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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與合作
廖秀滿

壹、綜述
民國103年，是臺灣圖書館界在國際

貳、年度重要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出席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交流與合作活動上相當活躍的一年，內容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豐富多彩，合作及交流的觸角更延伸至世

Association, ALA）2014年年會於6月26

界的各個角落，展現專業實力及與國際積
極接軌的企圖心。與大陸交流方面，除傳
統的圖書館參觀、人員互訪外，也攜手合
作辦理兩岸論壇及展覽，以收相互觀摩及
分享之效，希望能達到共同發展的目標。
以項目來分，包括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演講、論壇、研習班，簽署館際合作協議
或備忘錄，參加國際專業組織的年會及研
討會、發表論文或參加海報展，進行出版

日至7月1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中華
民國圖書館界代表團由國家圖書館館長曾
淑賢率團赴美，同行者包含立法院國會圖
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圖
書館、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等約15人。代表團
除參加ALA專業會議、參觀海報展外，
也參加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Chinese

品國際交換、專案贈書，設立臺灣漢學資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源中心，擔任國際組織重要職務，積極參

CALA）年會及會員大會，與會期間並參

與核心活動等。茲分別就圖書館專業學
會、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大專校
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系所參與的國際活動

訪拉斯維加斯公共圖書館、拉斯維加斯學
校圖書館The Meadows School、內華達
大學圖書館等，觀摩建築特色及圖書館
服務措施。附屬於ALA的CALA在6月29

敘述之。圖書館界103年首辦或具特色的

日舉行大會，會議主題為「Exploring the

國際活動，以及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等

World: Librarian Leadership and Global

組團參加的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國際圖

Outreach」，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

書館協會聯盟年會，則採獨立條目 敘述，

應邀於CALA年會進行專題演講，講題

不另在參加者所屬機關（構）或學校年度

為「Gathering Knowledge, Striving for

內活動中重複述之。

Excellence, Promoting Culture, Creating
Sinology Ripple World-wid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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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NCL on Library Leadership and

洪世昌與主任何健豪發表 「Assessment

Global Outreach」，分享國家圖書館在

of the benefits of Taipei Public Library

知識服務、追求卓越、提升文化和創造全

Intelligent Libraries and “FastBook”

球漢學交流的努力成果及領導經驗。

Automatic Book Lending Stations」、中

二、出席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

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淑君發表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n Indigenous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Digital Libraries in Taiwan」、國立中

Institutions, IFLA）2014年年會於8月16

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宋慧

日至22日在法國里昂市舉行，中華民國

筠發表「Adults and Children Creating

圖書館學會理事長薛理桂率團參加，同行

Personalized Stories Together through

者計有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C o m mu n i c a t i o n s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國

Technology in Public Libraries」、世新

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立法院國會圖書

大學資傳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葉乃靜發

館、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淡江大

表「Understanding Taiwanese Mobile

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Information Access Behavior」。 海報

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展9件包括「Educational Outcomes of a

所、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世新大學資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CE course:

訊傳播學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Taiwan's Experience」（國家圖書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

「Reading on The Way:Bus Library?

生、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Subway Library? Mobile Library」（臺

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北市立圖書館）、「Touch of Reading:

系學生、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an Experienc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所、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靜宜大學、景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美女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

People」（國立臺灣圖書館）、「The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科學工
業園區實驗中學、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
中心、東海大學、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
文獻處、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等共計
41人。年會會議主題為「圖書館、公民
與社會：知識匯流」（Libraries, Citizens,
Societies: Confluence for Knowledge），
圖書館界共發表論文4篇，海報展展出9
件。論文4篇包括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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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界代表團一行四十餘人於103年8月
15日至26日赴法國里昂參加IFLA 2014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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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Preservation Strategy and

月13日至15日赴南京參加「首屆玄覽論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壇」。臺灣卓越圖書館代表團主要係由專

Archives 」（政大）、「E-READING

業學會理事長、國立圖書館館長，以及

in JAIL – Opportunities for Prisoners」

102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獲年度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When

獎及特色圖書館獎之圖書館館長及主管們

University Librarian Put on Ser vice

組成，團員包含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及中

Mask: The Impacts of Surface Acting on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事長、國立臺

Task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

Citizenship Behavior」（輔仁大學）、

立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苗栗縣政府

「Motivational Analysis of Digital

教育處及三灣鄉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

Information Literacy Materials in a

館左新分館及大東藝術圖書館、臺東縣政

Blended e-Learning Environment」（大

府文化處及鹿野鄉立圖書館、南投縣仁愛

同大學）、「Facebook as a Librar y

鄉立圖書館、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及斗六市

Publicization Tool – Case Study of a Big

繪本圖書館、花蓮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

Reading Room in a Small Village」（臺

圖書館、桃園縣文化局等機關代表。

師大）、「2013 Taiwan Reading Festival:

兩岸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聯展為兩岸

Reading Makes You Soar」（國家圖書

公共圖書館界首度攜手合作策展，以「書

館）。與會期間並參訪聯合國駐日內瓦辦

海之間 遇見幸福」為主題，透過圖文的

事處圖書館（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方式展現兩岸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全

at Geneva Library）、里昂市立圖書館

貌；圖書館前瞻論壇由兩岸營運績優的公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Lyon）、

共圖書館館長們，分別就創新服務、閱讀

蒙特勒伊市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推廣、新館建設及數位服務等議題分享其

Montreuil）、法國國家圖書館與龐畢

經營理念與推動策略。「首屆玄覽論壇」

度中心公共資訊圖書館（Bibliothèque
Publique d'Information）等。
三、舉辦兩岸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聯展與
論壇、首屆玄覽論壇
為展現臺灣公共圖書館事業近年來營
運及發展成果，促進海峽兩岸圖書館館員
相互觀摩及交流分享，國家圖書館館長曾
淑賢率領臺灣卓越圖書館代表團於103年
10月10日至10月12日赴北京辦理「兩岸
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聯展與論壇」，10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率臺灣卓越圖書館代表團
一行二十餘人，於103年10月10日赴北京中國國家
圖書館辦理「兩岸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聯展與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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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為促進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界的交流
與合作，兩岸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從82
年起已舉辦了11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
學學術研討會」，先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82）、北京大學（83）、武漢大學
（86）、中山大學（87）、四川成都中科
臺灣卓越圖書館代表團103年10月13日參加於南京
圖書館舉辦的「首屆玄覽論壇」。

院文獻情報中心（89）、哈爾濱黑龍江省
圖書館（91）、大連理工大學（93）、中
山大學（95）、武漢大學（97）、南京大

於10月13日假南京圖書館舉行，是日開幕

學（99）和淡江大學（101）舉辦。第12

式後兩岸專家學者分別以圖資專業角度就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由南開

承載中華傳統文化的典籍之保存、傳播與

大學商學院、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影響進行研討。臺灣卓越圖書館代表團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共同

行除辦理聯展與論壇，亦安排參訪公共圖

主辦，103年7月6日至8日在天津南開大

書館及大學圖書館。

學商學院舉行，會議主題為「大數據與雲
端環境下的多維圖書資訊學」，4場主旨

參、圖書館專業學會參與之國際活動

報告和87篇論文報告主題皆圍繞在圖書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資訊學、信息管理、信息資源管理、情報

（一）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梁君卿

學、檔案學、文獻情報、科技信息、管理

率領國內同道於5月16日至26日赴

學等多維圖書資訊學。會後至天津市區及

美國芝加哥參加2014 MLA年會。

山東曲阜、濟南進行學術參訪。

（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梁君卿

三、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與副主任委員胡豫湘，於6月3日

（一）於3月28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舉辦

至6日赴大陸昆明參加2014 兩岸三

「MOOCs的發展與挑戰」國際研

地醫學圖書館館長會議，並受邀

討會，由教育部磨課師分項計畫

演講。

辦公室、逢甲大學、中華資訊素

（三）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代表於7月

養學會共同舉辦。邀請香港科技

16日至7月21日，參與第5屆世界

大學教授龐鼎全、培生集團亞太

華語學校圖書館館長論壇，與香

區副總裁Karl Engkvist，針對大規

港、澳門、馬來西亞、中國大陸

模網路開放課程的規劃與推廣經

等學校圖書館進行交流。

驗，以及全球高等教育發展趨勢
等議題進行研討與經驗分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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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會者深入省思數位學習的創

圖書館及蒙古國家兒童圖書館計5處年度

新應用與高等教育變革的發展趨

贈書。此外，國圖亦提供國家圖書館及國

勢。

內其他學術單位的電子資料庫連結授權於

（二）於5月28日至30日假國立成功大學

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使用。

舉辦「2014第九屆亞洲地區數位

三、參加國際會議與國際組織年會

化學習國際研討會」（e-Learning

103年參加國際會議及重要國際組

Forum Asia 2014），會議主題為

織年會，包括2月25日至28日於澳洲國

「開放式課程與平臺之學習」，

家圖書館舉行的「第22屆亞洲大洋洲國

提供教育社群成員齊聚並分享他

家圖書館館長會議」（22nd Conference

們在開放式教育的經驗與方法。

of Directors of National Libraries in Asia
and Oceania, CDNALO）、3月27日至

肆、國家圖書館參與之國際活動

30日於費城（Philad elphia）舉行的亞

一、出版品國際交換

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持續與86個國家607個單位進行書刊

Studies, AAS）2014年年會並辦理書展、

交換。103年圖書輸出約5,636冊；期刊輸

4月8日至10日於吉隆坡舉行的「國際數

出約1萬9,914冊。收入26國85個單位交換

位圖書館會議」（International Digital

圖書8,183冊、光碟682種687片。收入31

Library Conference, IDLC）；6月19日

國214個單位交換期刊902種6,840冊、微

於泰國知識園區（Thailand Knowledge

片6,367片、光碟12片。

Park）舉行的TK Forum 2014 “Learning

二、辦理專案贈書

in the Digital Era”；7月22日至26日於

為提高我國優質出版品在國外重要圖
書館或學術研究機構的能見度，103年共

葡萄牙布拉加（Braga）、科英布拉
（Coimbra）舉行的歐洲漢學學會（The

辦理海外專案贈書計17個單位，包括英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俄羅斯科學院東方

EACS）第20屆雙年會；10月21日至23

研究所、德國萊比錫大學、拉脫維亞國家
圖書館與拉脫維亞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

日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行之「2014年太
平洋鄰里協會年會暨聯合會議」（The

學、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越南胡志

2014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Pacific

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美國華盛頓大

Neighborhood Consortium）；10月29日

學、荷蘭萊頓大學、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
所、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及日本東京

至30日於義大利羅馬Risorgimento博物
館舉行的「2014世界數位圖書館合作單

大學計12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以及

位會議」（2014 WDL General Partner

越南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俄羅斯國家兒

Meeting）。

童圖書館、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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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赴大陸參訪及出席會議
派員於5月16日至20日赴上海復旦大

例」（The Study of the Taiwan

學，參加由香港大學圖書館與上海復旦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gital

大學圖書館共同舉辦的「第12屆圖書館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the

領導研修班」（The 12th Annual Library

1939 Film “Malaria”）為題發表

Leadership Institute），並參訪蘇州大學

專題演講。

圖書館、上海浦東圖書館；派員於10月21

（三）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臺

日至22日赴香港，參加於香港中央圖書館

灣漢學講座」，6月19日邀請中央

舉行的「第10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

作會議暨理事會第8次會議」，會後參訪

以 ”The Note Verbale of May 26,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

1971: Taiwan’s Legal Basis for its

館、香港大學圖書館等單位。

Claim for Diaoyutai” 、 ”Taiwan,

五、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M a n c h u k u o, a n d t h e S i n o -

103年新增5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分別是10月2日與美國西雅圖華盛

Japanese War” 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

頓大學東亞圖書館、10月27日與荷蘭萊

（四）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舉辦

頓大學、10月31日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

「臺灣漢學講座」，10月2日由美

究所、11月3日與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

國德州萊斯大學音樂學院教授陳

館、12月10日與日本東京大學共同簽署

士惠主講「以臺灣元素作曲：再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並啟

現傳統，傳統再現」（Messages

用。

from Ta iwa n: Rec rea ting

六、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Tr a d i t i o n T h r o u g h M u s i c a l

（一）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舉辦

Composition），同時配合講座主

「臺灣漢學講座」，5月14日由中

題於華大舉辦「臺灣音樂之美」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usic

副所長劉士永以「數位資料與臺

of Taiwan）展覽，展出至12月12

灣研究」（Digital Resources and

日

Taiwan Studies）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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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料：以1939年的瘧疾影片為

（五）於美國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
館（Flushing Librar y, Queens

（二）於德國萊比錫大學舉辦「臺灣漢

Public Librar y）舉辦臺灣漢學

學講座」，5月16日由中央研究

講座與展覽，10月11日由臺灣

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兼藝文中

劉士永以「臺灣醫療史研究與數

心主任沈冬主講「周藍萍與〈綠

國際交流與合作

島小夜曲〉傳奇」（Lan-Ping

享馬來西亞與臺灣新書書目資訊、合作推

Zhou and the Legend of “Green

動圖書館服務及活動經驗之交流、人員互

Island Serenade”），展覽主題

訪或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議。

為「寶島回想曲：周藍萍與四

八、其他

海唱片」（Musical Recollection

（一）參加10月21日至23日於國立

i n Fo r m o s a : T h e L e g e n d o f

故宮博物院舉行之「2014年

Zhou Lan-ping and Four Seas

太平洋鄰里協會（PNC）

Records），展出至10月30日。

年會暨聯合會議」，並籌組

（六）於美國休士頓萊斯大學舉辦臺

「Discovering Cultural Heritage:

灣漢學講座與展覽，10月15日

Museumification Transfor ms

由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Image of Libraries」場次活動，

兼藝文中心主任沈冬主講「愛

邀請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館長

臺灣、巍巍立海中間－周藍萍

Nafisah Ahmad與澳洲國立大學圖

音樂作品中的臺灣想像」（The

書館館長Roxanne Missingham於

Love for Taiwan, Towering in the

10月21日擔任講座。

Middle of the Ocean-The Taiwan

（二）103年外賓參訪國圖，計有來自韓

Imagination in the Compositions

國、大陸（含香港、澳門）、美

of Lan-Ping Zhou），展覽主題為

國、日本、 蒙古國、馬來西亞、

「Music of Taiwan: a showcase of

德國、澳洲、泰國、匈牙利等10

book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個國家地區。

published in Taiwan」。
七、簽署合作協議及備忘錄
103年2月26日與澳洲國立大學圖
書館（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y）、2月28日與澳洲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4月
10日與馬來亞大學東亞圖書館、11月3
日與慕尼黑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Munich Library）及漢學研究所簽署「中

伍、公共圖書館參與之國際活動
一、國立臺灣圖書館
為慶祝建館100周年，國立臺灣
圖書館特於11月6日至7日舉辦「未來
圖書館」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Future Libraries），邀
請英國Idea Store副理Sergio Dogliani、
芬 蘭 坎 培 爾 大 學 資 訊 學 院 教 授 Pe r t t i

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合作建置

Vakkari、美國圖書館學會公共圖書館學

古籍書目。

會會長Carolyn Anthony、美國國會圖書

此外，4月9日與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

館視障與身障服務主任Karen Keninger、

簽署合作協議，合作推展出版品交換、分

美國洛杉磯公共圖書館館長John Saz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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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顧問Ngian Lek
Choh及香港圖書館協會鄭學仁7位國外學

公共圖書館進行圖書交換。
四、高雄市立圖書館

者及5位國內學者，研討「讀者服務」、

為慶祝高雄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落成

「特殊讀者服務」、「社區價值」及「創

啟用，國家圖書館與高雄市政府文化

新服務」等四大主題，期待勾勒出未來圖

局合作，於11月13日至15日合作舉辦

書館的方向，為公共圖書館的永續經營，

「翻轉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空間與服務

開創新紀元。

新典範國際論壇」（Flipped Libraries:

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International Forum on New Paradigm in

派員出席7月1日至8日於大陸山東省

Space and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濟南市舉行的「2014 年中文數位出版與

本次論壇邀請國內外在空間設計與服務

數位圖書館國際研討會」，於會中簡報圖

規劃上富有創意之知名公共圖書館館長

書館數位化成果及發表論文，獲頒口頭報

及相關學者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

告之優秀學術報告。

朗、韓國釜山市立金井圖書館館長Ha Jin

三、臺北市立圖書館

Cheol、澳洲布里斯本市政委員會圖書館

（一）與上海圖書館互換館員交流與學

服務經理Sharan Harvey、芬蘭坦佩雷大

習，7月21日至31日文山分館主任

學教授Pertti Vakkari、美國淘沙市圖書館

高佳稜赴上海圖書館進行駐館服

館長Gary Shafferu、荷蘭阿姆斯特丹公

務；上海圖書館由讀者服務中心

共圖書館館長Martin Berendse、泰國知

陳康於12月1日至7日來臺駐館服

識管理與發展辦公室副主席暨泰國知識樂

務並參訪北投分館、天母分館、

園圖書館館長Tatsanai、美國聖安東尼公

中崙分館、啟明分館及國立臺灣

共圖書館館長Ramiro S. Salazar、國家圖

大學圖書館。

書館館長曾淑賢、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二）103年與美國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史哲、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施純福）齊聚

西雅圖公共圖書館、舊金山公共
圖書館、韓國京畿道立中央圖書
館、日本橫濱中央圖書館、澳洲
黃金海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
澳門中央圖書館、加拿大溫哥華
公共圖書館、加拿大多倫多公共
圖書館、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
法國兒童圖書中心、英國蘇格蘭
北拉納克郡圖書館、韓國仁川廣
域市北區圖書館及紐西蘭奧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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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空間與服務新典範國際
論壇」103年11月13日至15日於高雄市立圖書館新
總館舉行。

國際交流與合作

南臺灣，從「翻轉創意．發現不一樣的

陸上海科技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余振強

圖書館」、「翻轉空間．打造圖書館新

醫學圖書館等134位醫學圖書館相關從業

美學」、「翻轉形象．看見圖書館新價

人員與會，會中除有多場主題演講外，亦

值」、「翻轉高雄．圖書館創造城市幸福

安排實務分享。

感」四個主題，分享公共圖書館在新世紀
的角色及重要性。

柒、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系所
參與之國際活動

陸、專門圖書館參與之國際活動

一、國立臺灣大學

一、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展

（一）出席會議／國際會議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

1. 圖書館1月參加日本琉球大學國際

會代表團5月17日至21日赴美國芝加哥參

沖繩研究所「台湾大学所蔵琉球

加第114屆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MLA）

関係史料刊行の成果と課題」會

2014年年會，會議主題為「Building Our

議，並訪問沖繩縣教育廳史料編

Information Future」，我國共有9張海報

集班，提出三方合作建議，獲琉

入選參展（實際參展6張），藉此向各國

球新報與沖繩Times特別報導。

展示我國醫學圖書館的發展概況。代表團

2. 圖書館應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邀

順道參訪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醫學院、

請，派員於8月11日至14日至澳門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中心、史丹佛大

分享圖書館特藏資源數位化及臺

學等單位的圖書館。

灣地圖資料之管理經驗。

二、參加2014 CALIS兩岸三地館長會議

3. 圖書館9月派員參加日本京都大學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

「2014年京都大學―臺灣大學聯

會主任委員梁君卿及副主任委員胡豫湘於

合研討會」，兩校共18位博物館

6月3日至6日代表出席於昆明舉辦之2014

學者、工作人員以及學生於博物

CALIS兩岸三地館長會議，並於會中進

館議程上發表演說及摘要，並有

行專題演講。

20張學術海報展示；主題橫跨藏

三、參加第36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

品數位化在研究與教育之應用、

暨2014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

以及拓展外展服務之可能性。兩

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

校博物館透過論文發表與密切討

員會主辦，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論，探索大學博物館在高等教育

暨臺大醫院圖書室承辦之「第36屆醫學圖

與研究中扮演領航角色的可能

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4海峽兩岸醫學圖

性。

書館研討會」，8月28日、29日於臺大醫

4. 圖書館派員於9月20日至24日赴寧

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計有來自臺灣、大

夏大學參與「2014年第七屆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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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管理與服務創新論壇」，分享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創新服務之經驗並進行經

（一）出席會議／國際會議

驗交流。
5. 圖書館館長陳雪華10月11日至15

海交通大學舉行之Open Seminar

日率團參加於韓國濟洲大學舉行

a n d C a m b r i d ge A s i a L i b r a r y

的 2 0 1 4 O C LC 亞 太 地 區 會 員 大

Advisor y Board（CALAB）會

會；圖書館系統資訊組組長亦受

議。

邀擔任講者，分享臺灣大學圖書
館資訊服務的進展。

2. 圖書館派員出席12月3日至7日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召開之中國大

6. 圖 書 館 派 員 於 1 0 月 1 6 日 至 1 9 日

陸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圖書館第

赴廣州，參加廣州中山大學「第

20次年會（中國師範院校圖書館

2屆全球高校東亞圖書館國際論

聯盟常務理事館會議），館長柯

壇」，研商東亞文獻資源合作共

皓仁以「變動環境下的學術圖書

享之實務工作。

館發展趨勢」發表演講、分館主

7. 圖書館派員參加12月1日至4日於

任呂智惠以「使用者導向觀點的

澳門大學舉行之2014年環太平洋

大學圖書館空間改造行動」為題

數位圖書館聯盟（PRDLA）年

發表演講。

會，與環太平洋地區的圖書館進
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
圖書館5月20日至22日主辦第2屆環

（二）簽訂合作協議
圖書館與澳門大學於3月10日簽訂合
作協議。
三、逢甲大學

太平洋大學協會（APRU）之大學博物館

（一）圖書館館長7月1日至2日赴浙江大

研討會，主題為「以創新與跨領域結盟重

學紫金港校區，參加由上海交通

塑大學博物館的外展服務」，共有13國

大學主辦的「高校圖書館RFID應

18所研究暨教育機構參與，邀請北美學

用及推廣研討會」。

術博物館與藝廊協會理事長／奧勒岡大學

（二）江蘇省檔案局及南京各圖書館管理

喬登．辛尼澤藝術博物館館長吉兒．哈茲

人員參訪團12月22日至逢甲大學

（Jill Hartz）、京都大學博物館館長大野

接受專業發展教育訓練課程，由

照文（Terufumi Ohno）、國立臺灣大學

館長林志敏主持，組長張簡誌誠

生命科學系教授于宏燦發表主題演講，有

講授「逢甲大學機構典藏系統－

17篇論文發表，32張海報展示，超過220

發展歷程與案例介紹」。

人次與會，是國立臺灣大學跨單位合作的
卓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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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書館派員參加1月6日至7日於上

四、世新大學
圖書館與同濟大學於12月2日簽署館

國際交流與合作

際合作協議書，提供文獻傳遞服務。

議」及世新大學教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五、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委林志鳳獲選IFLA

圖資館7月3日至7日赴山東濟南參加

Chair of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國

由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

際圖聯亞太區部門主席），為臺灣在世界

館、山東大學圖書館、中國學術期刊電子

級國際組織中難得之成果，證明臺灣的軟

雜誌社及同方知網技術公司共同辦理之

實力是國際舞臺不容忽視的；其次，為慶

「2014年中文數字出版與數字圖書館國際

賀高雄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落成啟用而舉辦

研討會」及參訪山東大學圖書館及山東博

的論壇，或是國立臺灣圖書館為慶祝百年

物館等。

館慶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都邀請到多位國

六、國立中山大學

際知名圖書館的館長及學者專家來臺相互

（一）圖書與資訊處派員出席7月28日

交流，也大大提高臺灣公共圖書館優質服

於大陸濟南舉辦的「2014年中文

務的全球能見度；再者，由國家圖書館、

數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國際研討

專業學會及國內營運績優的公共圖書館同

會」。

道組團至大陸參加的兩岸圖書館論壇及聯

（二）圖書與資訊處受邀赴香港參加11

展，開啟了兩岸專業交流及合作的新紀

月4日舉行的「基於身分管理型企

元。大學圖書館及圖書資訊相關系所則仍

業－教育行業論壇」。

著重在知識技能養成或精進的學術交流活
動上，如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

捌、中小學圖書館參與之國際活動
由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前理事長
陳宗鈺擔任總領隊，率領臺灣高中高職圖
書館參訪團（團員包含16所高中圖書館主
任與臺北市立大學兼任教授謝淑熙），參
加於香港舉行之第5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
館論壇。

已成為國際上受到關注的數位學習趨勢，
大學圖書館也積極透過相關研討會的舉
辦，進行研討及經驗分享，展現圖書館順
應資訊科技發展，不斷追求支援教學及學
習的新方法。在國際合作方面，國家圖書
館跨越政治藩籬，以促進學術交流及資源
分享的理念，持續在海外設立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及擴展古籍聯合目錄的合作對象；

玖、結語
臺灣圖書館界於民國103年在國際交
流與合作有相當好的成果及創新性的作
法。在國際交流方面，有些成果是史無前

公共圖書館則積極與大陸及各國駐臺單位
進行文教合作，辦理書展或是多元的文藝
與閱讀推廣活動。整體而言，103年臺灣
圖書館界在兩岸及國際舞臺的表現是非常
亮麗且成效斐然的。

例的，如國家圖書館館長首次代表臺灣應
邀參加「亞洲大洋洲國家圖書館館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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