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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敏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編例
一、本大事記記載102年1月至12月間的各項大事，以便稽考。

二、本大事記收錄範圍與往年編例相同，下列事項因前述章節已有專論故本章不贅錄：（一）我

國圖書館界參與之國際書展、學術交流或國際會議；（二）圖書資訊學個別研究成果與論著

發表；（三）圖書資訊學校或團體辦理之個別型活動。

三、本大事記各款排列，以月日為序，經查考日期，排於本年某月某日；如有月日起迄日期，則

以起始日期為排序基準；若同一月日不只一事，則以事件權責機關之層級，區別先後。

四、本大事記內容所涉之人名、機構或研討會名稱，如有英文儘量採中文在先，括弧並列英文方

式著錄，惟考量有中譯不周延者，則保留以原來英文呈現。

五、本大事記資料彙整來源，主要根據102年之新聞報紙、網路新聞、圖書館網路論壇、圖書資

訊學系所網頁、圖書館團體網頁所刊載之資訊編修而成，如有缺漏之處，尚祈指正。

1月1日

國家圖書館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啟動新的組織架構，由原本9組改為6組，

分別為圖書館事業發展組、館藏發展及書

目管理組、知識服務組、特藏文獻組、數

位知識系統組、國際合作組，另成立國際

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訊中心及漢學研究

中心等3個任務編組。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配合行政

院組織改造，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館，維

持原組織架構。

國立臺中圖書館，則更名為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簡稱國資圖，改名後之國

資圖服務範圍除了五權南路的總館、南屯

區的黎明分館外，尚有臺中火車站、臺中

榮民總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共3座微型

圖書館，並加入位於南投中興新村的臺灣

省政府圖書館成為該館中興分館，另有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將精武路舊

館委外經營。

1月1日

國立政治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兩校，提供專任教師及博士班學生無縫式

圖書借閱服務，服務採每學年申請1次之

方式，雙方符合資格的讀者欲使用此服

務，須具備所屬學校圖書館之借書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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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意將個人檔案匯入對方館，始得持所

屬學校之有效教員證或學生證到對方圖書

館借書，增進校際間圖書資源服務合作與

共享。

1月8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劍橋大學出

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主辦「展望數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的新

趨勢」（Emerging Trends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and Digital Library）研討會，

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地下1樓國際會議

廳舉行，研討會主要探討數位出版與數位

圖書館發展趨勢，期盼集結各國發展經驗

與方向，建構電子館藏發展之未來。

1月15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臺北市政府1樓新

設「FastBook全自動借書站」，該借書站

為符合成人、幼童、身心障礙者均可使用

之全自動借書服務站。

1月24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第6座智慧圖書館於

臺北捷運東區地下街落成，面積約30坪，

館藏以流行時尚為主軸，內容包含一般流

行文學小說、旅遊書等共八千餘冊圖書，

民眾可憑身分證及北市圖借閱證到場換發

晶片借閱證，使用北市圖6所智慧圖書館

及所有服務據點豐富的圖書資源。

1月29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整建工程完工，整

建工程歷時兩個多月，除了動線與空間重

新調整規劃，更在1樓大廳新設咖啡閱讀

區，塑造書香、咖啡香環繞的氛圍。

1月30日至2月4日

「2013年臺北國際書展」在臺北世

界貿易中心展覽館舉行，一館為「臺灣出

版主題館」，有回顧年度好書的「書展大

賞主題館」、「數位館」及「電影館」；

二館「動漫主題館」，展出廣受青少年歡

迎的國內外漫畫及卡通動畫；三館為「童

書區」、「文具主題區」。此次臺北國際

書展聚焦數位出版，規劃數位主題展館、

數位出版論壇、數位圖書交易平臺運作等

展覽內容，呈現數位內容創作與服務，並

邀請亞洲業者參與論壇，探討數位出版的

發展現況與合作模式。

2月1日

國家圖書館與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

金會於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館一館2樓

第5會議室舉辦圖書館論壇，主題為「圖

書館．出版社．相對論－圖書採購與公共

出借權探討」，藉以增進民眾對圖書館事

業的瞭解，並提供出版界與圖書館界交流

對話之平臺。

2月1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圖書總館預計103

年底完工，為達到開館百萬館藏量的目

標，由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發起

「高雄市新圖書總館百萬藏書計畫」，

建置專屬網站（http://donate.ksml.edu.

tw），於本日啟用，廣邀民眾及號召企

業參與，共同捐助新圖書總館採購館藏，

此計畫以捐款選書或捐款不選書的方式，

由圖書館統一採購圖書，而非直接讓民眾

贈書，民眾可依網站所提供之書單，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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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捐助之書籍，捐贈300元以上者，可

在所指定購置之書籍封面裏頁，留下姓名

與捐款心意。

2月23日

為推動多元閱讀活動，提升全民閱

讀素養，國家圖書館舉辦「春天，跟著詩

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系列活動。

辦理7場專題講座，邀請學者、詩人擔任

主講人，並於國圖閱覽大廳同步展出相

關主題圖書與詩集。首場講座於2月23日

辦理，由蔡瑜主講「陶淵明的園田交響

曲」；3月9日徐國能主講「憂患中的藝

術超越：杜甫在天涯」；3月30日胡錦媛

主講「移動／互動／運動－旅行詩與詩

旅行」；4月13日嚴志雄主講「清初東北

流人的『春天』」；4月27日吳錫德主

講「詠嘆詩城巴黎：詩中有畫、畫中有

詩」；5月11日向陽「好山好水好臺灣：

我的地誌詩書寫與朗誦」；5月18日羅智

成主講「作家的旅行」。

2月25日

國家圖書館於教育部5樓大禮堂舉行

「樂遊『閱』」世界—臺灣101年閱讀習

慣調查結果記者會暨表揚典禮」，發布臺

灣101年國人閱讀習慣調查結果，並表揚

全國公共圖書館借閱楷模；表揚典禮並頒

發101年「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得獎

人士，包括4位地方首長及5位傑出館員。

2月27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國家圖書館

聯合舉辦「2013年資訊服務專業區域合作

研討會」（2013 Symposium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Professionals -- Viewpoint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行，

會議主題主要探討由資訊素養觀點談資訊

服務專業的區域合作（Collabor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Region）。

3月6日

國家圖書館於該館演講廳舉行「文

化傳承．學術領航：臺灣有你真好－國圖

感恩茶會」，贈獎肯定民國101年各界出

版圖書、視聽資料、電子書以及100學年

度各大學校院授予博碩士學位之績優送

存單位，並發布我國100學年度各校院研

究生熱門研究主題、最具影響力的學位論

文，以及101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與趨勢

報告，計有近160家出版社及60所大學校

院親臨盛會接受表揚。

3月7日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

辦之「當代圖書館問題研討」系列學術

演講，於中興大學圖書館3樓多媒體中心

團體視聽室舉行，演講主題為「H-index 

a n d  N ew  I n d i c a t o r s  o f  Re s e a r c h 

Evaluation」，邀請比利時安特衛普大

學（University of  Antwerp）教授盧梭

（Ronald Rousseau）進行演講。

3月13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導，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拓展臺

灣數位典藏計畫所主辦之「數位典藏資料

庫推廣工作坊」，分別於北、中、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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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辦理6場課程，包含數位典藏資料庫

概述、數位島嶼與臺灣記憶，以及自己動

手做文化地圖等3項內容主題。

3月14日至3月16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指導，數位

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海外推展暨

國際合作計畫所主辦之「2013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際會議」，假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館舉行，此次會議以「回顧與

展望」為主題，討論議題包含「科技與規

模化」、「學習與研究的新模式」、「永

續發展與商業模式」、「國際合作」以及

「數位學習」，廣邀各學者、科技人士、

教育學家、圖書館或博物館人員、研究計

畫主持人以及文化資源與科技工作相關之

各界人士參與。

3月18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

盟（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CONCERT）於 3 

月18日與20日分別在臺北、臺南舉辦座

談會，座談會主題為「電子資源之效益評

估與經費配置：如何滿足研究需求」，會

中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逢甲大學、成功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及國立中山大學等圖書館就此主題進行分

區經驗分享。

3月18日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2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

說明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會議除報告聯盟執行成效並

探討未來發展外，為加強館際之間交流，

邀請已加入聯盟之成員館及尚未加入聯盟

之大學校院圖書館參與。

4月2日

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鹽水分館於鹽

水活動中心舉行啟用典禮，該館使用空間

約150坪，設有一般閱覽室、自修室、兒

童區及0至3歲「閱讀起步走」幼兒閱讀

區；館藏圖書約五千餘冊，包含一般圖

書3,112冊、兒童圖書1,536冊及視聽資料

364件，並提供期刊40種及報紙7種供讀

者閱覽。

4月15日

由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FII）主辦，文崗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協辦之「圖書館界的Amazon：

OverDrive－電子書、有聲書、音樂、

影片」研討會，假臺大集思會議中心舉

行，議題包括「圖書館界的Amazon：

OverDrive介紹」、「OverDrive使用者經

驗分享」、「OverDrive Q&A」，會中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昭珍

專題演講，講題為「圖書館採購電子書現

況：一般性西文電子書」，並邀請最早使

用OverDrive的臺北市立圖書館視聽室主

任洪敏育分享採購及使用經驗。

4月15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西中分館開始試營

運，提供社區民眾各項閱覽服務。西中分

館是由原西湖國中科學樓1、2樓改建而

成，總樓地板面積約430坪。1樓設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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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區、兒童閱覽室、親子共讀區、哺乳

室及自修室等區塊，2樓則有中外文圖書

區、青少年閱覽區、報紙期刊區、視聽資

料區及研習教室。

4月17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辦，國

家圖書館、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臺北

分會、天主教輔仁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合辦

之「資訊領域新興趨勢研討會」，假國家

圖書館簡報室舉行，會議主題包括資訊科

學發展趨勢、線上健康資訊、資訊檢索、

資訊行為，會議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與國內

年輕學者發表演講，促進國內外學者專業

交流。

4月18日至4月19日

國家圖書館慶祝八十周年館慶，於

該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知識全球化與圖

書館發展新典範國際研討會」（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ized Knowledge and 

Library Development），會議主題包含

「國家圖書館建築新理念」、「國家圖書

館的數位服務與創新讀者服務」、「國家

圖書館的未來發展方向」、「知識全球化

與圖書館發展新典範」等；並舉行「國家

圖書館慶祝建館80周年特展」揭幕儀式，

館慶特展包含「淬鍊－國家圖書館建館

八十周年館史」、「知識的奇幻旅程－書

的歷史」、「世界國家圖書館巡禮」以及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特展」。

4月19日

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

統」（Synergy of  Metadata Resources in 

Taiwan, SMRT）正式啟用，該系統整合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及國家

圖書館50餘個資料庫書目及作者資料，融

合多種著錄格式，涵蓋多種資料型態之書

目查詢服務，可提供使用者透過一站式查

詢，同時獲取圖書、視聽、博碩士論文、

期刊文獻等多種書目資訊。

4月20日

國家圖書館為響應423世界書香日，

舉辦「美好的閱讀」系列活動。「書香大

遊行」活動由教育部指導，國家圖書館、

趨勢教育基金會主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及文化局、國父紀念館合辦，遊行路線由

國父紀念館至臺北市政府東門廣場；另

於東門廣場舉辦「書香匯演－詩歌音樂

會」，廣場並設有「書香傳遞站」，邀請

民眾攜帶好書加入活動行列，將書香傳遞

給偏鄉社區或圖書館，共同分享閱讀的美

好。

4月26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2屆技專院

校圖書館委員會主辦，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圖書館承辦之「乘著書籍的翅膀《閱讀地

圖》分享研討會」，假承辦大學圖書館舉

行，會議除了探討「圖書資源融滲教學」

議題外，並分享12所圖書館辦理之閱讀推

廣活動及其執行政策，亦有《閱讀地圖》

課程合作案例、圖書館優質創新文宣海報

競賽及發表活動等內容。

4月26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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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CONCERT）與施普林格出版

社（Springer）合辦之「CONCERT / 

Springer開放取用研討會」（CONCERT 

/ Springer Open Access Seminar），假科

技大樓4樓4006會議室舉行，研討會主題

為「開放取用－由機構典藏到全面開放取

用」（Open Access – from Green Road to 

Gold Road），內容包含開放取用（Open 

Access）之全球最新發展狀況介紹、加拿

大知名大學館員現身說法，分享圖書館員

在開放取用出版中所扮演的角色、臺灣學

者從生醫期刊主編的角度闡述開放取用對

作者和使用者的益處，並於會議中介紹創

用CC授權的概念及其在臺灣發展概況。

4月30日

聯合線上主辦，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協辦之「行動閱讀與雲端圖書館發展趨勢

研習會」假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所國際

會議廳舉行，此研習會內容主要探討電子

書行動閱讀最新趨勢，並介紹結合數位閱

讀之服務概況。

5月2日至5月3日

教育部主辦，環球科技大學承辦之

「101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

席會」，於承辦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會

議主題為「大學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學科服

務」，會中邀請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具之國

內外學者專家發表演說，並透過此次聯席

會議邀集國內各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互動

研討，以強化國內圖書館服務與國際專業

接軌，促進館際間互動與交流。

5月10日至5月14日

香港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

合辦之「第11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

（The 11th Annual Library Leadership 

Institute）於臺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

行，此研修班自92年起於香港、澳門、

中國等地辦理，此次首次在臺辦理。本

次研修班主題為「新世代圖書館及館員

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邀

請來自美國、澳洲、紐西蘭、香港及臺灣

之知名專家學者擔任講座，促進圖書資訊

專業之提升。

5月15日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慶祝開館90周

年，正式推出「雲端行動閱讀與導覽服

務」，民眾透過國資圖開發的iLib Go及

iLib Reader APP軟體，即可於手機、平

板電腦上參觀國資圖，並免費借閱電子

書。

5月18日

中國國民黨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

科學資料中心管理之「孫中山紀念圖書

館」正式揭幕啟用，藏館空間350坪，館

藏資料包括孫科先生「補不足齋」藏書、

故臺大哲學系主任方東美贈書、中山文化

教育館藏書、國防研究院藏書、孫中山先

生言行思想、新善本書籍等。其中有孫中

山先生於民國8年撰寫的手著文言本《三

民主義》，以及有19種以上語言版本的

《三民主義》通行本，還有抗戰時期在大

後方出版，以馬糞紙、土紙印刷的宣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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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5月20日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輔仁大學

圖書館主辦之「2013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

討會」，假該校濟時樓9樓會議廳舉行，

研討會目的在於藉由多元化知識角度探討

圖書資訊相關之理論、研究與實務，與會

者包括國內外圖書資訊相關系所教師、碩

博士班學生、圖書館館員及發表論文之專

家學者。

5月21日至5月23日

國家圖書館於該館國際會議廳主辦

「RDA工作坊」，此工作坊邀請具實務

與教育訓練經驗的華人圖書館員協會榮譽

執行長曾程雙修女士、哥倫比亞大學東亞

圖書館中文編目館員周小玲及科羅拉多

大學波爾德校區圖書館連續出版品編目兼

期刊接收組組長盧文英，從實務經驗講授

RDA編目作業，計有包含來自澳門中央

圖書館館員、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大專院

校及公共圖書館館員、系統開發廠商、出

版業者，共141名同道共同參與。

5月23日至5月24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國立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主辦之「圖書館

學科服務研討會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

作協會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假中山

大學圖資大樓11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會

中邀請Monmouth大學圖書館的Ravindra 

N. Sharma、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

煥文進行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學科館

員之學術服務」（The Academic Services 

of  Subject Librarian）、「廣州中山大學

館際合作的回顧與展望」，該研討會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昭珍主持開

幕式，研討議題包含「大學教師與圖書館

合作學科服務之看法」、「中國大陸高等

學校論文使用經驗分享」、「數位時代學

術圖書館的學科服務」、「PQDT 新增

內容及功能」等。

6月19日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舉辦「第5屆政府服

務品質獎」頒奬典禮，圖書館界有國家圖

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及高雄市立

圖書館榮獲「第一線服務機關」品質獎殊

榮。

6月28日

《數位時代》雜誌舉辦之2 0 1 3年

「數位服務標竿企業大調查」公布結果，

國家圖書館獲選數位服務力網站政府類第

2名。

6月28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超星集

團共同主辦之「巨量資料與圖書館大未

來」研討會，於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地下

1樓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兩岸圖書資訊

學者專家，探討大數據（Big Data）時代

對圖書館的影響與因應之道，研討議題

包括「Big Data v.s. 圖書館」、「Linked 

Data大陸學術資源在圖書館服務應用和

實踐」、「Big Data時代大學圖書館的服

務趨勢」、「從巨量資料微觀讀者行為意

向」、「思考圖書館對大量資料的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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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等。

7月1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2年共舉辦11

種主題之暑期研習班，包含1. 圖書館大

未來－創新服務、行銷與技術研習班（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7月1日至5日）；2. 

深耕閱讀與行銷研習班（臺北市立圖書

館，7月8日至12日）；3. 圖書資訊學中

級研習班（國立臺灣圖書館，7月15日至

19日）；4. 圖書館與數位服務趨勢研習

班（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7月15

日至19日）；5. 紙質文物的裝幀與保存

研習班（國立臺灣圖書館，7月22日至26

日）；6. 社會媒體及雲端科技在圖書館

服務的應用專題研習班（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學研究所，7月29

日至8月2日）；7. 資訊組織基礎班（國

家圖書館，7月29日至8月2日）；8. 資

訊組織進階班（國家圖書館，8月5日至7

日）；9. 數位內容策展研習班（世新大

學資訊傳播學系，8月12日至16日）；10. 

帶動閱讀力：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習班（國

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8月26日至30

日）。

7月7日

由文化部指導，小魯文化出版社、

趨勢教育基金會、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的

「臺灣原創圖畫書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會邀請臺灣原創圖

畫書資深創作者以及推手，探討波隆那國

際童書原畫展的實質內容，及歷屆得獎作

品的趨勢，期望從各插畫家的參展過程汲

取經驗，匯集各方建言，以扶植臺灣圖畫

書創作者站上國際舞臺。

7月31日

文化部委託聯合行銷研究公司主

辦，華品文創出版公司承辦，中華民國圖

書出版事業協會、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

會、中華動漫出版同業協進會、臺北市出

版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

會、臺灣數位出版聯盟及臺灣電子書協會

等協辦之「圖書館公共出借權對出版業的

影響：從國外經驗與作者、出版社、圖書

館、著作權的探討」研討會，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綜合大樓509國際會議廳舉行，

會中藉由歐洲經驗的分享，探討「公共出

借權」在臺灣實行的可行性，本次會議希

望創造圖書館、出版社和作家三方共贏的

產業環境。

8月1日

擁有四十多年歷史的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精武分館（原臺中圖書館總館），

自101年1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搬遷至

五權南路新址後，原有舊館先暫停服務，

經整建後於本日重新開幕，現今1樓設置

書展服務區、多元學習區、免費自修區、

戶外活動區等，共可容納300人以上，並

設置「微型圖書館」，提供自動借還書服

務。

9月2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家圖書館

與天馬行空數位有限公司合作，於國家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圖書館戰爭」電影

試映會，該片改編自日本暢銷小說作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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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浩的《圖書館戰爭》一書，故事以捍衛

圖書資料保存與閱讀自由為主軸，強調圖

書館在社會扮演的角色，試映會邀請全臺

各類型圖書館館長、館員、圖書資訊學系

所師生約250人共同觀賞。

9月5日至9月6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

員會主辦，義大醫院醫學圖書暨資訊中

心、義守大學圖書與資訊處承辦之「第35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3海峽兩

岸醫學圖書館館長會議」，假高雄義守大

學燕巢分部舉行，共有36個單位、14所學

校及研究單位圖書館員參與，該年會同時

有13位來自中國大陸各地醫學圖書館長與

副館長共同參與，並邀請海內外醫學圖書

館界專家學者，暢談兩岸醫學圖書館的創

新經營與經驗分享。

9月9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逢甲

大學圖書館、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及

WILEY公司合辦之「電子資源的後世代

圖書館員的新價值研討會」，於北、中、

南區各舉辦1場，北區於9月9日假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中區

於9月11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3樓資訊素養

教室、南區於9月12日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地下1樓辦公區會議室舉辦，藉由讀者

的分享及內容知識提供者對未來方向的期

待，探討新時代館員如何在數位洪流下，

建構出一個更貼近讀者有效的服務鏈。

9月10日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主辦，中華圖

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協辦之「新時代圖書

館規劃與發展趨勢國際論壇」，假清華大

學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請兩岸四地圖書館界研究人員及從業者參

加，分享圖書館空間規劃、館員培育及創

新服務議題之最新發展。

9月11日

國家圖書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等單位合作建置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Citation 

Index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CI-HSS）正式啟用。此資料庫收錄期

刊論文、博士論文及專書等資料類型，

期刊資料以完整收錄89年起於臺灣及香

港、澳門出版之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刊

物為目標，先行整併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臺灣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臺灣人文

學引文索引（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THCI）」兩大資料庫並加以擴

充，再依據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

引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館藏目錄系統」之書目基礎提升

品質，藉由引文串連平臺，聚焦臺灣人文

社會科學之學術表現。

9月12日

教育部接受華碩文教基金會捐贈700

臺平板電腦，並將此批平板電腦分配至所

屬圖書館及社教機構、各縣市教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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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處）圖書館、家庭教育中心及19

個民間公益組織。

9月18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置「OverDrive

電子書平臺」，收錄80萬種電子書、有聲

書、音樂、影片資源，支援各種主流行動

載具，是全球最大B2B電子書平臺，現為

多所國際知名大學採用，此為國內第1所

啟用此平臺之大學圖書館。

9月22日

臺北市推動「公車圖書館」，採榮

譽制讓乘客免費借閱書籍，但因還書率過

低，市政府於「大臺北國際無車日」活動

中設置還書專區，讓「公車圖書回娘家」

鼓勵民眾還書，只要民眾將從公車圖書館

借閱的書籍帶到現場歸還，即可參加抽

獎。

9月23日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超星

集團共同主辦之「巨量共生：新時代的圖

書館服務研討會」於中山大學圖資大樓地

下1樓視訊研討室舉行，該研討會旨在探

討巨量資料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圖書館如

何因應巨量資料的挑戰。

9月23日至9月24日

國家圖書館為增進圖書館在職人

員之編目專業知能，辦理北部與南部

共2場「資訊組織專業技術教育訓練」

課程，課程內容包括「M A RC 2 1  簡

介」、「MARC21拼音轉換應用系統、

CMARC3轉MARC21轉換系統簡介」、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介

紹」、「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介紹」，

參加對象以國內大專院校圖書館或公共圖

書館擔任分類編目工作者為主。

9月25日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與遠流出版社合

作推出「臺灣雲端書庫@高雄」，凡是擁

有高雄市立圖書館借書證的高雄市民，上

網登錄借書證號碼，通過密碼認證，1年

可免費看60本電子書，借期為14天。

9月26日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圖 書 館 、

ProQuest與Serials Solutions共同主辦

「資源探索服務暨圖書資源效益評估之

發展與創新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

與圖書館從業人員進行經驗分享，促成

學界與產業界之相互交流與討論，講題

包括「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Issues for Library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圖書館資源探索暨資

源效益評估之新方案」、「如何評估與選

擇探索服務：哈爾濱工業大學圖書館經驗

談」、「大學圖書館期刊篩選與使用效益

評估之經驗談－以淡江大學為例」與「數

位資源管理與整合之新樣貌」。

9月27日

由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主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協辦之「學術圖書館數位資訊服務實務

研討會」，假中興大學圖書館會議廳舉

辦，希促進研究與實務的對談，藉以提升

圖書館同道之專業職能，並提供各館業務

經驗分享與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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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

三軍總醫院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作

建置之「Fastbook全自動借還書服務站」

啟用，民眾可利用悠遊卡操作借、還書系

統，並可到臺北市立圖書館轄區內的分館

歸還。

10月2日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與文

化部指導，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主

辦之「數位版權於圖書館服務應用與管理

研討會」，於中山大學圖資大樓地下1樓

視訊研討室舉行，研討會由華藝數位公司

數位發展事業部經理、臺灣數位出版聯盟

副祕書長以及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律師，分

享數位內容版權管理與導入之經驗。

10月4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國立清華

大學圖書館共同主辦之「2013臺灣學術

機構典藏研討會」（Taiwan Academic 

Inst i tut ional  Repository Workshop 

2013），假清華大學第二綜合大樓8樓會

議廳舉行，該研討會期望藉由典藏機構之

經驗分享，讓與會單位能交流經驗、獲取

新知。

10月8日

由逢甲大學圖書館、有限責任臺灣

電子書供給合作社、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聯合線上及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聯合主辦之

「雲端圖書館‧數位閱讀的趨勢與契機研

討會」，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地下2樓演講

廳舉行，研討會針對數位內容、數位出版

以及數位閱讀等議題，邀請專家學者分享

發展策略與經驗，同時邀請知名作家黃春

明分享創作、創業與生活。

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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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與數位學

習發展研討會」，假臺北市濟南路印儀學

苑舉行，議題包括「數位時代對佛教弘

法的影響」、「數位學習與圖書館的發

展」、「開放式課程之營運與發展」、

「佛教數位學習發展現況與經驗交流」等

內容。

10月13日

新北市政府與台灣漂書協會合作推

展「漂書運動」，由公部門帶頭設置具有

圖書實物銀行概念的「圖書分享平臺」，

鼓勵民眾將家中合適且值得推薦的好書踴

躍捐出，置於漂書架上與愛書人分享，結

合臺鐵10個火車站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

館等12處文化場館、板橋公車站、淡水

線、新莊線等捷運站及200輛大有巴士公

車上設置漂書袋，民眾可至各區圖書分館

索取漂書標章、藏書票及漂書條碼貼紙，

黏貼在書上後放置於漂書點或圖書館，取

閱的民眾可上網標明出處與上傳心得，分

享閱讀樂趣。

10月15日

國家圖書館辦理為期5天之「國際圖

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授課主軸為古籍

文獻保存維護與加值創新、檔案文獻保存

維護與加值創新、古籍編目、古籍提要、

漢學研究與臺灣研究資源簡介，及參訪國

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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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央研究院、國史館等機構，吸引來

自海內外28名圖書館員、古籍修護專業工

作者參加。

10月18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刊物《圖書資

訊學研究》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審核通知，收錄為2013年「臺灣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

10月22日

花蓮縣首座「主題式兒童玩具圖書

館暨物流中心」落成，該中心是由美商高

通公司捐贈經費、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建

館、國泰慈善基金會捐贈首批玩具以及萬

能科技大學、慈濟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等

師生與各地志工參與協助，經花蓮縣政府

經歷2年籌備，選定5所學校建置「玩具

圖書館」，各玩具圖書館主題不同，忠孝

國小為「貓頭鷹館」、中正國小為「寰宇

搜奇館」、中華國小為「幻彩精靈館」、

鑄強國小為「航向世界館」，而鳳林國小

則是「鳳凰館」，藏書各有1萬5,000本以

上。

10月27日

財團法人李科永文教基金會捐資興

建之臺北市立圖書館李科永紀念圖書館正

式啟用，該館位於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公

園，總面積約760坪，包含地上1層、地下

2層，開館初期圖書及視聽資料4萬7,108

冊（件），並以「園藝」主題為館藏特

色，是臺北市立圖書館第66個服務據點。

10月31日

臺北市立圖書館太陽圖書館獲得臺

北市政府頒發「太陽光電優良示範單位」

金獎，此圖書館係採太陽能發電，屋頂、

牆壁均使用隔熱建材，可達到冬暖夏涼的

效果。

11月1日

臺灣鐵路局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

作，在松山車站設置之「Fastbook自動借

還書服務站」啟用，民眾持悠遊卡及身分

證或駕照辦理借閱證後，即可於服務站中

借還書，也可以到臺北市立圖書館所屬各

分館歸還。

11月6日至11月7日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假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

舉辦「海量資料：學術研究新境界」研討

會（Big Data and Academic Research: A 

New Horizon），邀請國際知名及國內圖

書資訊界專家學者就此一重要議題分享新

知卓見。

11月29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發展處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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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共同承辦之「圖書資訊學專題計畫成果

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於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樓2樓會議室舉

行，藉由分享各補助計畫研究成果，促進

學術交流合作、提升研究品質。

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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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圖書館的變革與挑戰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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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地下2樓演講廳

舉行，此會議就未來教室、MOOCs的發

展趨勢、數位策展、RDA的因應、行動

學習、數位內容智財權等最新發展議題，

進行研討與交流。

12月1日至12月7日

國家圖書館啟動「臺灣閱讀節」，

結合出版社、書店、圖書館等公私部門的

力量，推動3項活動，分別為「名人推薦

百大好書」，邀請包括教育部長蔣偉寧、

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等50位名人，共同

推薦102本好書；再者有「閱讀有購讚」

活動，為買好書抽好禮；「放書漂流．與

書飛翔」活動，則是鼓勵民眾將珍藏好書

放漂與他人分享。此外，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也響應閱讀節並舉辦相關活動，推出

「閱讀百分點」，透過專人的桌邊服務，

提供面對面、即時雙向互動的輔導服務，

讓閱讀、學習更有效率。

12月6日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假明倫高中圖

書館舉辦「中學圖書館論壇」，會中邀請

美國圖書館學會會長Barbara Stripling以

「美國學校圖書館」（School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為題進行演講，介紹

美國學校圖書館的發展趨勢，並與北部高

中職圖書館主任或組長座談分享經驗。

12月6日

「2013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論文發

表會」於國家圖書館1樓簡報室舉行，邀

請陳光華教授專題演講「數位研究資料庋

用在圖書館應用與服務」、蔡明月教授演

講「數位時代資訊計量在圖書資訊學研究

的應用」，10位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論文

學生發表報告，並於會中頒發優秀學位論

文獎助金。

12月7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3年會暨

圖書資訊學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上午播放六十周年會慶影

片，並邀請美國圖書館學會會長Barbara 

Stripling演講「美國圖書館學會如何成

功經營及其在圖書館事業發展之角色」

（How ALA Being Successfully Sustained 

and Its Rol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會中並安排《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新書

發表會與頒獎典禮；下午「數位時代圖書

館專業的發展與未來趨勢研討會」，安排

2場研討主題分別為「數位時代圖書館專

業發展」、「數位時代圖書館專業學會發

展與前瞻」，晚上於國軍英雄館安排會慶

晚會暨餐會，本次年會並進行學會理監事

改選。

12月12日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主辦之

「華人之光．豐偉典藏－學術圖書館發展

趨勢研討會」，假主辦圖書館地下1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會議旨在探討學術圖書館

之發展與相關技術之研討，並邀請曾任美

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美國國會圖書

館亞洲部主任等職之世界知名圖書館學家

李華偉教授與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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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至12月13日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國家圖書館共同舉

辦「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

研討會」，會中探討「文化典籍之知識建

構與傳播」、「中國與周邊地區」、「宗

教典籍之傳播」、「出版與（非）物質文

化」等4項議題。

12月16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於該館1樓大廳舉辦

102年「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

中程發展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以展現

推動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成果，會上

首映該館製作宣導捐贈出版品電子檔案形

象短片，並表揚響應捐贈出版品電子檔供

視障資源製作之遠流、聯經、玉山社、城

邦等多家出版機構；感謝渣打國際商業銀

行與左腦創意行銷公司共同捐贈視障有聲

書，會中並舉行「視覺功能障礙研究論文

獎助」3位獲獎人及2位入選佳作論文之頒

獎。

12月16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與中華圖書資訊館

際合作協會第11屆中部分區委員會共同舉

辦之「電子資源館藏發展新契機實務研討

會」，假東海大學人文大樓地下1樓茂榜

廳舉行，該研討會主要目的為探討於圖書

館經費緊縮下，如何以館際間有效的合作

計畫，維持服務品質，以滿足使用者對電

子資源的需求。

12月27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召開第53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選出王梅玲、

呂春嬌、宋雪芳、林呈潢、林珊如、邱炯

友、柯皓仁、陳昭珍、曾淑賢、蔡明月、

薛理桂等11人為常務理事，宋建成為常務

監事，並選舉薛理桂為理事長。

12月27日

教育部委託國家圖書館辦理「公共

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預計4年內

建置臺灣地區北、中、南、東4個區域資

源中心以及8個分區資源中心，資源中心

館藏採學科專家選書機制，以青少年、

知識性、文化創意、多元文化等四大主

題為核心，評選適合大眾閱讀之優良圖

書，提供區域資源中心館藏參考，並於完

成4本主題書目之編輯出版，包括《青少

年書目》（8,298種）、《知識性書目》

（8,965種）、《文化創意書目》（8,761

種）、《多元文化書目》（5,449種）。

12月30日

國家圖書館舉辦「『書海之間•領航

幸福的燈塔』102年全國營運績優公共圖

書館頒獎典禮」，表揚102年在全國公共

圖書館評鑑中榮獲營運績優的190所圖

書館、10所年度圖書館及19所特色圖書

館，以及16所執行100-101年「公共圖書

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成效優良之

圖書館，會中並有信誼基金會出版之《傳

家―中國人的生活智慧》525套，贈予全

國公立公共圖書館之贈書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