，總計有法人社員48

人，詳見表166。

（三）合作社設理事7人，任期3年。第3屆

理事名單為：理事主席：黃焜煌；理

事為王國羽、李仁鐘、張純莉、張慧

銖、陳錦杏、莊慧玲等6位，任期自

100年1月至102年12月。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100年度第1次館員實務交
流圓桌座談會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進行「圖書

館行銷電子書經驗分享與問題討論」（1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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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社設監事3人，任期1年。100年3

月30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開社員大

會，並舉行第5屆監事選舉，選舉結果

計有：監事主席朱延平；監事2位，楊

智晶、賴瑞麟。

1 國立中正大學 王國羽 25 中國醫藥大學 林時暖

2 國立中興大學 張慧銖 26 中華大學 王素華

3 國立交通大學 劉玉芝 27 玄奘大學 馮秋萍

4 國立成功大學 楊瑞珍 28 亞洲大學 廖淑娟

5 國立宜蘭大學 陳偉銘 29 臺北醫藥大學 魏怡君

6 國立清華大學 莊慧玲 30 元培科技大學 姜杏蓉

7 國立嘉義大學 楊美莉 31 中臺科技大學 陳錦杏

8 國立聯合大學 賴瑞麟 32 東南科技大學 林政錦

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林益煌 33 南台科技大學 楊智晶

1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吳幼麟 34 南開科技大學 吳錫修

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張慧娟 35 建國科技大學 甯慧如

1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曉嫻 36 修平科技大學 陳 庚

13 國立中央大學 陳芷瑛 37 僑光科技大學 石櫻櫻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芳吟 38 朝陽科技大學 張純莉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串良 39 遠東科技大學 蕭文俊

16 大葉大學 宋秀娟 40 嶺東科技大學 許鎦響

17 中原大學 曹午蘭 4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王威立

18 世新大學 羅燦煐 4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焦錦濮

19 東海大學 朱延平 4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漢青

20 真理大學 黃炳煌 44 大華技術學院 何東洋

21 逢甲大學 黃焜煌 45 文藻外語學院 王愉文

22 靜宜大學 陳敏麗 46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郭堯斌

23 華梵大學 李仁鐘 47 致理技術學院 張　慧

24 義守大學 黃有榕 48 蘭陽技術學院 陳志忠

表166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法人社員一覽表（100年）

序號 學校名稱 代表人 序號 學校名稱 代表人

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辦理社員圖書館電子書推廣活動經費補

助

為積極鼓勵電子書合作社成員館推廣及

利用電子書館藏，邀請社員圖書館舉辦多元化

的電子書推廣活動，以鼓勵社員師生有效應用

電子書於教學、研究以及學習活動之中，進而

提高社員圖書館電子書資源的使用效益。總計

有22個社員圖書館提出推廣活動計畫書，每館

獲得補助經費新臺幣8千元，各館並於100年9

月至12月期間舉辦系列推廣活動，各校活動主

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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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資訊時代的數位修練研討會」

面對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及多元化的

數位知識內容，如何教育使用者建立學習素養

與資訊識讀的能力，實為當務之急。臺灣電

子書供給合作社與中華資訊素養學會於100年

12月9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B2演講廳共同舉辦

「資訊時代的數位修練研討會」，邀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吳美美教授、資策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分析師王秀芬、使用者體驗研

究顧問蔡志浩、東華大學教授張瑞雄、智泉國

際事業經理陳定遠及該合作社理事主席黃焜

煌等6位學者專家分別就資訊素養教育、網路

社群的發展、數位閱讀、隱私權以及數位內容

（電子書）等議題，進行研討與分享。期盼藉

由相關議題的經驗交流，為與會者提供不同的

觀點、做法與建議，開啟前瞻性視野，並有效

掌握數位內容的發展與應用。 （逢甲大學王

慧娟）

1 中國醫藥大學 BOOK同凡響的新行動閱讀體驗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漫步雲端 遨遊書海

3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打開ebook資料庫教育訓練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Come and Challenge Your English英語檢測大挑戰

5 東海大學 那些年，我們一起來數獨

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NetLibrary電子書資料庫探究

7 逢甲大學 悅讀eBook系列活動

8 朝陽科技大學 北大方正中文電子書有獎徵答

9 國立聯合大學 『e』見鍾情，閱讀在雲端

10 元培科技大學 閱讀e-Book 禮券讓你A

11 國立宜蘭大學 雲端書庫@NIU漫遊

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化的生活美學

13 南台科技大學 「身在家中，坐擁黃金屋」——愛上電子書

14 中華大學 電子書有獎徵答

15 南開科技大學 有意思！雲端書房有e書！

16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書發展趨勢與使用推廣

17 國立中正大學 電子資源推廣大會暨搶答摸彩晚會

1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閱讀新視野——e書e悅讀

19 國立中興大學 過五關斬六將——電子資源有獎徵答

20 遠東科技大學 電子書E多讚：獨閱閱不如眾閱閱

21 真理大學 MagV Hold住你!!

22 文藻外語學院 電子書創意文宣徵選比賽

表167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社員圖書館舉辦電子書推廣活動表

序號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理事主席黃焜煌於「資訊時

代的數位修練研討會」以「電子書聯盟營運模式探

討——以TEBSCo為例」為題，分析電子書聯盟的各項
發展。（1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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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aiwan Teacher 

Librarians’Association, 簡稱TTLA），民國100

年協辦香港參訪團、協助圖書教師手冊編製與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 簡稱IASL）在牙買加舉

行的年會。

一、工作報告

（一）香港參訪團於100年4月1日至3日，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昭珍

率領18位圖書館夥伴參訪香港高中圖

書館、公共圖書館之閱讀教育推動情

形，參訪行程包括：香港聖三一堂

中學、循道學校、北角協同中學圖書

館、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衛

理小學、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圖書

館、香港中央圖書館以及尹立書院中

小學圖書館，這次參觀訪問使團員學

習到很多，只要肯用心學習，用心推

廣，一樣會有好的成績（見頁148）。

（二）協助圖書教師手冊編製，6月1日至3日

在救國團溪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圖

書館圖書教師手冊編輯工作坊」，經

由58位圖書館工作夥伴的經驗分享、

資料蒐集，每日工作至半夜，大家集

思廣益，終於完成圖書教師手冊初

稿，同時於7月初再由各章召集人至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做最後確認，並且於7

月25日至27日邀請中小學儲備圖書館

教師參加研習，其中並邀請香港3位講

師分享其經驗。

（三）IASL 2011年8月7日至11日在牙買加首

都金士頓的西印度大學舉行的年會，

由陳宗鈺老師代表臺灣參加，年會主

題：「學校圖書館：賦權21世紀的學

習者」，計有26個國家約200位來賓

參加，8月7日歡迎晚會，大家穿了休

閒的服飾，分別由牙買加圖書館學會

會長揭開序幕，接著由IASL會長辛格

（Dijit Singh）致詞並頒獎；8月8日

開幕式，由IASL南美區委員會主席兼

大會主席斯圖爾特（Paulette Stewart）

揭開序幕，緊接著由 IASL會長辛格

（Dijit Singh）、牙買加圖書資訊學

會會長妮可拉斯（Pauline Nicholas）

女士，牙買加圖書服務總代表蘿柏

茲（Patricia Roberts）致詞，最後由

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會長泰蕬

（Ms. Ellen Tise）（南非Stellenbosch大

學圖書資訊處資深處長）做第1場演講

「圖書館如何駕馭知識」。會場後方

為海報展展場，今年最夯的是Giggle 

IT計畫，邀集世界各地的圖書教師共

同參與，幫助及鼓勵學生（10歲至14

歲）閱讀，經由多媒體工具做有效的

學習；8月11日，第5場演講由澳州查

爾斯特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講師海琳（Ms. Lyn Hay）主講，主題

是「如果未來是現在……，那下一步

是什麼？」，在閉幕式中授旗給2012

年年會主辦國卡達，主題是「改變與

創新有如沙漠中的流沙」。

二、未來展望

　101年7月中旬在山西省太原市舉辦第

3屆華文圖書館長論壇，由該學會邀請學校圖

書館同道參加，主辦單位精心安排參訪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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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古蹟，包括雲岡石窟、懸空寺及宗教勝地

五臺山，並透過該論壇彼此交換工作經驗，

建立溝通平臺與網絡。 101年IASL年會於11月

移至亞洲西南部之阿拉伯國家卡達（State of 

Qatar）舉行。（國立基隆女中陳宗鈺）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香港參訪團參觀香港聖三一

堂中學閱讀課（100.4.1）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香港參訪團參觀香港循道中

學，由該校王國江校長（右）介紹閱讀。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香港參訪團參觀香港耀中國

際學校與校長及董事合影（100.4.2）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IASL）2011年會在牙買加開幕
式，IASL地區主席斯圖爾特（Paulette Stewart）博士致
詞。（100.8.8）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IASL）2011年會在牙買加會場
書展（100.8.8）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IASL）2011年會安排參觀中學
圖書館行程（1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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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一、組織管理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以組成圖書館聯盟

方式執行電子資源共購共享，為國內電子資源

共同採購之聯盟中規模最大者。其主要任務為

合作採購以降低資源購置成本、協助會員引進

所需之電子書與資料庫資源、提供會員所需的

教育訓練。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學術機構，依所

屬類型承諾每年至少委託聯盟購置特定金額電

子書者，經審核通過得加入聯盟成為會員。會

員數以100所為上限，100年會員館共計87所，

包含大學校院圖書館、技專校院圖書館、中央

研究院及國家圖書館。

該聯盟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

設置推動小組負責聯盟維運業務。推動小組設

有5個工作小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6

校圖書館人員分別執行相關事項。各小組作業

環環相扣，從電子資源產品徵集、書目勾選彙

整、複本管控、電子資源採購、上線使用、推

廣活動、使用統計分析，以及依分析結果制訂

下年度採購方向等，建立了完整的計畫作業流

程。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1次，第4次會員大會

於100年4月18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召

開，會議內容包括：97年至99年計畫執行成

效、技職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計畫概況、臺

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目標與執行方

針、推動小組各組業務報告、提案討論等。推

動小組會議定期召開，100年共召開9次會議，

討論重點包括：年度採購內容方向、選書原則

修訂、各領域採購比例制訂、採購標的商議、

推廣活動研議及次年度計畫工作項目規劃等。

為提高購入資源之使用率，積極辦理教

育訓練與推廣活動，包括：成員館自辦教育

訓練，超過8千人參加；學生創意e頭腦企劃

競賽，共22件企劃書；館員創意eDM徵選活

動，共19件作品；編製課程延伸閱讀電子資源

書單，27個成員館參與；各區教育訓練，共96

人參加；主辦12月2日「2011圖書館邦聯制之

現況與未來」研討會，主題包括廣域圖書館時

代的趨同、圖書館聯盟組織或邦聯可思考之7

大議題、數位時代圖書館之館際合作及資源整

合等，共120人參加。此外，與中華圖書資訊

館際合作協會合辦論壇，分別為8月1日「中文

電子書定價會議論壇」、12月12日「中文電子

書B2L商業模式論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敏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