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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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以綜整104年專門圖書館之設

置情形及發展現況，進行調查結果說明，

以瞭解專門圖書館之發展樣貌。

一、設置情形

依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調

查統計系統」（http://libstat.ncl.edu.

tw/statFront/）網站所蒐集之資料，專

門圖書館共計有607所（詳如表67），

依類型分以政府機關（構）圖書館187

所，所占比例最高（30.81%），其次

為醫學圖書館166所（27 .35%）、工

商圖書館109所（17 .96%）、宗教圖

書館109所（17.96%）、學（協）會圖

書館17所（2.80%）、其他專門圖書館

12所（1.98%）、大眾傳播圖書館7所

（1.15%）。

表67
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4年）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87 30.81%
醫學圖書館 166 27.35%
工商圖書館 109 17.96%
宗教圖書館 109 17.96%
學（協）會圖書館 17 2.80%
大眾傳播圖書館 7 1.15%
其他專門圖書館 12 1.98%

合計 60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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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0年至104年）

年度
類型

100 101 102 103 104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218 217 204 202 187
工商圖書館 118 116 112 112 109
大眾傳播圖書館 9 9 8 8 7
醫學圖書館 174 174 171 169 166
學（協）會圖書館 17 17 17 17 17
宗教圖書館 113 112 111 111 109
其他專門圖書館 11 11 11 12 12
　　　　合計 660 656 634 631 607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專門

圖書館的數量逐年遞減，與103年相較可

發現104年政府機關（構）圖書館減少15

所，工商圖書館減少3所，醫學圖書館減

少3所，宗教圖書館減少2所，大眾傳播圖

書館減少1所，學（協）會圖書館及其他

專門圖書館則維持不變，詳見表68。

二、發展現況調查

為瞭解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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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stat.ncl.edu.tw/

statFront/）蒐集專門圖書館各項相關資

料。

（一）服務人數

104年專門圖書館服務人數如表69所

示；專門圖書館係以服務母機構為主，

經統計資料顯示，母機構員工總計23萬

1,203人，服務人數30萬8,298人，顯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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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萬5,851人。

表69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104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員工人數 231,203 185
服務對象總人數 308,298 179
總辦證人數 185,851 179

（二）服務資源

專門圖書館所投入的人力資源，104

年專、兼職人員合計534人，其中專職館

員中具圖資背景者計有240位，詳見表

70。

表70
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104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專職館員人數 361 187
兼職館員人數 173 187
專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240 187
兼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2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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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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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104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紙本圖書（冊） 4,961,375 189
電子圖書（冊） 657,942 187
現期紙本期刊（種數） 62,548 189
現期電子期刊（種數） 364,985 188
裝訂期刊（冊） 923,952 189
視聽資料（件） 362,373 189
電子資料庫（種） 2,669 189
其他（件） 210,604 189

（三）服務項目

　　就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來看，

百分比達50%以上的依次分別為館內閱覽

（180所）、參考諮詢服務（162所）、

館藏資料借閱（151所）、資料庫檢索

（132所）與推廣服務（125所），詳見

表72；由此可知，專門圖書館所提供的主

流服務分別為館內閱覽、參考諮詢服務、

館藏資料借閱、資料庫檢索與推廣服務。

表72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04年）

項目
服務
館數

填答
館數

占填答館
數百分比

館內閱覽 180 189 95.24%
參考諮詢 162 189 85.71%
館藏資料借閱 151 189 79.89%
資料庫檢索 132 189 69.84%
推廣服務 125 189 66.14%
全文影印或傳遞 68 189 35.98%
期刊目次選粹 68 189 35.98%
館際合作服務 75 189 39.68%
專題選粹 37 189 19.58%
提供電子報 30 189 15.87%-

（四）使用情形

　　104年專門圖書館讀者使用圖書館情

形，進館人次達181萬7,548人次，借閱總

冊數為72萬1,247冊。從館際合作服務來

看，圖書貸出量計2,805冊，圖書借入量

計2,691冊，複印服務的貸出共8,393件，

借入共6,725件，顯示專門圖書館間館際

合作類型以複印服務較為活絡，且以支援

他館為主，詳見表73。

表73
專門圖書館服務使用統計（104年）

項目 服務量 填答館數

閱覽席位 5,967 189
進館人次 1,817,548 172
年度借閱總冊數 721,247 188
年度借閱總人次 349,356 187
圖書借入量（冊/件） 2,691 188
圖書貸出量（冊/件） 2,805 187
影印—借入（件） 6,725 188
影印—貸出（件） 8,393 188

貳、專業組織活動概要

　　專門圖書館是蒐集專門主題的圖書

館或資料中心，目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中，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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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於104年9月3日正式成立，茲分

述其104年的重要活動概要如下：

一、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工商圖書館多數由私人企業設立，其

經營相較於政府機構所設置之圖書館更顯

困難，又各個工商圖書館所典藏的種類

差異甚大，導致館與館之間的互動頻率不

高，相較於政府機關圖書館、醫學圖書館

或神學圖書館等，較無相似的資源可供互

相交流與探討。有鑑於此，專門圖書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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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104年在林義娥主任委員主導之下，

為凝聚工商圖書館的能量，著手籌劃成立

工商圖書館商情資料中心。

本屆專門圖書館委員已進行工商圖

書館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工商圖書

館對各類電子資料庫的需求有異有同，

茲彙整列出最有需求的前13種資料庫，

包括「AREMOS經濟統計資料庫/中國

『完整版』統計資料庫」、「CEPS中

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臺服務」、「HP 

Boxscore Data Base」、「IEK產業情

報網」、「OECD iLibrary/經濟專輯、

金融專輯」、「臺經院產經資料庫」、

「EIC/Global Database」、「Digitimes

電 子 時 報 資 料 庫 」 、 「 B u s i n e s s 

Monitor International」、「Lloyd's List 

Intelligence」、「ProQuest Collection/

materials and polymer」、「北大法寶/

中國法律檢索系統」、「臺灣新聞智慧

網」。

因上述資料庫所費不貲，本屆委員會

基於協助工商圖書館，初步規劃擬向政府

爭取預算，並向民間企間募集經費，以

成立基金會的方式，於北中南各成立工商

圖書館商情中心，北部預定設點於臺北市

立圖書館、中部預定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以及南部預定於高雄市立圖書館，並

編制一位專員協助管理。因本議題所需耗

費的人力與時間無法在短時間完成，故將

交接至第54屆繼續努力。（邱蘭婷）

二、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隨著數位化時代環境的發展，電子資

源的採購擴充愈趨重要，近年來神學圖書

館間的聯合採購與合作更顯密切。以下

列述104年神學圖書館委員會重要活動紀

要：

（一）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概況：神學圖書

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原由臺灣神學

院圖書館館長張賢淑擔任，因張

賢淑自臺灣神學院圖書館退休，

故由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館長

莊秀禎 （副主任委員）暫代至任

期結束。

（二）舉辦電子資源聯合採購，簡化各

館採購流程：104年5月14日舉

辦「2015 Bril l神學電子書聯合

採購」，提供各館擴充電子書資

源。11月20日，舉辦「天道電子

圖書館」中文電子書說明會，提

供各館採購中文電子書的選擇與

需求。

（三）神學圖書館聯合採購自動化系統

上線：透過「神學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聯合採購」計畫，計有中華

信義神學院圖書館、中華福音神

學院圖書館、客家宣教神學院圖

書館，三館聯合購置凌網科技

「HyLib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

且由各館自行測試後正式啟用。

（丁蘊華）

三、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一）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參展

暨參訪

第 1 1 5 屆 美 國 醫 學 圖 書 館 學 會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

2015年年會，於5月15至20日在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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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Austin, Texas）舉行，本屆會議

主題為「Librarians without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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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海報參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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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展海報主題列

述如表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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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順道參訪了美國國家

衛生研究院圖書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Library）、美國國家醫學圖書

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德州州立圖書館和檔案館（Texas State 

Library and Archives Commission）、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生命科學圖書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Life 

Science Library）、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健

康科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ealth Science Library）、西雅圖大學圖

書館與學習共享空間（Seattle University 

Lemieux Library & McGoldrick Learning 

C o m m o n s）、史丹福大學醫學圖書

館（Stanford University Lane Medical 

Library）、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圖書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Library）等圖書館，藉以瞭解美國圖書

館界的經營趨勢與空間規劃；透過與醫學

圖書館界同道的交流，省思臺灣醫學圖

書館員需再加強之處；參加MLA Annual 

Meeting 課程，以掌握最新脈動並吸收新

知；企盼思維獲得改變，並將所見所聞帶

入國內醫學圖書館經營實務中加以運用，

創造新時代的醫學圖書館價值。

（二）受邀參加2015 CALIS兩岸三地館

長會議

104年6月2日至5日醫學圖書館委員

會顧問邱子恒、副主任委員胡豫湘、委員

許淑球與陽明醫學大學館長吳肖琪等受邀

至中國哈爾濱參加2014 CALIS兩岸三地

館長會議。

（三）第37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

2015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

表74
第115屆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入選海報主題 參展單位 著者

The Association of  Aspirin Consumption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Meta-Analysis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圖書
室

張慧瑾、梁君卿
吳姿蓉、林隆堯
邱子恒、陳浚騰

The Transition of  Budget Allocation and Material Formats of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of  Taiwan in 2010-2014

臺北醫學大學
圖書館

蕭淑媛、邱子恒

The Topic Analysis of  Big Data Study in Health Care 高雄市立小港
醫院圖書室

林玟娟、陳世琴
沈榮宗、陳冠年

Library Instruction Is Changing Now：Flipped Classroom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Library

臺大醫學院圖
書分館暨臺大
醫院圖書室

梁君卿、應家琪
邱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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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辦，中國醫藥

大學圖書館承辦，於9月3、4日假中國醫

藥大學安康大樓召開，共計有113位醫學

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與會。

會中安排中國醫藥大學口腔衛生學系

副教授林子賢講授「如何維護圖書館空氣

品質?」、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

授張慧銖講授「醫學圖書館員角色與價值

的翻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眼科

部主治醫師田彭太講授「電腦族的眼睛

保健」、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組長廖淑君講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圖書

館作業」、臺灣大學圖書館組長童敏惠講

授「教育學習科技趨勢與圖書館」、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柯皓仁講

授「如何運用雲端工具與App提升工作效

能」、台北知世‧安索帕使用者經驗設計

中心副總監陳啟亮就「社群媒體在圖書資

訊服務的應用」的主題進行分享。

在實務分享部分，邀請北京大學醫

學圖書館副館長王金玲分享其「集團採

購醫學期刊數據庫開放獲取情況的調查

與分析」，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主任梁

君卿報告「Research Portal建置經驗分

享」，闡述臺大醫圖協助整合教師的學

術研究成果和專業活動，以增加其國際

交流的機會，而建置Research Portal的經

驗，另為解決研究人員的識別問題，也

率先導入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機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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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共辦理4場專業素養課程及3場醫學

圖書館員研習課程，專業素養課程包含

「我們的價值—圖書館員的思考和探索」

（駱英豐主講，4月22日）、「運用免費

雲端工具提升圖書館服務」（權自強主

講，6月3日）、「Altmetrics的內涵與應

用」（陳光華主講，9月22日）、「公關

活動與圖書館」（葉乃靜主講，11月18

日）；3場臺灣醫學圖書館員研習課程，

則分別於8月6日（北區，於馬偕紀念醫院

圖書館）、8月26日（南區，於成功大學

圖書館醫分館）、9月11日（中區，於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辦理。（張

稜雪）

四、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T a i w a 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TMLA）於104年9月3日正式成立，由臺

大醫學院圖書分館暨臺大醫院圖書室主任

梁君卿擔任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以促進醫

學圖書館發展與交流、推動醫學圖書館館

員認證與繼續教育為宗旨，發展願景如

下：

（一）研擬評鑑政策之建議，轉交相關組

織或機構參考。

（二）促進醫學圖書館館員參與醫學人文

教育之推動。

（三）規劃及推動醫學圖書館館員專業認

證。

（四）舉辦醫學圖書資訊相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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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成立沿革

日期 工作內容

104年3月16日 32位發起人正式向內政部申請籌組全國性社會團體「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104年3月27日 內政部台內團字第1041402197號函准予進行籌組。

104年4月28日 假臺大醫圖召開「發起人暨第1次籌備會議」，並推選籌備會主任委員（1位）
及委員（8位）、審查章程草案。

104年4月29日
至7月15日

公開徵求會員。

104年7月29日 假臺大醫圖召開「第2次籌備會議」，擬定「成立大會（第一屆第1次會員大
會）」及「第一屆第1次理監事會」召開日期、地點，並審定會員名冊。

104年9月3日 召開「成立大會（第一屆第1次會員大會）」，通過章程草案、年度工作計畫及
經費收支預算案，並選舉第一屆理事（15位）、監事（5位）。

104年9月4日 召開「第一屆第1次理監事會」，並選舉第一屆理事長、常務理事（4位）、常
務監事（1位）。

104年9月25日 內政部台內團字第1040070728號函准予立案。

研討會及學術活動。

（五）加強與國內外醫學圖書館、相關研

究機構及廠商之聯繫、交流與合

作。

（六）辦理醫學圖書館館員之繼續教育。

（七）組織醫學相關資源採購聯盟。

（八）辦理其他與章程所訂宗旨及任務相

關事項。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會員分為個人會

員、學生會員、團體會員及贊助會員，目

前合計有140餘名會員，並持續招募新會

員，未來將持續推動醫學圖書館之發展。

（張稜雪）

參、年度重要工作與活動

國內的專門圖書館種類眾多，交流方

式也依母機構性質而讓各類型圖書館多所

不同，茲列舉104年各類型圖書館代表性

活動簡介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圖書館―林業試驗所

圖書館

為落實「環保‧公益‧閱讀」的推廣

理念，林業試驗所圖書館自100年開始舉

辦「好書交換活動」，104年為第5屆好書

交換活動，參加對象為林試所、農業委員

會及其所屬單位包含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漁業署、農林航空測量所以及財團法人中

央畜產會等所屬同仁，一起加入好書交換

的行列。活動結束後，經由館方人員進行

整理，將書籍轉贈給偏鄉學校的圖書館，

或是交由二手書店義賣，所得款項轉捐給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成立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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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團體，充分發揮這小而美的活動精神

與意義。（張勵婉）

二、醫學圖書館

（一）提供「有溫心的服務」，將圖書館

服務帶到讀者面前

為提升學術研究交流與跨國合作的機

會，臺大醫圖以Research Portal系統做為

揭露研究者研究領域，以及發表個人與團

隊研究成果的平臺，並結合ORCID、著

作DOI與網路計量學Altmetric等資源強化

系統功能。在醫圖學科館員積極努力下，

提供到府服務，配合老師與本院同仁的時

間協助建置系統。以「走出圖書館、走入

研究室」的方式獲得全院肯定，更受到校

長的支持，於104年6月擴展至全校，並

正式更名為臺大學術庫（NTU Academic 

Hub, AH）。

此系統係以「人」為核心概念，校內

所有研究者都能透過圖書館貼心服務，節

省維護個人學術成果的人力和時間成本，

並藉由系統展現同仁之學術發表和團隊研

究成果，進而提升研究者的學術能見度，

使機構更賦有國際競爭力。

臺大醫圖所提供的「溫心服務」，引

起圖書館同道間之肯定與學習，除獲清華

大學、中央大學、義守大學等多所大學

圖書館來電詢問外，另亦受邀於國家圖書

館、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進行臺大學術

庫之介紹與經驗分享，所舉辦場次已逾10

場，詳如表76，臺大醫圖此一創舉已成為

諸多學術圖書館學習觀摩的對象。

（二）醫學電子資源共同供應契約

因醫學電子資源種類及價格模式的多

樣與複雜度，造成全國醫學相關單位詢價

及採購之困難，臺大醫學院圖書館基於

共通需求的特性，特辦理「醫學電子資源

授權使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以協助

各醫學圖書館有效降低採購成本，簡化採

購作業流程。105年醫學電子資源授權使

用共同供應契約、計有40項產品172個品

項決標，並於104年10月上架供各機關利

用。截至12月止，已有10個單位利用政府

採購網訂7種12項次產品。（張稜雪）

三、工商圖書館―金屬工業研究中心圖書

館

（一）104年1月圖書館系統完成擴充問卷

林業試驗所圖書館第五屆好書交換活動

Academic Hub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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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模組：原始建置的目的是用

於期刊續訂的調查，擴充完成後

可使公協學會續會、IEK產業情報

網的模組需求調查一併適用，大

幅地提升彙整資料的效率，並減

少工作上所花費的時間。

（二） 104年9月份開始專題選粹模組功

能建置：原有的「專題選粹」僅

將資料分存備份於光碟櫃中的資

料夾，並無查詢的功能，9月份開

始建置「專題選粹」模組並將所

蒐集的資料建立資料庫，方便同

仁隨時查詢和下載全文，讓資料

透過分析和搜尋做更正確與有效

的運用。

（三） 首度建置空中英語教室 W e b 

Engl ish：為響應中心提升同仁

外語能力的政策，購買空中英語

教室Ｗeb版60集，安裝在中心內

部的系統，讓使用人數、地點、

時間皆不受限制，包括電腦、手

機、平板等載體皆可使用，提供

一個全方位的語文學習管道。

（四） 加強推廣英語專業圖書與雜誌，

協助同仁提升英語力：為積極配

合金屬中心政策，於10月間購置

專業英語新書與期刊，因年底各

單位業務繁重，為有效推廣這些

資料給同仁使用，特舉辦「冬季

知（滋）補召集令！」英文新書

及期刊推廣活動，結合冬令最滋

補的養生補湯薑母鴨，藉此達到

推廣之目的；同時，本館並購置

三套英語桌遊，讓同仁在遊戲中

練習英語能力。（邱蘭婷）

四、大眾傳播圖書館

公共電視臺圖書館是目前國內唯一完

整保存國內公共電視臺播映過，且取得著

表76
臺大醫圖受邀至大陸或國內分享臺大學者庫系統建置與經驗演說一欄表

日期 地點 會議名稱

104年1月15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04年4月24日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圖書館

104年4月19-25日 大陸北京大學

104年5月13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104年6月10日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104年6月17日 大陸西安 2015年中文數位出版與數位圖書館國際研討會

104年8月5日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持續成長的ORCID：從了解、應用到推廣研討會

104年9月4日 中國醫藥大學 第37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5海峽兩岸
醫學圖書館研討會

104年9月15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04年9月18日 中國醫藥大學 促進國際合作平臺：ORCID導入與Research 
Portal建置經驗分享

104年10月6日 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

104年10月22日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ORCID Taiwan Workshop
104年12月18日 國家圖書館 遙觸遙遠的星光—把圖書館帶到讀者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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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之自製、委製節目的專門圖書館。

在公視產製相當豐富且出色的節目中，最

具特色之一的為紀錄片，公視圖書館並將

紀錄片單獨成立一區作為特藏，陳列的是

自民國87年7月開播以來公視自製的紀錄

片。

另一項特色館藏為公視檔案，收集自

公視籌委會以來相關檔案以及研究報告、

建臺紀錄、收視率報告，甚至轉播音樂會

的分鏡譜也在收藏之列，此乃導播錄影前

所作的功課紀錄。

在講求數位化的年代，公視圖書館在

經費拮据的情況下，仍於104年初開始訂

購電子期刊，務求提供讀者在任何時間、

地點都可以輕鬆閱讀。值此網路科技發達

之際，公視就影音部分，建置了數位資料

庫系統，經由節目數位化後，透過網路進

行檢索、閱覽。目前於圖書館內設置2席

數位資料庫閱覽座（僅限內部網路），提

供讀者現場檢索、閱覽公視的電視節目。

這些豐富的專業資料典藏，除提供公視同

仁專業技術知識及常識，也激盪創意及腦

力，亦歡迎對公視相關事物有興趣的讀者

前來使用。（林建宏）

五、宗教圖書館

（一）中臺神學院圖書館

1. 5月15-25日，基督教出版社提供優

惠購書專案，推廣協助學生完成

訂購。

2. 圖書館協助選修「研究原理」課程

之學生，就「蒐集資料」單元從

旁引導，學習有效檢索館藏與館

外資源。

（二）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圖書館：於

104年暑假期間完成新增書架工

程。

（三）臺灣神學院圖書館

1.  4月舉辦423世界閱讀日推廣活

動：「好書交換」、「借書排行

榜」。

2. 5月館內MARC21機讀格式教育訓

練。並且召開103年度第2次圖書

館委員會，通過「臺灣神學院圖

書館借閱規則」修訂，以及「臺

灣神學院圖書館館際互借施行細

則」。

3. 8月1日蔡約拿宣教師代理館長。

（四）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圖書館：圖

書館自5月搬遷至新址：新北市新

店區北新路3段207 號4樓，提供師

生更新穎便利的研究閱覽環境。

（丁蘊華）

（五） 佛學圖書館

1. 「寺院史志與大眾史學發展研討

會」活動圓滿：「寺院史志與大

眾史學發展研討會」由臺北市立

大學、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主

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

辦，於10月25日假臺北市立大學

公誠樓第三會議室圓滿舉行。與

會者有來自大學校院歷史學、宗

教學系所師生及佛學院所、寺院

僧侶等，共有180餘人參加。本

次研討會之特色是理論與實務兼

具。發表的論文有綜述中國、臺

灣的寺院史志出版及編纂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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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現今從事寺院史志及推動大

眾史學的實作者，提出實作成品

發表。與會專家學者更呼籲，於

現今科技的發展，寺志的書寫應

結合數位多元媒材，號召有志人

士，大家一起來書寫寺院、圖書

館發展等歷史、故事，關心所在

地的人事物，為佛教、圖書館的

發展留下寶貴的史料。

2. 104年圖資人減壓生活營：為了讓

圖書資訊從業人員舒緩平時工作

壓力、學習放鬆，香光尼眾佛學

院圖書館於5月31日，舉辦第二

屆「圖資人減壓生活營」，邀請

圖資人前往桃園大溪香光山，藉

由好山、好水、好空氣及正念課

程，從減壓舒活中，調柔身心、

釋放壓力，並培育專注力和情緒

穩定力。活動安排有五個單元課

程：「山林行香」，於山林間，

緩步慢行，讓心專注，單純地行

走。「正念進食」，從用心吃飯

中，學習活在當下。學習「慈心

觀」，友善、慈悲的面對自己與

他人。「親近大地」，品嚐香光

山園中的香草植物，由花花草

草，體驗大自然的奧妙。「身體

掃描」，如掃描機檢視身體每一

個部分，從頭到腳完全的放鬆、

減除壓力。透過課程，讓與會學

員親近大自然，全然地與大自然

接觸，放鬆自我，達到身心的輕

鬆與自在。

3. 《雲林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暨

中國佛教圖書館管理研討會：大

陸杭州靈隱寺邀請臺灣香光尼眾

佛學院圖書館參與大陸佛教圖書

分類法修訂會議，85年香光尼眾

佛學院圖書館編訂出版之《佛教

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於90

年授權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改定

適合大陸地區的分類法；94年授

權杭州靈隱寺周子榮教授於《中

圖法》B94類號下，改編適合佛

教圖書館使用的類表。104年杭

州靈隱寺《雲林圖書分類法》刊

行十年，於大陸地區已有二十多

所佛教圖書館使用，希望再次修

訂合宜適用的類表，故於104年3

月26日至27日於杭州靈隱寺舉辦

「《雲林圖書分類法》修訂暨中

國佛教圖書館管理研討會」。本

次研討會計有24篇論文發表，臺

灣地區共有五篇論文，分別為香

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發表3篇：自

衍法師發表〈佛教圖書館的知識

組織管理〉、自正法師發表〈佛

教圖書館的推廣利用教育〉、黃

惠珍發表〈佛教圖書分類法的修

訂與維護〉；還有2篇係由國家圖

書館退休人員陳友民發表〈《雲

林佛教圖書分類法》立類平議〉

及羅金梅發表〈臺灣地區漢語佛

學網路資源之檢索利用〉。另外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更邀請自衍

法師於開幕式致詞，並擔任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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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會諮詢委員。雙方並針對「佛

教圖書分類法」的未來發展，進

行交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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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負政治、外交與文化交流任

務，其館藏資料與各項推廣服務，與該文

化中心的功能息息相關。近年來，各國資

料中心積極從事推廣活動。104年度活動

紀要如下：

（一）美國資料中心

1 .  舉辦「傳承與蛻變：臺美關係

1979-2014」展：為慶祝臺灣關係

法35週年，與臺灣博物館共同主

辦。本次的展覽不僅回顧歷史，

同時也記錄了美臺關係目前的發

展與合作。透過展示古老的照

片、史料、和重大紀事，凸顯過

去35年來美國和臺灣為經營美臺

關係所進行的各種合作與努力。

從臺灣加入美國免簽證計畫、衛

星計畫、美臺科技和能源合作、

傅爾布萊特交流計畫等，我們都

看到了雙邊人民堅強且蓬勃的合

作關係。本展覽於1月13日至2月

1日在臺灣博物館小南門園區展出

後，移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及

臺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巡迴展

出，參觀人數達1萬9,320人次。

2. 「好戲上桌：美式桌上遊戲」展：

與國立中山大學、美國在臺協會

高雄分處共同製作，展出多款美

國流行一時的桌上遊戲。美式桌

遊歷經數個不同發展時期，包

括殖民時期、擴張時期、戰後時

期、及近代發展，每個時期桌遊

的發展皆與美國歷史脈絡息息相

關，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美國文化

與政經發展，讓臺灣民眾可以用

輕鬆的方式進一步探索美國歷史

與文化的演變。臺中展於6月26日

至9月26日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合辦，並於該館展出；宜蘭展於

11月21日至12月26日與宜蘭縣政

府合辦，於臺灣設計展期間在中

興文化創意園區展出。

（二）臺北歌德學院

臺北歌德學院在每年臺北國際書展的

「德國館」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從早期協

助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公司布展事宜，到近

幾年主動積極策劃活動，邀請德國出版人

和作家來到臺北。除了在書展會場上有精

彩的活動呈現之外，也另外安排工作坊，

邀請業界人士參與，做更進一步的專業交

流。2015年臺北歌德學院策劃的書展參

展重點是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s, 又

譯視覺文學）。圖像小說在歐洲已經發展

多年，尤其以法國和德國最為蓬勃而且多

樣化，有許多精彩作品值得向臺灣的出版

界和讀者朋友推薦介紹，因此邀請了出版

社Avant Verlag 負責人Mr. Johann Ulrich

和插畫家Mr. Simon Schwartz。此外，

也應臺北書展基金會的要求，邀請了記

者Holger Heimann來臺報導臺北國際書

展。（王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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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科技與資訊服務

隨著網際網路蓬勃發展與數位科技的

成熟，許多專門圖書館因母機構需求，整

合其內部資源，建置專題網站、專題選

粹等專業資料庫，以提供更多元網路數位

資訊服務，並與讀者服務結合，利用數位

科技提供母機構讀者更迅速準確的資訊服

務，以下簡述104年專門圖書館的資訊服

務概況。

一、醫學圖書館

知識的發展與研究創新是慢慢累積而

產生，許多重要的研究都是植基在前人的

研究成果，從事研究的人經常需要參考與

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藉由參考他人研究

成果得以了解研究主題的發展概況，也藉

此進一步找出潛在的研究方向或補足既有

研究的不足。而發表於學術期刊上專業文

章，就是研究人員獲取上述資訊的重要來

源，學術期刊的文章除了經過同儕審閱具

專業性外，由於其篇幅較短、出版時間較

快可快速反應研究概況，因而成為研究人

員重要的研究參考依據。

各圖書館為滿足研究人員的研究需求

因而投入大量經費訂購學術期刊，然近年

因商業操作等因素導致期刊訂費逐年增

加，使圖書館可購得的期刊種數逐年減

少，為解決此一困境，許多大學及研究機

構乃著手建立機構典藏並鼓勵投稿開放取

用（Open Access, OA）期刊。開放取用

是建立於學術研究結果應讓大眾公開取閱

的精神，以破除閱讀藩籬，讓學術傳播更

順利更廣泛以利研究發展。

國內醫學圖書館也由中央研究院生

命科學圖書館率先於97年加入Nuclear 

Acid Research的機構會員（Institution 

Member），並於99年再加入Biomed 

C e n t r a l的支持型會員（S u p p o r t e d 

Member），透過每年繳交年費方式加入

會員，讓研究人員可以享受投稿文章處理

費（APC）打折優惠，而後臺大醫圖也

於103年加入BiomedCentral的Supported 

Member，中國醫藥大學、長庚醫院和成

大醫圖也相繼於104年加入BiomedCentral

的Supported Member，藉此鼓勵研究人

員投稿OA期刊。各館加入OA會員詳如表

77。

OA可以解除價格和使用的藩籬，讓

研究成果更容易分享交流，進而達到知識

傳播的目地，儘管網際網路的發展開拓了

全球知識分享的契機，然而許多期刊的訂

表77
各館加入OA會員詳表

單位 OA名稱 會員等級 加入起訖 優惠方式

中研院生科圖 Nuclear Acid 
Research

Institution member 2008.10.1-2017.12.31 5折

BiomedCentral Supported member 2010.10.1-2017.12.31 APC 85折

臺大醫圖 BiomedCentral Supported member 2014.09.1-2017.12.31 APC 85折
中國醫藥圖 BiomedCentral Supported member 2015.04.1-2017.03.31 APC 85折
長庚醫院體系圖 BiomedCentral Supported member 2015.05.1-2016.04.30 APC 85折
成大醫圖 BiomedCentral Supported member 2015.07.1-2016.12.31 APC 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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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和漲幅卻讓人無法控制，圖書館被迫採

取刪刊、暫緩新刊訂購、並減少購置圖書

和其他資源的預算來因應。針對此危機雖

有許多潛在的解決方法，Open Access無

疑是最有效的一種，而且是目前科學家與

學者能力較可及且可達成的方式。（張稜

雪）

二、工商圖書館的服務概況

（一）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觀

摩參訪與研習講座：該館榮獲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3年度海報展

佳作獎，吸引南臺灣圖書館界前

來取經，並獲邀參加5月21日在中

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舉辦的

「104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

導團南一區觀摩研習講座」，會

後學員並至該中心參訪，藉由演

講及參訪，提升金屬中心在圖書

館界的能見度外，亦達到互相交

流的目的。

2. 「新思路蘊動書展」：為了豐富

同仁思維及有效紓解同仁工作壓

力，金屬中心圖書館特別於9月

份首次舉辦大型書展活動―「新

思路蘊動」，本次書展透過行動

書車擴及北、中區域處，內容共

有：優質職人必修學分新書特

展、圖書館的祕密花園療癒著

色、M點工作坊達人分享、整間

圖書館都是你的新書店，以及金

三角會議室優質會議密技大公開

等五大單元。書展期間特別邀請

知名漫畫家馬克先生演講，共吸

引近200位同仁蒞場聆聽，創下書

展活動單一場次參與人數最多的

新紀錄。

（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料中心

1. 資策會資訊資料中心向下扎根，

持續舉辦青年專屬產業分析營：

有鑒於企業常呼籲青年學子進入

職場前應該了解企業要的人才是

什麼，資策會資料中心秉持母機

構關懷社會，培育人才的理念，

於5月2-9日舉辦第二屆「MIC決

策未來產業分析研習營」，由國

內智庫與企業合作，推出免費且

專屬青年的產業分析課程。以產

業即戰力為核心概念，規劃基礎

課程、實際演練與企業實習三大

部分，帶給學子有效率的一條龍

訓練；每次舉辦僅錄取200位，但

皆吸引3倍以上的有志青年爭相報

名，舉辦二屆以來共累積結業人

數近400名，可謂產業分析新血孕

育之搖籃。

2. 圖書館週不只是圖書館週，因時

制宜，展現圖書館貼近使用者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觀摩參訪金屬工業
中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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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為提升同仁參與感、提高

資源使用率以及強化對本館之認

識，每年切合當年度母機構關注

議題，量身打造獨特主題的圖書

館週，提供讀者另類的軟性知識

平台。104年以機器人為主軸，

在11月12至12月3日圖書館週，

精選兩部好片：「模仿遊戲」、

「成人世界」舉辦5場電影欣賞，

共計170人次出席；此外還規劃線

上書展，以工業4.0、機器人、人

工智慧、3D列印等議題蒐羅市場

報告、館藏書刊、網路新知/社

群、以及資料中心創建之資訊服

務ICT資源網等資源，並從電影

角度切入，特別撰文「人類該害

怕人工智慧嗎? 解析電影裡的人工

智慧」，活動期間瀏覽人次達220

次。（邱蘭婷）

三、宗教圖書館的資訊檢索電子化

（一）佛學圖書館

佛教人物因信仰關係，有皈依法名、

俗名、出家法名、皇帝的賜封、世人尊

稱、晚年自號等不同的名號，因此文獻

檢索的權威控制，十分重要。特別介紹

104年已建置完成的3個佛教人名權威資料

庫。

1. 佛教著者人名權威資料庫：由香

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建置，主要

提供佛書編目著者人名權威控制

查詢之功用，以使同一著者之圖

書可以集中排架，所建檔之佛教

人名，以有著作發表之作者為

主。著者包括中國、西藏、日

本、韓國、印度、東南亞、歐美

等地區。提供「人名」、「年／

朝代」、「國別」三個檢索欄

位，資料呈顯之內容包括：著者

人名，朝代或生卒年（西元紀

年），國籍，學科領域，梵、

巴、藏、英等原名、俗名、別

名、字號、法名、尊號、德號、

賜號、贈號、諡（謚）號、世稱

等相關稱謂以及代表著作等。

2. 人名規範資料庫：由法鼓文理學

院圖書資訊館建置「人名規範資

料庫」，主要提供佛典相關人名

規範資料查詢。資料庫首頁有人

名收錄筆數、人名群組人數、

人名筆數統計、人名卒年分布

「佛教著者人名權威資料庫」檢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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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透過人名、權威碼、舊編

碼、註解、生卒年之搜尋，可獲

得人物的別名、規範碼、舊編

碼、生年、卒年、朝代、生卒年

查詢字串、生年出處、卒年出

處、籍貫、性別、是否為歷史人

物、註解（精簡）、師徒關係，

並可連結到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CBETA）與僧

傳文本。

3. 佛學著者權威資料庫：由臺灣大

學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建

置。本資料庫首頁除提供人名、

團體單位名之關鍵詞查詢外，並

列出最近新增的著者、最近修改

的著者、最多著作的個人著者、

最多著作的團體著者之資料提供

參考。每筆查詢結果顯示資料包

括該著者於本資料庫已收錄之著

作篇數及未授權之篇數、著者本

人提供授權、校正著者資訊、建

檔日期、序號、別名、分類、網

「佛教著者人名權威資料庫」檢索畫面

「佛學著者權威資料庫」首頁

站、列出收錄著作之書目資料，

可透過著作題名連結詳細書目資

訊。（釋自衍）

（二）神學圖書館

1. 中台神學院圖書館：元月6日與欣

學英資訊有限公司完成104年度

Libase Pro圖書館作業系統維護合

約之簽訂；5月14日參與神學圖書

館聯盟「2015 Brill神學電子書聯

合採購」之議價；11月20日參加

「天道電子徒書館」說明會，俾

強化館藏電子書資源與推廣。

2 .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經由

「神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聯合採

購」，於6月更新為HyLib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正式上線；為加強與

使用者互動交流，於11月成立圖

書館臉書粉絲頁，即時提供本館

服務訊息、新書資訊等。

3. 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館：館藏查詢

與訊息發布「E」to「M」：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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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圖書館配合自動化系統更

新，增加手機查詢APP與設立圖

書館Line群組，讓館藏目錄、讀者

記錄查詢與館內各種訊息通知，

由以往「電子化」邁向「行動載

具化」，期望更貼近讀者使用需

求，增加館藏使用率。

4. 臺灣神學院圖書館：6月該館自動

資訊系統-ExLibris Aleph正式上

線。（丁蘊華）

四、其他圖書館的服務概況

（一）臺北歌德學院「德國作品」活動：

從101年起於每個月的第1個週六

下午，在圖書館裡面舉辦「德國

作品周末導讀」，活動至今已進

入第5年，介紹50餘冊德國作家的

作品。每一場導讀皆邀請大學老

師或出版社編輯擔任導讀。希望

藉此閱讀推廣活動，讓更多人認

識德國作品，以及了解愈來愈多

的德文作品已翻譯成中文在臺灣

出版。即使不諳德文，也一樣能

欣賞德國作品之美。

（二）臺北歌德學院「德國設計大展

German Design」：10月和「田田

圈文創群」在松菸文創合辦「德

國設計大展German Design」。邀

請曾是德國「最美麗書籍」得獎

者，目前是德國「最美麗書籍」

的評審委員Markus Dressen來臺

北參與盛會。除了和設計有關的

文字作品，舉凡我們日常生活所

見所聞所用，都可以在這個設計

大展上看到設計者的巧思與用

心。計8萬名左右的訪客造訪或參

觀。（王珮琪）

伍、結語

專門圖書館是蒐集專門主題資料的圖

書館或資料中心，主要的宗旨是透過各種

媒介和方法為特定的讀者提供服務。即各

行各業所設置的圖書館皆可歸類為專門圖

書館，所以專門圖書館是所有圖館中最為

龐大和繁雜的類型，存在方式也常依母機

構性質而異。

此類型圖書館常因母機構性質不同而

有著極大的差異，發展也因各領域而有相

當大的落差，目前較具規模的組織為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所屬的專門圖書館委員

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書館委

員會和104年新成立的臺灣醫學圖書館學

會。

為使各產業所屬臺灣資料中心或圖書

館發展更健全，建議應依產業別成立相關

圖書館學協會，以協助該產業相關資源、

資訊的蒐集，並提供相關圖書資訊從業人

員間互相交流、分享和結盟的機會，以提

升各產業從業圖書館人員的專業地位，進

而為相關產業從業人員提供更優質的資訊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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