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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卿

專門圖書館 

壹、綜述

　　根據我國〈圖書館法〉第4條規定，

專門圖書館係指由政府機關（構）、個

人、法人或團體所設立，以所屬人員或特

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特定主題或

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門性資訊服務之圖

書館。依CNS 13151又可分為七大類：

一、政府機關（構）圖書館：係指以政府

機關（構）、政府部門或各級民意機

關所屬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

館，包括國際、中央及地方政府組

織。

二、醫學圖書館：係指以醫院或醫療衛生

專業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三、學（協）會圖書館：係指以學（協）

會之會員及會務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的圖書館。

四、工商圖書館：係指以工商企業所屬人

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五、大眾傳播機構圖書館：係指以傳播媒

體及出版業從業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的圖書館。

六、宗教圖書館：係指以宗教團體成員與

信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七、其他圖書館：係指任何不包含於以上

類型之專門圖書館，如各國駐華單位

之文化中心圖書館。

本專題以調查結果綜整103年專門圖書館

之設置情形及發展現況，並說明蒐集專門

圖書館界的重要事件以記錄專門圖書館之

發展樣貌。

一、專門圖書館設置情形

　　依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

調查統計系統」（http://l ibstat .ncl .

edu.tw/statFront/）所蒐集之資料，

專門圖書館共計有 6 3 1所，依類型分

以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2 0 2所，所

占比例最高（3 2 . 0 %），其次為醫學

圖書館 1 6 9所（ 2 6 . 8 %）、工商圖書

館112所（17.7%）、宗教圖書館111

所（1 7 . 6 %）、學（協）會圖書館1 7

所（ 2 . 7 %）、其他專門圖書館 1 2所

（1.9%）、大眾傳播圖書館8所（1.3%）

（詳如表88）。

表88　
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3年）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202 32.0%
工商圖書館 112 17.7%
大眾傳播圖書館 8 1.3%
醫學圖書館 169 26.8%
學（協）會圖書館 17 2.7%
宗教圖書館 111 17.6%
其他專門圖書館 12 1.9%

合計 6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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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9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99年至103年）

年度
類型

99 100 101 102 103

政府機關圖書館 218 218 217 204 202
工商圖書館 118 118 116 112 112
大眾傳播圖書館 19 9 9 8 8
醫學圖書館 175 174 174 171 169
學（協）會圖書館 9 17 17 17 17
宗教圖書館 111 113 112 111 111
其他圖書館 10 11 11 11 12

合計 660 660 656 634 631

　　表89為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

計，與102年相較可發現103年政府機關

（構）圖書館減少2所，工商圖書館減少2

所，其他專門圖書館增加1所。

二、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調查

　　為瞭解103年專門圖書館發展現況，

國家圖書館透過「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

統」蒐集專門圖書館各項相關資料。

（一）服務人數

　　專門圖書館係以服務母機構為主，

經統計填答館母機構員工總計38萬6,715

人，服務人數50萬5,744人，顯示除母機

構員工外，亦有專門圖書館開放外界使

用。又，總辦證人數達34萬2,716人。103

年專門圖書館服務人數如表90所示。

表90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103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員工人數 386,715 293
服務對象總人數 505,744 286
總辦證人數 342,716 286

（二）服務資源

　　由表91來看專門圖書館所投入的人力

資源，103年專兼職館員合計820人，其

中專職館員中具圖資背景者計有385位。

表91
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103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專職館員人數 621 297
兼職館員人數 199 291
專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385 297
兼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28 291

　　在館藏資源部分，館藏類型包含圖

書、期刊、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各類型

資源數量詳如表92。

表92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103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紙本圖書（冊） 8,041,583 286
電子圖書（冊） 1,770,224 283
現期紙本期刊（種數） 214,435 288
現期電子期刊（種數） 460,405 285
裝訂期刊（冊） 1,660,172 282
視聽資料（件） 644,852 284
電子資料庫（種） 8,945 285
其他（件） 917,56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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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項目

　　就表93來看專門圖書館提供之服務

項目，依次分別為館內閱覽（279所）、

參考諮詢服務（258所）、館藏資料借閱

（239所）、資料庫檢索（219所）與推

廣服務（208所）。其中館內閱覽居所有

服務項目之冠，館藏資料借閱高於資料庫

檢索，成為第二大服務項目，顯示專門圖

書館的服務仍停留在館藏資料的典藏與提

供。

表93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03年）

服務項目 總計
填答
館數

占填答館
數百分比

館藏資料借閱 239 292 81.8%
館內閱覽 279 293 95.2%
參考諮詢服務 258 292 88.4%
推廣服務 208 291 71.5%
資料庫檢索 219 291 75.3%
期刊目次服務 147 292 50.3%
提供電子報 73 292 25.0%
館際合作服務 131 287 45.6%
全文影印或傳遞 123 287 42.9%
專題選粹 74 291 25.4%
閱覽席位 11,109 288 -

（四）使用情形

　　103年專門圖書館讀者使用圖書館情

形（如表94），進館人次達334萬4,432人

次，借閱總冊數為139萬3,252冊。從館際

合作服務來看，圖書貸出量計5, 618冊，

圖書借入量計5,590冊，複印服務的借入

件數較貸出件數高，顯示專門圖書館間館

際合作的情形，除服務母機構人員外，也

支援其他圖書館，發揮其功效與貢獻。

表94　
專門圖書館服務使用統計（103年）

項目 服務量 填答館數

進館人次 3,344,432 275
年度借閱總冊數 1,393,252 286
年度借閱總人次 622,588 281
圖書借入量（冊/件） 5,590 285
圖書貸出量（冊/件） 5,618 284
影印－借入（件） 20,534 287
影印－貸出（件） 13,182 286

貳、專門圖書館組織專業活動紀要

　　專門圖書館專業組織以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所屬的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

書館委員會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較具規模

與制度，茲分述其103年的重要活動概要

如下。

一、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一）專業參訪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於103年5月28日

參訪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傅斯年

圖書館、文哲所圖書館，以及上海商業儲

蓄銀行行史館與美國創新中心。

　　參訪行程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展開，首先參觀歷史文物陳列館，該館

藏品以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為主，除

當日特展的「重慶到臺北―董作賓甲骨研

究展」、「小學之道―從漢簡看漢代識字

教育」、「內閣大庫檔案」，還有常設的

「殷墟文化」、「西周文化」、「東周文

化」等展覽。隨後前往傅斯年圖書館，主

要參觀了平時不對外開放的管制書庫，參

訪的委員也藉此機會與館員就書庫及典藏

環境管理進行交流。下午參觀文哲所圖書

館，隨後前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行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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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103年7月
25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第1屆工商圖書館聯誼活
動。

館內展示該行不同時期的LOGO、創行歷

史、舊照片、支票、存摺、建築模型等與

上海商業銀行相關之歷史檔案，一系列完

整的收藏與介紹，可做為有意設置檔案資

料室之各館參考。最後一站為103年甫開

幕的美國創新中心，是由美國在臺協會與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共同設置，該中心兼具

了圖書資料中心及活動場所功能，提供嶄

新的服務方式，對於各專門圖書館而言，

具有提供創新服務之參考價值。（胡錦

華）

（二）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3年年會海報

展，以「專門圖書館經營與創新」為展覽

主軸，希望透過海報展來增進圖書館間之

經驗交流及觀摩的機會。海報展內容共分

為館藏資料、專業教育、推廣行銷、創新

策略及行政管理以及其他等五項主題，由

各個圖書館擇一主題參加，共計有10個單

位參加，分別為馬偕醫學院圖書館、財團

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

館、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大千綜合醫院圖

書室、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美國在臺協會

美國資料中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檔案館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

館。

　　海報展票選結果，第1名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的「樹木的永生－林

業古籍之典藏與修復」，第2名是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牘領風騷―

典藏臺灣文化多元視角」，第3名由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的「閱讀文

學家@中國文哲研究所 」以及馬偕醫學

院圖書館的「寧願燒盡，不願銹壞：馬

偕臺灣紀行導入醫學人文課程」並列；另

外在佳作部分，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的「佛教圖書館提供您―薪．新．欣的閱

讀」及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的

「老館欣力―圖書館大改造」獲得。

（三）辦理第1屆工商圖書館聯誼

　　工商圖書館為專門圖書館七大類之

一，根據國家圖書館出版之《中華民國一

○三年圖書館年鑑》，截至102年底止，

工商圖書館僅占專門書館17.7%，又各個

工商圖書館的典藏特色差異甚大，導致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展，以「專門圖書館
經營與創新」為展覽主軸，103年12月6日於陽明
山中山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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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館之間的互動意願不高，無法像政府機

關圖書館、醫學圖書館或神學圖書館等，

有較相似的資源可供互相交流與探討。

　　近幾年面臨金融海嘯、經濟蕭條的困

境，多數由私人機構成立的工商圖書館，

企業主在整體財務、網際網路及檢索引擎

已取代傳統資訊或對圖書館服務無感等多

方考量下，大都縮減或裁撤圖書室相關單

位；或是與其他單位合併，讓工商圖書館

的運作更加艱困，且工商圖書館難以比照

大學圖書館、醫學圖書館籌組合作組織，

進行經驗分享與資源共享，更讓工商圖書

館的數量與服務品質逐年降低。

　　基於上述情況，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為

凝聚工商圖書館的共識與能量，並拉近工

商圖書館之間的情誼，特將工作重點著重

在全國商情中心的成立，購置各種商情資

料庫，以供企業界利用，以及舉辦第1屆

工商圖書館聯誼會，增進工商圖書館館際

間互動與合作，進而加強彼此間之聯繫。

透過工商圖書館線上問卷調查，一共發出

33份，回收24份有效問卷，有12個單位

回覆願意出席第1屆工商圖書館聯誼會，

故於7月25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辦聯誼活

動。

二、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回顧過去，神學圖書館間的交流往

來密切，除文獻資料的互相傳遞外，近年

在電子資源採購、自動化系統評選方面有

更多的合作交流。

（一）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概況

　　103年2月14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第53屆理事長薛理桂委任臺灣神學院圖

書館館長張賢淑為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

委員，任期2年。3月19日於臺灣神學院召

開第53屆第1次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會中

討論電子資源聯合採購、自動化系統更換

分享、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會等相關議

題，並決議將上述討論事項列為年度工作

重點。

（二）舉辦西文電子書聯合採購

　　繼102年聯合採購西文電子書的成功

經驗，103年3月延續辦理「2014神學電

子書聯合採購」案，針對聖經及古代近代

東和早期基督教研究主題的電子書，邀請

神學及相關大專校院圖書館參與，各有14

所神學及5個大專校院圖書館加入共同採

購，並於5月28日在臺灣神學院完成聯合

採購議價會議。  

（三）舉行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會暨研

討會

　　 8月 2 1日於臺灣浸會神學院舉行

「2014年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會暨研

討會」，計28位人員與會。本屆會議主

題為「圖書館自動化」，兩場專題演講為

駱英豐主講「圖書館自動化是服務的起

點」，毛慶禎主講「自由軟體在圖書館的

應用」。會中並安排5家自動化系統商簡

報自動化系統，同時設置攤位提供與會者

瞭解各廠牌自動化系統之優劣。

（四） 辦理神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聯合

採購

1.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展示與評選10

月15日及10月21日於中華福音神

學院舉行。

2. 聯合採購意願調查於11月中旬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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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聯合採

購議價會議」12月3日於中華福音

神學院舉行，由臺灣神學院圖書

館館長張賢淑主持，計有6家神學

圖書館參與。（莊秀禎）

三、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一）醫學圖書館海外交流成果

1.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

展暨參訪

 　　第114屆美國醫學圖書館學

會（MLA）2014年年會，於5月

16日至21日在美國芝加哥舉行，

本屆會議主題為「Building Our 

Information Future」。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特

籌組代表團前往參加，本次會議

我國共有9張海報入選參展（實際

參展6張），藉此向各國同道展

示我國醫學圖書館的發展概況，

獲得良好的交流與回響，本次入

選海報主題臚列如表9 5；透過

大會及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

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FII）的

協助與安排，代表團順道參訪了

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醫學院、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中心、

史丹佛大學等單位的圖書館，藉

以了解美國醫學圖書館之最新發

展趨勢，企盼思維獲得改變，進

而創造新時代的醫學圖書館價

值。

2. 2014 CALIS兩岸三地館長會議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

梁君卿及副主任委員胡豫湘於6月

3日至6日赴昆明出席2014 CALIS

兩岸三地館長會議，並於會中進

行專題演講。

（二）醫學圖書館專業活動與服務

1. 第36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

暨2014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

會

 　　由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辦，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暨

臺大醫院圖書室承辦，於8月28日

及29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召開，共計有134位醫學圖書館相

關從業人員與會。

 　　會中安排臺大醫院安全衛生

室主任石富元（急診醫學部主治

醫師）講授「圖書館之設施安全

與緊急應變基本概念」、臺大公

衛學院流預所杜裕康，從撰寫者

的角度主講「如何撰寫一篇好的

系統性評論」、上海科技大學

圖書館及信息中心主任張甲，講

授「功能導向再造圖書館新風

貌」、臺大圖書資訊學系教授林

維真講授「圖書館機器人設計

開發經驗與醫學圖書館應用趨

勢」、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黃

勝堅主講「我在金山呼喊愛」、

時間軸科技電子商務處社群行銷

部總監李全興針對「社群行銷經

營」的主題進行分享、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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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專門圖書館參加第114屆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展入選海報一覽表

入選海報主題 參展單位 著者 參展

An Analytic Survey of  Five Popula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Summary Databases in Taiwan

中山醫學大
學圖書館

張慧瑾、林隆堯 
吳志隆、趙佩君
余祐慈

N

Inappropriate Use of  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 (SEM) 
When Reporting Variability of  Study Sampl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Four Selected Journals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中山醫學大
學圖書館

柯玟如、張慧瑾 N

The Effectiveness of  Bowel Training in Neurological 
Bowel Dysfunction of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中山醫學大
學圖書館

吳姿蓉、張慧瑾 Y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Evidence-Based Nursing Workshop 
in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中山醫學大
學圖書館

吳姿蓉、林隆堯、
張慧瑾

Y

Analysis of  Topic and Competency Area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of  the Taiwan Medical Library 
Committee Annual Meetings: A Thir ty-Five-Year 
Overview (1979-2013)

臺北醫學大
學圖書館

邱子恆 N

Designing a Wearable, Aided Device for Mobile Phones 
for Senior Citizens: Needs Assessment and Pilot Study of  
the Prototype

臺北醫學大
學圖書館

王君逸、邱子恆 Y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f  Twelve 
Medical School Libraries in Taiwan

臺北醫學大
學圖書館

蕭淑媛、游曉芬 Y

Building a Conspectus of  the English-Printed Medical 
Collection: A Case Study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臺北醫學大
學圖書館

蕭淑媛、黃莉娟 Y

The Role of  a Medical Library in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uilding up the Research Portal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圖
書分館

梁君卿、張稜雪 Y

余振強醫學圖書館館長黃淑貞講

授 ”A Possible Dose: the Future 

of  the Yu Chun Keung Medical 

Library”。

 　　在實務分享部分，臺大醫學

院圖書分館主任梁君卿、臺北榮

民總醫院圖書館館長胡豫湘、國

防醫學院圖書館副館長許淑球、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課長楊

淑芬等分享「有限經費下圖書館

的因應之道」，無論是透過醫學

電子資源共同供應契約或合作採

購的途徑，唯有醫學圖書館在實

務上的團結，才有可能創造更多

有利於讀者的資源與服務。

2. 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課程

 　　為提升各醫學圖書館館員多

元化的資訊素養能力，提供更全

面性的資訊服務，醫學圖書館委

員會共辦理4場專業素養課程，邀

請各領域專家講授專業新知，並

以現場網路轉播的方式提供無法

親臨現場之醫學圖書館員同步參

與。

（1）4月17日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教授陳光華演講「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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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ata在圖書館的實踐」。

（2） 6月18日由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組長劉淑容演講「實證醫學與

圖書館員角色變遷」。

（3）9月1日由上海科技大學圖書館及

資訊中心主任張甲演講「大數

據環境圖書館新型服務」。

（4）11月20日由飛資得資訊公司知識

長溫達茂演講「如何運用W3C

新規格與技術提升圖書資訊服

務」。（張稜雪）

參、專門圖書館重要工作與活動

一、政府機關（構）圖書館－林業試驗所

圖書館

　　林業試驗所圖書館於民國10年成立，

是全臺最古老的林業專門圖書館，設立目

的是為了林業試驗研究需求，進行相關書

籍和文獻的收集。館內積累了相當豐富的

林業研究文獻、古籍及手稿繪本圖鑑，許

多古籍資料屬臺灣唯一收藏，彌足珍貴。

為保存及維護古籍的完整，該館自87年

以來開始進行古籍修復；同時也與該所製

漿造紙研究室合作，利用其所研發的手工

紙，進行圖書修復，使古籍可以回復原貌

以便再提供研究利用；目前已將大部分古

籍數位化，古籍數位化後可以透過網路的

傳播將這些圖像和相關資料運用在教育、

研究和推廣刊物中，達到圖書資訊資源

的最大效用。古籍修復與典藏，呈現了人

類對於森林資源的永續利用以及文化保存

的整體概念，達到維護樹木永生的精神。

（張勵婉）

二、醫學圖書館

（一）制定醫學電子資源共同供應契約

　　近年醫學電子資源的種類快速增加，

成為研究教學不可或缺的資源，但產品價

格模式多樣且複雜，造成各單位詢價及

採購的困難。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

館暨臺大醫院圖書室特辦理醫學電子資源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向廠商爭取優惠價

格，並有效降低採購成本、簡化採購作

業，嘉惠國內醫學圖書館。

（二）籌組CK聯盟

　　因出版社宣布自103年不再更新MD 

Consult，將以Clinical Key資料庫取而代

之，但Clinical Key資料庫的原始報價比

各館MD Consult訂費高出許多，造成各

醫學圖書館困擾與負擔。為解決此一困

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之電子資採購子委

員會乃召開多次會議，並籌組CK聯盟，

討論Clinical Key資料庫的議價策略，經

多次與出版社協商，終獲出版社善意回應

讓各館得以聯盟價起訂，此次透過籌組聯

盟的方式與出版社議價，因策略成功且壓

低訂價實質嘉惠了各聯盟館。（張稜雪）

三、工商圖書館－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

心

　　資策會資料中心為協助母機構建置

產業分析線上課程，於103年10月推出大

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MIC 

OPEN講，規劃產業分析、資訊電子產業

趨勢、軟體服務產業趨勢、通訊產業趨

勢、資通訊產業大趨勢、資通訊大展直

擊、MIC Channel等七個系列超過50堂的

課程，免費提供青年學子學習。其中的主

打課程－產業分析小學堂吸引了近千名

學員報名，整體修課人數更達1萬1,000人

次。（邱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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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眾傳播機構圖書館－公共電視臺圖

書館

　　公共電視臺圖書館是國內唯一完整保

存國內公共電視臺播映過，且取得著作權

之自製、委製節目的專門圖書館。103年

館舍空間重新規劃，提供100坪左右的館

舍給讀者更舒適的閱覽空間。館舍空間劃

分為一般書區及參考書區、視聽資料區、

紀錄片特藏區、休憩閱覽區及永久保存書

庫區。

（一）一般書區、參考書區：以國內外電

視、電影、新聞、廣播等相關主

題資料為主。另一大部分資料來

自節目製作單位的研究用書。

（二）視聽資料區：典藏國內外製作優

異、得獎或入圍的影音節目，以

及公共電視臺自製及委製節目。

（三）紀錄片特藏區：保存及陳列公共電

視臺製作的紀錄片，以及自籌備

期起就蒐集、保存的公共電視相

關檔案，如研究報告等。

（四）休憩閱覽區：提供讀者期刊閱覽、

視聽閱覽、公視數位片庫節目閱

覽等不同功能之閱覽區，讀者申

請後可於此進行小型討論會。

（五）永久保存書庫區：公視檔案、期

刊合訂本、設備操作手冊以及別

具特色的分鏡譜典藏區。分鏡譜

是導播在轉播音樂會時的工作紀

錄，為別具特色及價值之館藏。

　　公視圖書館規模雖小，但也有四萬多

冊藏書。保存具特色且獨一無二的館藏，

除了服務公廣集團同仁外，也開放一般民

眾到館閱覽。（林建宏）

五、宗教圖書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首辦「圖資人減壓生活營」

　　圖書資訊從業人員面對資訊科技的快

速變遷，工作常處於忙碌與高壓的情境

中。為了讓圖資人學習放輕鬆，舒緩平時

工作壓力，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特於

103年8月31日在桃園大溪香光山舉辦減

壓生活營。本次活動計有圖書館界、資訊

界工作人員共40人參與，活動安排「山林

行香」、「正念進食」、「培養專注」及

「親近大地」四個單元課程。（釋自衍）

六、其他圖書館－各國駐華單位之文化中

心圖書館或資料中心

（一）美國資料中心 

　　美國資料中心（ I n f o r m a t i o n 

Resource Center）是由美國在臺協會設

立，以開架式陳列提供美國政治、經濟、

社會、教育與文化等各項書籍與資料，並

有專人提供參考、電子資訊和美國教室等

服務。

1. 於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設置

高雄美國資料中心

 　　美國在臺協會與高雄市立圖

書館合作，97年7月9日於高雄市

立圖書館寶珠分館設立美國資料

專區（American Shelf），98年

11月18日擴大為高雄美國資料中

心（American Corner），成為南

臺灣第一個美國資料中心。為提

供更優質的閱讀環境及服務，美

國在臺協會遂將高雄美國資料中

心遷移至高雄市立圖書館新成立

的河堤分館。103年11月2日由美

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處長杜維浩

（Robert C. DeWitt）與高雄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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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為高雄美國資料中心揭幕。

 　　高雄美國資料中心除了收藏

介紹美國歷史、文學、小說、政

府、英語教學與旅遊等書籍、繪

本童書與相關影音光碟之外，也

提供電腦、iPad、影音及視訊設備

給讀者使用。此外，中心透過定

期舉辦各項演講，美語說故事及

展覽活動的方式，使民眾得以一

窺美國文化與生活。

2.「希望閱讀數位行動美國資料中

心」為中南部偏遠小學提供服務

 　　美國資料中心與天下雜誌教

育基金會合作成立的「希望閱讀

數位行動美國資料中心」，103年

數位書車從臺中到高屏，共行經8

個城市，巡迴27所偏遠小學。車

上除提供中英文兒童繪本與電子

資源外，美國在臺協會官員並到

學校或透過視訊方式，為小朋友

說故事。

（二）法國資料中心 

　　法國在臺協會於101年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成立法國資料中心，經由合作夥

伴關係的建立，期望透過法國的語言、文

化、社會、高等教育與研究及旅遊等，讓

民眾能對法國有更直接的接觸與認識。法

國資料中心經常舉辦各類型推廣活動，包

括讀繪本學法語、法國留學講座、認識法

國學法語、法語ABC及主題書展等，103

年共辦理活動27場次及2次主題書展，計

有8,257人次參與。   

（三）英國資料中心

　　為服務廣大中部地區民眾，英國文

化協會於101年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多

元文化服務區內設立「英國資料中心」

（British Corner），提供各式主題資訊，

內容涵蓋英國教育、英語學習、英式文

化、旅遊與藝術設計等資訊。該資料中心

內設有展示空間，不定期展示英國設計師

或英國經典品牌的工藝、時尚、藝文等作

品，讓館內讀者能更進一步體驗英國創意

無限的設計能量。

　　英國資料中心不定期舉辦英國文化推

廣活動，包括留學、文化藝術及英語學習

系列講座、英國影展及櫥窗藝文展等，

103年共辦理21場次活動，計1,456人次參

與，另辦理2場次展覽活動，共吸引逾3萬

人次看展，展覽主題包括英國風裝飾品特

展、英國瓷器美學展等。

（四）臺北歌德學院

　　臺北歌德學院係德國在臺協會成立之

圖書館，103 年歌德學院舉辦了留學德國

說明會、音樂會、德語學習及慶典活動

旅遊等一系列講座；此外分別在館內、

臺北國際書展和高雄文藻外語大學舉辦

「2012-2013德國優良攝影圖書大展」，

這些攝影圖書都在德國得到攝影專業獎項

的肯定，臺北歌德學院獲得德國攝影學會

高雄市陳菊市長與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杜維浩處
長，於103年11月2日共同為高雄美國資料中心揭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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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特將這些獲獎書籍在亞洲做巡迴

展出；103年10月則邀請來自柏林的優秀

繪本畫家Patricia Thoma 在臺北歌德學院

舉辦繪畫工作坊，參加的大小朋友約有70

名。（王珮琪）

肆、專門圖書館科技與資訊服務

一、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裝設「電子資

源遠端認證系統」

　　為讓位於校外網域之讀者，可透過證

號及密碼認證連線使用所有電子資源，

於103年2月裝設「電子資源遠端認證系

統」，此服務系統的建置不僅增加電子資

源使用率，同時也讓將圖書館服務範圍擴

大。（莊秀禎）

二、臺灣神學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評選與

採購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於103年9月至10

月間，進行自動化系統評選，12月11日舉

行自動化系統採購議價會議，12月31日舉

行圖書館更換系統啟動會議，正式啟用自

動化系統。（莊秀禎）

三、臺大醫學院建置學術研究入口網

　　此系統提升母機構研究成果國際能見

度，建置成功的關鍵在於學科館員，透過

學科館員駐點服務或親赴研究室協助教師

匯入個人資訊與相關著作，並藉由與教師

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了解老師的實際資訊

需求即時提供服務，讓系統資料建置更快

速且完整，103年推動成效如下：

（一）利用程式批次完成醫學校區研究人

員ORCID帳號申請，累計已超過

700位。

（二）完成Research Portal與ORCID平

臺介接，利用ORCID平臺協助研

究人員自Scopus資料庫匯入研究

成果並回傳至Research Portal系

統，103年匯入著作篇數已超過2

萬筆。

（三）串接研究計畫超過7,000筆，根據

ORCID官方資料顯示，截至103

年1 1月3 0日，全世界成功整合

ORCID功能的大學有19所，臺大

醫學院為全球第5個並且是臺灣首

例成功導入ORCID的大學機構。

為了提升研究成果之能見度，透

過與ORCID的結合，匯入研究人

員著作清單，減少研究者維護著

作內容之繁瑣程序。（張稜雪）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農業數位知

識交流網絡推動計畫」網絡平臺教育

訓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促進所屬農、

林、漁、畜16個試驗改良場所1,200位研

究人員，快速取得國際期刊資源並同步獲

得國際農業研究知識與成果，自100年起

推動「國際農業數位知識交流網絡推動計

畫」，建立數位網絡知識交流平臺，每年

租用約10種國際農業科技文獻資料庫，提

供電子資源整合探索服務、館際合作及教

育訓練，以達到圖書資源共享並有效利用

各單位資源。（李如萍）

五、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建置「佛教主

題分類檢索系統」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根據《佛教圖

書分類法》（1996年版）增補修訂《佛教

圖書分類法》（2011年版），於100年10

月出版。主要目的是作為佛教圖書主題分

類標引、檢索及排架等之規範，並作為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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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和組織分類目錄的依據；其次是做為佛

教期刊分類、佛書出版統計、佛書出納統

計等的工具。

　　為便利圖書分編工作者、研究者使

用，遂於103年9月建置「佛教主題分類

檢索系統」（http://www.gaya.org.tw/

library/class/index.asp），提供單一介面

查找佛教主題分類，呈現相關類名；於檢

索結果中，可經由「類號」連結「香光尼

眾佛學院圖書館書目檢索」，並列出館藏

中相關類號的佛教書目資料。

　　此一資料庫檢索提供「關鍵詞」、

「分類號」、「類名」三個檢索欄位。

每一欄位提供「包含」、「開始」、

「結尾」、「等於」之檢索比對功能，

可由下拉式選單選取。各欄位間有提供

「AND」、「OR」的邏輯運算功能。

　　未來將加入New Clas s i f i ca t ion 

Scheme for Buddhist Libraries 2011 

Edition之英文類目，提供中（含漢語拼

音）、英（含巴、梵、藏、日譯羅馬轉

寫）對照。透過主題多語對照，便利使

用、研究。（釋自衍）

六、資策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一）Tag個人化標籤服務：建立同仁專

屬個人化網站設定服務，依據個

人或團隊興趣，運用Tag連結資料

中心各種相關資源於一個頁面，

方便同仁一次性閱讀所有相關資

訊，提升資訊使用效率，讓同仁

查找資訊更便捷，可做為個人或

團隊雲端知識庫。

（二）建立「關鍵圖表資料庫」：同仁可

依關鍵字在任何載具上交叉查詢

重要圖表資訊，計有全球趨勢、

資訊電子產業、通訊產業、軟體

暨服務產業、整體產業等五大類

別，並附上原文提供同仁進一步

參考。（邱蘭婷）

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於103年4月1日

正式上線，這是金屬中心圖書館

第一個以網站方式呈現的系統，

相較於舊版傳統的功能，它的畫

面及內容更加的豐富和有彈性，

廠商也特別針對圖書館的需求做

出客製化的設計，讓系統更符合

讀者需求更好操作利用。

（二）專題選粹服務正式於103年9月開

辦，其成果分享透過portal公布

欄、圖書館最新消息及email的宣

傳推廣給同仁，此服務除了能增

加資料蒐集的廣度外，也可節省

同仁尋找文獻的時間。103年共接

受22個主題委託，提供2,051篇論

文，服務264人次，其中以汽車輕

量化和積層製造的主題蒐集範圍

最廣、提供數量最多、使用的同

仁也最踴躍。（邱蘭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