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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述

本專題所稱「圖書館團體」，涵蓋圖

書館專業組織與圖書館合作團體，包含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臺

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中華資訊素養學

會、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資

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等7個團體。

成立超過90年的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業

務範圍最廣，除了推展圖書館事業於社會

之影響力，並凝聚各類型圖書館專業人員

的向心力，民國104年增設「長青會員委

員會」，已達24個委員會，1個小組。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主要任務為促進

跨館資訊交流與合作，近7年館際期刊複

印「總申請件數」持續下降趨勢，各委員

會學術活動朝向多元發展，104年新增數

位課程建置服務，記錄各分區委員會辦理

教育訓練課程實錄，以利分享與利用。中

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104年計有10位圖

資系所新進教師參加聯誼茶會活動，促成

圖書資訊學教育生力軍彼此互動與溝通。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104年除了組團

參與年度的國際會議與參訪之外，亦接

待2組海外團體到臺灣參訪，以達互惠之

效。中華資訊素養學會104年活動主軸為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數位學習等相關議題。有限

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持續辦理電

子書推廣活動，104年共計17次活動。因

應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於2013年更

名為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SIS&T），其臺北分會也更名為「資訊

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104年主要

活動為辦理「眼動儀與使用者研究工作

坊」。整體而言，各團體依其目標與任

務，活動主軸隨著時代趨勢而設計其內

容，兼具理論與實務，國際交流與海外團

體到訪增加相互學習的機會，7個圖書館

團體共同為發展圖書館事業之目標扮演了

最佳推手的角色。﹙黃元鶴﹚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民國14年6月

創立於北京，42年11月12日在臺北市復

會，改名為「中國圖書館學會」。94年12

月經第49屆第1次會員大會通過，復改名

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址設於臺

黃元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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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中山南路20號國家圖書館內。組織以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設理事會、監

事會，並設有24個委員會、1個小組協助

規劃並推動會務。104年第53屆人事概況

如下：

（一） 理事長薛理桂；常務理事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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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于

第、朱則剛、吳美美、林志鳳、

林信成、邱子恒、俞小明、姜義

臺、施純福、高鵬、涂進萬、張

慧銖、莊道明、陳書梅、陳雪

玉、黃元鶴、黃鴻珠、溫達茂、

劉淑德、蔡淑香、賴忠勤、謝寶

煖。

（二） 常務監事宋建成；監事范豪英、

陳和琴、陳雪華、彭慰、楊美

華、劉春銀、鄭恒雄、盧秀菊、

嚴鼎忠、顧敏。

（三） 祕書長林巧敏；副祕書長陳慧

娉；會計林敏秀；幹事胡南星。

（四） 委員會、小組名稱及各委員會主

任委員（召集人）名單如表133。

（五） 圖書館學會會員分永久會員（限

94年12月17日之前已入會者）、

個人會員、團體會員、贊助會員

及學生會員5種。104年會員人數

統計如表134。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4年主要會務

活動包括：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舉辦

學術研討演講論壇、參與國際專業團體活

動、精進館員專業工作知能、編印圖資專

表133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3屆各委員會、小組
及主任委員（召集人）一覽表﹙104年﹚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召集人）

教育委員會 林信成

研究發展委員會 阮明淑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宋雪芳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陳維華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 張麗玲

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林　菁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楊玉惠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林義娥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梁君卿

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彭　慰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柯皓仁

分類編目委員會 張慧銖

國際關係委員會 林志鳳

（續右表）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召集人）

會員發展委員會 于　第

出版委員會 邱炯友

年會籌備委員會 高　鵬

公共關係委員會 劉淑德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莊秀禎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呂春嬌

資訊素養委員會 吳美美

《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
展小組

蔡明月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 王麗蕉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 夏滄琪

專業認證委員會 林呈潢

長青會員委員會 汪雁秋

表13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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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論著刊物、獎勵圖資從業館員師生、國

內同道交流與學習分享、其他重要工作事

項等。104年學會年會與重要會務活動成

果分述如下：

（一）圖書館學會年會

第54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2015圖書

資訊學研討會」於12月5日（週六）假國

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開，共有來自全國

各級圖書館團體與個人會員共計300餘人

出席。年會上午安排會員大會、專題演講

與頒獎典禮；下午為圖書資訊學研討會，

並舉辦第54屆理監事票選及海報展活動。

上午專題演講邀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賴鼎銘教授演講「數位匯流下的圖書資訊

研究與圖書館服務」。年會中頒發圖書館

特殊貢獻獎、社會服務獎、熱心服務獎、

資深服務獎等4個獎項；亦頒發2015臺灣

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獲選獎牌。獎學金部

分則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學金、沈

祖榮暨沈寶環教授紀念獎學金、蔣復璁先

生紀念獎學金、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蘇諼教授清寒優

秀獎學金、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飛

資得獎學金等7個獎項。年會海報展每年

輪流以不同圖書館類型為徵選重點，104

年海報徵選由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與技

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辦，計有8個國內

大學校院圖書館參加展出。下午圖書資訊

學研討會以「潮�服務新設計」為題，邀

請淡江大學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臺

南市立圖書館以及臺中市文化局分享圖書

館經營理念。

（二）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104年重要閱讀活動包括：

1.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辦理6場「閱讀

起步走講座」，共有519人次參

與。

2.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辦理「閱讀推

廣智庫（Idea Bank)」文案徵選活

動，共有17縣市參與，徵得103件

文案，經評審入選之文案，共41

件，預計出版專書提供全國公共

圖書館運用。

3. 配合世界書香日及臺灣閱讀節，公

共圖書館委員會、書香社會推動

委員會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4. 公共關係委員會完成圖書館員的形

象影片第1集，採微電影拍攝手法

呈現，於104年會員大會中首播。

5. 會員發展委員會自103年7月起至

104年7月底止，完成「2013在圖

表134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104年﹚

會員別 永久會員 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團體會員 合計

會員數 623     485 356 422 1,886
繳費數 623* 238 107 360 1,328

註： （1）本表資料統計至104年12月31日止。（2）＊為永久會員加入時已完成一次繳費，無需再次繳費。
（3）依學會章程第9條規定，會員連續2年未繳會費者，始視為出會，本表分列會員數與繳費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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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遇見幸福」攝影比賽成果巡

迴展覽，共15館參與展出。

（三）舉辦學術研討演講論壇

104年參與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或論壇

活動，擇要說明如下：

1.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4月10

日假景文科技大學舉辦「圖書館

學科服務與推廣閱讀分享研討

會」。

2. 參與協辦國家圖書館於8月6日至7

日舉辦之第二屆玄覽論壇。

3.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於9月3日至4日

辦理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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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共安

排7場專題演講，及海峽兩岸共2

場實務分享，與會學員共88位，

21家廠商參與展出。

4. 受邀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10月15

日至16日共同主辦「亞洲學校圖

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

5. 協助紙文物維護學會於10月30日

辦理「名方再世―文物維護實務

研討會」於國家圖書館421教室舉

行。

6. 「2015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

表會」於12月11日假國家圖書館

簡報室舉辦。

（四）參與國際專業團體活動

每年集合圖書館同道參加國際圖書館

專業團體舉辦之學術活動，參與美國圖書

館學會（ALA）年會、國際圖書館協會

聯盟（IFLA）年會及美國醫學圖書館學

會（MLA）年會為年度大事，主要活動

成果說明如下：

1. 推薦柯皓仁常務理事參加IFLA 學

術暨研究圖書館組（ARL）常設

委員會委員提名以及推薦賴麗香

女士擔任IFLA公共圖書館組常設

委員會常務委員。

2.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邱子恒顧問、臺

大醫學院圖書分館暨臺大醫院圖

書室應家琪、邱馨平小姐、臺北

醫學大學圖書館蕭淑媛小姐與高

雄市立小港醫院圖書室林玟娟小

姐代表醫委會組團於5月13日至28

日至美國奧斯汀參加2015美國醫

學圖書館學會（MLA）年會。

3. 由柯皓仁館長率團員共計10人，

於 6月 2 4日至 7月 2日赴美國舊

金山參加2 0 1 5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年會，海報展展出3件，

並參訪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

柏克萊公共圖書館、史丹佛大學

圖書館及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4. 由吳英美副館長率團員共計1 9

人，於8月14日至22日赴南非開普

敦參加2015年第81屆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IFLA)年會，林志鳳主

任委員主持委員會議，國家圖書

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

市立圖書館、林業試驗所、南投

市文化局與18度C文教基金會、

中興大學圖資所7個單位的代表參

加海報展，計展出8件，賴麗香委

員、宋慧筠助理教授、陳勇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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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及朱明媛碩士生發表論文3

篇，並參訪南非國會圖書館、南

非國家圖書館及開普敦公共圖書

館等。

（五）精進館員專業工作知能

對於館員專業知能之充實，主要在於

每年暑期辦理一系列專業研習班課程，並

由各委員會針對各自領域主題不定期舉辦

相關課程，104年重要研習課程成果說明

如下：

1. 本年度由教育委員會召集各相關圖

書館與圖資系所辦理圖資相關研

習班，於104年7月6日至8月28日

陸續開班，計有8個單位辦理10個

研習班，301人次參加研習，辦理

情形詳如表135。

2. 分類編目委員會與國家圖書館於8

月28日舉辦「RDA經驗分享座談

會」。

3.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與國立

臺灣圖書館自7月14日至10月17日

辦理4場有關西洋古書維護保存相

關主題研習班。

4.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自4月22日至11

月18日，辦理4場醫學圖書館員專

業素養課程。

5. 書香推社會動委員會辦理公共圖書

館人才培訓計畫，依據公共圖書

館發展趨勢及館員需求，104年總

計辦理10場次公共圖書館人才培

訓課程，共661人次參訓。

（六）編印圖資專業論著刊物

1. 《圖書資訊學研究》（半年刊） 

編輯團隊於3月9日進行交接，原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負責之編輯工作，移交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2.《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

（月刊）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表13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委託辦理暑期研習班一覽表﹙104年﹚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數

圖書館使用者體驗與服務設計研習班 7/6-7/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暨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36

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 7/13-7/17 國立臺灣圖書館 29
翻轉圖書館系列2：學習搖滾區‧空間大翻轉研
習班

7/20-7/24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14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0-7/24 國家圖書館 34
圖書館公共關係與價值提升研習班 7/20-7/24 世新大學圖書館 27
資訊組織進階班 7/27-7/29 國家圖書館 20
開放資料與巨量資料之應用與發展趨勢研習班 7/27-7/3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45
A＋圖書館：圖書館經營管理與啟發研習班 8/3-8/7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4
圖書資訊管理考訓用研習班 8/10-8/14 臺北市立圖書館 33
圖書文獻的修護與保存研習班 8/24-8/28 國立臺灣圖書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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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訊》（半年刊）已合併成為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會訊

快報》，由出版委員會負責各期

編輯發送業務。

3.《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

展望》系列叢書104年出版：《公

共圖書館》、《專門圖書館》以

及《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數位化》

等3冊。

（七）獎勵圖資從業館員師生

為鼓勵圖書資訊從業人員與對圖書館

有貢獻人士，每年均辦理各項獎勵作業，

對於在學學生亦提供獎學金或學位論文獎

徵選，各獎項獲獎情形說明如下：

1. 辦理獎勵項目審核頒發作業，本年

頒發特殊貢獻獎予俞小明女士；

社會服務獎頒予財團法人趨勢教

育基金會、羅水木、華立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等3個單位或個人；

熱心服務獎頒予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資深服務獎頒予鄭素琴女

士。

2. 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沈祖

榮暨沈寶環教授、蔣復璁先生、

韋棣華女士、李德竹教授等紀念

獎學金、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

金、台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

飛資得獎學金之審核頒發作業，

104年計有國內7所圖書資訊系所

43位學生或館員獲獎，獎學金總

額為新臺幣32萬元。

3. 104年度獎助學位論文活動，計有

25件碩士論文申請，包括臺大4

件，臺師大5件，政大5件，中興

1件，世新4件，輔大3件、淡江

2件及逾期1件。審查結果選出謝

佑欣、莊博涵、陳姿君、張煦等4

名優秀碩士論文；另有佳作4名：

孫聖昕、鄭依芸、王嵐渝、黃蕙

芬，並於12月11日舉行「2015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

會」。

4. 補助專業人員參與國際會議，發表

論文者有：朱明媛、李書宇、尤

玳琦；參加海報發表者有：張勵

婉；擔任IFLA委員會主席及會議

主持議程者有：林志鳳（以上皆

為韋棣華獎助金）。

（八）國內同道經驗交流分享

1. 會員發展委員會於4月18日舉辦會

員春季踏青賞桐一日遊活動。

2. 長青會員委員會於7月1日舉辦業務

觀摩及經驗分享，參訪新北市立

圖書館。

3.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104年8月

12日至105年1月14日辦理圖書館

同道實務分享會共7場，針對圖書

館共同關注的議題，提供實務面

的經驗分享，以促進館際交流，

並讓館員有機會到各校園觀摩學

習。

（九）其他重要工作事項

1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委託辦理

「104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公

共圖書館統計系統維護及統計

分析」案，該案由柯皓仁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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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研究期程至12月15日止。

2. 國立臺灣圖書館公開徵求「圖書館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南研究」委

託研究案，林巧敏副教授以本會

名義投標，該案執行期限至105年

3月31日止。

3.修訂「圖書館統計標準」國家標

準建議書並函送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

4.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研訂完成「檔案

與手稿管理人員專業倫理守則」

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

5. 辦理「2015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

書館大票選」活動，共有68所圖

書館報名參加，包括國家圖書館1

所、大學圖書館23所、中小學圖

書館16所、公共圖書館26所、專

門圖書館2所。網路投票活動至9

月30日截止，獲選名單依筆畫排

列為：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高

雄文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東

藝術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小

港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國家

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嘉義縣民雄鄉立圖書館、靜宜大

學蓋夏圖書館，獲選圖書館於104

年學會年會大會頒贈獎牌。另為

協助獲選圖書館申請進入IFLA圖

書館票選活動，委託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於11月2日針對獲選館舉

行「IFLA此生必去圖書館申請資

料說明會」。

6. 與 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合 作 申 請

G o o g l e 慈善基金，募集來自

Google捐款6筆，指定用途於國

立臺灣圖書館修復中山樓仕女屏

風畫作，總計入帳新臺幣859,740

元，已完成撥款國立臺灣圖書

館。﹙林巧敏﹚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 華 圖 書 資 訊 館 際 合 作 協 會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簡稱館合協會﹚於民國61年，由中山科

學研究院、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

學、聯合工業研究所、空軍航空工業發展

中心、聯勤兵工發展中心及中正理工學院

策劃成立。66年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科

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組織」。74

年經教育部核准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科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組織研究

及發展基金會」。80年獲內政部核准成立

「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88年更

改為現名。

第十二屆（民國103年至105年）理

監事名單為：理事長柯皓仁；副理事長陳

雪華；常務理事呂春嬌、宋雪芳、楊智

晶；理事李錫智、林福仁、林麗娟、洪世

昌、袁賢銘、陳維華、陳明柔、閔蓉蓉；

常務監事林志敏；監事曾光華、黃振榮、

蔡怡君。

館合協會以團體會員為主，團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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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派代表一人行使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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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會員

單位共計383個。

二、會務及活動

（一）發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通訊》

《通訊》於99年12月起改以電子形式

發行（http://ilcanewsletter.lib.ntnu.edu.

tw），不再另外出版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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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館際合作各項訊息。截至104年12月

底止，已出版至第63期。

（二）提供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

服務

館合協會為服務文獻傳遞年需求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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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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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第

12屆各分區轉介館北區為陽明大學圖書

館、中區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南區為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東區為宜蘭大學圖

書資訊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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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止，共21個會員單位

申請加入，本年申請量共計290件。

（三）召開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

館合協會於5月29日假高雄市立圖書

館舉行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共有161

個單位出席。

（四）召開第12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

會議

104年度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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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2日、6月22日、10月2日），各次會

議紀錄均刊載於該會網站（http//:www.

ilca.org.tw）及通訊。

（五）各委員會重要學術活動

1.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2015次

世代文獻傳遞服務研討會」

 　　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與交通大學圖書館

於10月13日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B1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議題

內容包含「臺灣文獻傳遞服務發

展」與「快速文獻傳遞服務Rapid 

ILL」，希望藉由研討會中各館業

務經營的經驗交流與分享，可以

提升各館服務品質及促進各項業

務之推展。

2.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中部分區

委員會：「影片製作實務工作

坊」

 　　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與中部分

區委員會主辦，中國醫藥大學圖

書館承辦於3月25日假中國醫藥大



圖書館團體

305

學立夫教學大樓九樓圖書館多媒

體數位學習教室辦理。在網際網

路時代，微電影是另一個推廣圖

書館服務的傳播管道，具有製作

成本低、影片時間短、觀看不受

限制、呈現完整故事的特點，本

次工作坊邀請圖書館同道及實務

專家，共同研討分享，加強彼此

之間的對談與交流，創造圖書館

新的關鍵性角色，使圖書館的服

務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開創使

用者的圖書館新體驗。

3.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中部分區

委員會：「圖書館空間與服務新

觀念研討會」

 　　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中部分

區委員會與東海大學圖書館於4

月2 8日假東海大學圖書館良鑑

廳合辦。講題有「不單是圖書之

館：談學習空間的蛻變」、「對

紐澳大學圖書館實質環境的新體

認」、「實務分享」等。圖書館

是成長的有機體，持續調整創新

空間暨與時俱進的服務新觀念，

是圖書館未來砥礪邁進的指針。

此次研討會備有以「圖書館為

家」為主題所設計的海報，供與

會來賓簽署，傳達圖書館是學習

知識，陪伴讀者智慧成長的家。

4. 南部分區委員會：「當文化創意

與圖書館推廣碰出火花研習會」

 　　由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南部分

區委員會主辦，南區技專校院校

際整合聯盟協辦於11月20日假臺

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L棟創意生

活館4F文創講堂辦理。邀請屏東

縣前文化處處長徐芬春小姐，現

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創學程講

師，分享圖書館如何利用鄰近縣

市的文化資源或文創活動來辦理

圖書館推廣活動，以及邀請南區

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圖書館

推廣服務成效競展活動」之得獎

學校圖書館分享活動之規劃與推

廣的經驗。

5. 東部分區委員會：「圖書館變變

變－推廣活動創新分享會」

 　　由宜蘭大學圖資館與中華圖

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東部分區委

員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學

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共同於8月13

日假宜蘭大學圖資館5樓辦理，

觸動熱情遇見幸福：圖書館在大

數據的潮流下，推出的服務不僅

變變變，還要72變；為促進館際

交流，針對圖書館共同關注的議

題，以分享方式輕鬆進行各館推

廣活動辦理經驗及意見交流，吸

引近4 0位圖書館界同道共同參

與。

6. 東部分區委員會：「迎向新時代

的圖書館研討會」

 　　由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東

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與中華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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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東部分區委員

會共同於12月11日假東華大學圖

書資訊中心2樓辦理，邀請國立政

治大學圖書館館長蔡明月主講「網

路計量學指標與圖書資訊服務」，

闡述網路數位環境中學術傳播模

式之新興產物—Altmetrics數據分

析指標，學科館員如何協助教師從

ORCID、DOI、ResearchGate、

PubMedID等推廣學術研究，促進

更大的學術交流與知識擴散。另

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張郁齡教授主講「數位著作權

」，闡述未來修法的方向，並凸

顯數位著作權保護與利用爭議之

拔河。

（六）數位課程的建置

從104年5月開始建置數位課程，將

各委員會辦理的教育訓練課程數位記錄下

來，以期分享給無法參與的會員，提供可

網路觀賞課程的機會。本年共建置了13門

數位課程，課程主題與授課教師資訊如表

136。

（七）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服務統計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ationwide 

Document  Del iver y  S er v ice，簡稱

NDDS），是供國內圖書館申請全文資料

的館際合作系統。系統前身為「全國館

際合作系統」（Interlibrary Loan System, 

ILL），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

術資料中心，於87年9月委託國立交通大

學圖書館開發建置「臺灣地區期刊聯合目

錄暨館際合作系統」並於88年9月完成系

統雛形後開放全國各圖書館使用，自93

年由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原國科會科資中心）自行維運

後，更名為NDDS。95年起NDDS系統不

再限於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使

用，凡國內具有圖書館（室）及館藏並能

提供服務的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公私立

大專校院及文化中心，同意每年繳交系統

使用費者，均可申請加入使用。

104年服務概況，依NDDS系統國內

館藏的中文期刊複印、西文期刊複印、大

陸期刊複印申請之服務統計量總和，製表

如表137，近7年統計量比較如表138。

表136
數位課程之主題與授課教師資訊一覽表﹙104
年﹚

課程主題 授課教師

臺灣地區大學圖書館館際互借
服務績效評鑑研究

王梅玲

圖書館粉絲專頁可以做什麼 鄭如蓁

閱讀從心動-淡江大學圖書館經
驗分享

石秋霞

地質知識網―學科主題閱讀推
廣經驗分享

郭麗秋

Google應用程式在圖書館推廣
行銷經驗分享

鄭麗寬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圖書小
天使」閱讀推廣經驗分享

陳依君

雲端時代下之館際合作服務-以
臺灣聯合大學為例

黃明居

北一區的美麗與哀愁―圖書資
源服務平台服務經驗分享

彭妍華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 李建國

臺灣大學圖書館RapidILL文獻
傳遞服務經驗談

陳建翰

輔仁大學圖書館RapidILL服務
經驗分享

陳智泓

文化創意與圖書館 徐芬春

圖書館辦理推廣活動經驗談 陳佳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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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年館際期刊複印申請件數

 以系統的「申請件數」、「完成

件數」、「被退件數」、「未完

成」等項目，全年度總申請件數

為2萬9,142件，總完成件數為2

萬3,663件，被退件總數為1,893

件，未完成總數為3,586件；就前

列數據分析，每月平均申請件數

為2,429件，每月平均完成件數為

1,972件；申請後與實際完成文件

傳遞之比例為81.20%（總完成件

數／總申請件數*100%）。申請件

數全年最高的月份為10月份，且1

月、2月、3月、8月、9月、10月

及12月份等7個月份的申請件數均

略高於全年平均申請件數。104年

申請情形如表137。

2.  近七年館際期刊複印申請件數比

較

 自98年起館際期刊複印「總申請

件數」有持續下降趨勢，7年間每

年申請與實際完成文件傳遞之比

例約維持在77%至81%間，如表

138。（蔡金燕）

表137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館際期刊複印申請統計（104年）

月份
申請件數（A）

完成件數
（B=A-C-D）

被退件數（C） 未完成（D）

1月 2,747 2,268 160 319
2月 2,484 2,016 152 316
3月 2,830 2,391 179 260
4月 1,990 1,670 131 189
5月 2,088 1,698 140 250
6月 2,140 1,769 148 223
7月 2,397 2,050 151 196
8月 2,534 1,998 167 369
9月 2,531 2,060 149 322

10月 2,921 2,367 247 307
11月 1,714 1,302 85 327
12月 2,766 2,074 184 508
合計 29,142 23,663 1,893 3,586

註：資料整理自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https://ndds.stpi.narl.org.tw/
　　（上網日期：10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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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一、組織管理

（一） 截至104年12月31日止，個人會員

人數共計477人，團體會員共計49

單位。

（二） 第十一屆理監事名單：理事長柯

皓仁；常務理事：王梅玲、林珊

如；理事王美玉、林信成、張慧

銖、陳舜德、林麗娟、蔡明月；

常務監事邱炯友、監事朱則剛、

陳雪華；秘書長邱銘心、副秘書

長呂智惠、總務藍苑菁。

（三） 1 0月1 6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八樓會議室舉行第十一屆

第三次理監事與系所主管聯席會

議。

（四） 12月5日假國家圖書館B1員工餐廳

舉行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並進行理監事改選投票。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1月17日至18日假臺灣師範大學文

薈廳舉辦「服務設計工作坊」活

動，本活動由該會與世新大學圖

書館、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超星

有限公司、深擊設計管理有限公

司、活動通共同舉辦，共計有41

位圖書館員參加。

（二） 1月22日系所主任委員會由主任委

員王美玉邀集，於淡水紅樓舉辦

圖資系所主管聯誼會。

（三） 4月28日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舉辦圖資新進教師茶會，計有10

位圖資系所新進老師參加聯誼活

動。

（四） 8月24日至27日假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舉辦「2015 亞洲資訊取用工

作坊」。

（五） 12月5日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中頒發CALISE獎學金，獲獎人

如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

士班二年級蕭宗銘、世新大學資

訊傳播系碩士班二年級蔡志斌、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二

表138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館際期刊複印申請比較（98-104年）

年度 總申請件數 完成件數 被退件數 未完成

98年 69,850 53,928 4,947 10,975
99年 65,598 50,679 4,934 9,985
100年 53,806 41,518 4,321 7,967
101年 47,737 37,104 3,602 7,031
102年 39,132 31,028 2,845 5,259
103年 33,533 26,825 2,175 4,533
104年 29,142 23,663 1,893 3,586

註：資料整理自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https://ndds.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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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郭家妘、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張

衍、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碩士班二年級林奕吾、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班二

年級周庭郁、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魏敏如。

由台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漢珍數位圖

書公司、以及凌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贊助該學會頒發研究生獎

學金。（呂智惠）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一） 臺 灣 學 校 圖 書 館 館 員 學 會

﹙Taiwan Teacher Librarians’ 
Association﹚於民國95年成立，

任務包含從事中小學圖書館利用

教育與提昇資訊素養理論研究與

實務推廣、辦理相關研討會或觀

摩等活動以促進資訊及經驗交流

的管道、發行中小學圖書館相關

出版品、規劃發展策略及評鑑方

案以提供政府制定圖書館利用教

育及提升資訊素養政策建議。

（二） 104年人事概況，常務理事五名，

名單如下：理事長徐澤佼；副理

事長涂進萬、陳宗鈺；祕書長范

綺萍；常務理事黃久晉；監事長

謝淑熙。各組負責人如下：財務

組趙淑婉；資訊組劉文明、翁靖

穎、邱柏翰；活動組涂進萬、王

之敏、丁文中；公關組王之敏、

陳宗鈺；文宣組謝淑熙、李秋

雯。104年會員人數：學校團體會

員8名，個人會員120名，會員合

計128名。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一）辦理104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

書館「閱讀與美感工作坊」

由理事長徐澤佼策劃，與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主任劉文明合作辦

理，於104年6月16日於國立臺南女子高

級中學、奇美博物館舉行，來自全國高中

圖書館人員逾80人出席。上午安排作家黃

雷蒙主講「音樂與影像的美感記憶」、府

城在地作家王浩一主講「寫作是我的學習

―談談橫向思考的閱讀」；下午參訪奇美

博物館。

（二）參加第6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

壇

104年7月20日至21日於澳門大學伍

宜孫圖書館舉行，由澳門圖書館暨資訊

管理協會、澳門大學圖書館主辦。臺灣

參訪團由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陳昭珍教授

擔任總領隊，本會秘書長范綺萍負責策

劃、召集，會員28位再加上師大圖資所

學員共 47 位，臺灣團聲勢最為浩大。本

次論壇的主題是：「學校圖書館如何協助

自主學習」、「學校圖書館和教學的結

合」、「學校圖書館與探究式教學」以及

「PISA 教學與閱讀」四個面向，強調各

級學校圖書館的教育功能，在於落實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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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與學科協作、探究式教學提升學生的資

訊素養、PISA 教學培養學生閱讀素養等

目標。大會安排6場主題演講，分別由國

際學校圖書館事業學會主席辛格﹙Diljit 

Singh﹚主講「Changing Times, Changing 

School Libraries」、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陳昭珍主講

「適合國小學童閱讀之中文科普圖書暨分

級推薦研究」、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副館

長劉採琼主講「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

資源利用與中小學圖書館之合作」、山西

太原理工大學圖書館副研究員原曉冬主講

「如何發揮 Koha 在自主學習過程中的助

讀作用」、澳門培正中學圖書館主任劉慧

敏主講「學校圖書館推動閱讀活動之經驗

淺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馬洪輝

主講「重拾文學閱讀的初衷―淺析『香港

文學深度體驗』計劃的實踐」。

此屆論壇共有19場論文發表，臺灣

代表發表論文共9篇：陳海泓「教師和圖

書教師對協作觀點的探討」、賴苑玲「臺

中市國民中小學圖書教師與學科教師協

作教學之案例研究」、謝淑熙「學校圖

書館與探究式教學―以經典閱讀教學」為

例、范綺萍「資訊素養教學模式（Big 6 

Model）融入高中職小論文課程分享」、

劉文明「2014 年臺灣高級中等學校圖書

館發展與輔導工作及展望」、曾詩蘋「曙

光女中圖書館主題閱讀講座在翻轉閱讀教

學的應用與內涵」、黃琇苓「『誠品 X 

苗栗：苗栗山海經』―創意閱讀融入圖書

館主題探究教學」、李凱茜「閱讀藝起

來」、宋怡慧「圖書館的安靜革命：我如

何翻轉 8,000 個孩子的閱讀信仰」。

除論壇外，大會安排澳門培正中學圖

書館、中央圖書館及教育暨青年局�仔教

育活動中心等參觀活動。澳門培正中學為

傳統名校，有濃厚的閱讀文化，圖書館之

中英文讀物均採清楚之分級制，設置有歷

史室，收集珍貴古文物。氹仔圖書館座落

於�仔成都街中央公園，是澳門空間最大

之公共圖書館。教育暨青年局為推動社區

教育關注青少年德育成長，附設有圖書館

供市民使用。此外，澳門圖書館暨資訊

管理協會理事長王國強，於7月22日安排

「澳門歷史城區」20多個古建築導覽與巡

禮，包括：民政總署大樓附設圖書館以及

八角亭圖書館參訪。前者以葡萄牙瑪弗拉

修道院圖書館為藍圖所建造，專門收藏17

世紀至20世紀50年代的外文古籍，為歷史

最悠久的葡式圖書館。後者是澳門第一所

中文圖書館和最早開放的公共圖書館。

（三）參訪廣西大學圖書館、壯族自治區

圖書館

16名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會員於

104年7月26日到廣西南寧，上午參訪廣

西大學圖書館，由館長徐尚進親自導覽與

解說；下午參訪中國省級公共圖書館―廣

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由主任張鶴明導覽

與解說。

（四）接待海外參訪團體

香港《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

基金湖南長沙辦公室人員8人和長沙市青

園小學教師14人共22人，梁偉明擔任團

長，於104年3月15日至22日進行八天參

訪。本會副理事長涂進萬、秘書長范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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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南投縣文化局圖書科科長張賽青共同

接待，參訪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圖書

館、埔里18度C文化基金會、鹿谷國小圖

書室等參訪。

湖南省長沙天心區銅鋪街小學校長胡

雪瀅率領該校13位主任、組長、教師等，

於104年10月1日訪問臺灣學校圖書館，

由秘書長范綺萍接待參觀

（五）出刊第二期會訊

主編為副理事長涂進萬，於104年11

月2日發刊，內容報導第六屆世界華語學

校圖書館論壇及本會動態活動。（范綺

萍）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一）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 C h i n e s e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ociation

，簡稱CILA），成立於民國92年

1月4日，結合關心資訊素養教育

的學者、專家、各級教師、圖書

館館員以及其他實務工作者的參

與，期許作為資訊素養教育社群

的核心。

（二） 學會設置理事9人、監事3人，任

期2年，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第5屆 （103年1月至104年12

月）理監事名單為：理事長劉安

之，常務理事林志敏、常務理事

常效宇，理事何榮桂、吳美美、

林菁、張瑞雄、梁修宗、趙涵

捷，常務監事邱月香，監事柯皓

仁、黃焜煌。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1月26日至27日，於逢甲大學協

同教育部磨課師分項計畫辦公室

辦理「2015 磨課師課程經營國際

研討會—磨課師課程推動成果觀

摩暨徵件說明會」，邀請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Jeff  Miller教

授、葡萄牙公開大學Pedro Isaias

教授，就磨課師課程設計、數位

教學資訊系統等領域進行專題演

講，並聚集各大專校院教師分享

磨課師課程規劃、設計與製作等

經驗，透過交流與分享，促進典

範轉移之效果。

（二） 6月17日至19日，理事長劉安之

教授帶隊至新加坡新躍大學參加

第十屆亞洲區數位學習論壇 (10th 

eLearning Forum Asia 2015），

汲取世界各國於數位學習、行動

學習、開放教育資源與數位內容

等議題的研究成果與經驗分享，

深入省思數位學習的創新應用與

全球高等教育變革的發展趨勢。

（三） 8月17日，於逢甲大學協辦「2015

大中華區MOOC研討會」，邀

請美國加州大學Sorel Reisman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金國慶教授、

北京清華大學孫茂松教授、北京

大學張銘教授，就開放教育、Big 

Data及MOOC課程應用等議題進

行研討與交流討論，激發與會者

反思未來MOOC的發展策略與契

機。（王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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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一、組織與管理

（一） 章程明訂社員分成法人社員及個

人社員二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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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31日止，總計

有法人社員48人。

（二） 合作社設理事7人，候補理事2

人，任期3年。第4屆理事名單

為：理事主席：林志敏；理事6

位：李仁鐘、林哲鵬、許鎦響、

陳格理、陳錦杏、廖淑娟，任期

自103年1月至105年12月。

 (三） 合作社設監事3人，任期1年。104

年5月11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

開社員大會，並舉行第9屆監事選

舉，名單如下：監事主席：林時

暖；監事2位：楊達立、楊伏夷。

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舉辦年度社員大會

5月11日召開年度社員大會，邀請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柯

皓仁以「變動環境下學術圖書館發展趨

勢」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二） 辦理社員圖書館電子書推廣活動

經費補助

為積極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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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應用電子書資源於教

學、研究以及學習活動中，進而提昇電子

書的使用效益。總計有18個社員圖書館提

出推廣活動計畫書，每館獲得補助經費新

台幣1萬元，並陸續於9月至12月，配合開

學週、新生週、圖書館週等重要日期舉辦

系列推廣活動，各校活動主題如表139：

（王慧娟）

表139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社員圖書館
辦理電子書推廣活動一覽表﹙104年﹚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大華科技大學 電子書在手 知識跟著走!
中國醫藥大學 E起讀書趣

中華大學 e書有禮闖關抽獎活動

亞洲大學 雲端非E-Book，e起答

東海大學 電子書導讀

南開科技大學 跟我一起去環臺―雲端壯
遊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書閱讀與閱讀器使
用推廣」演講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Book一點就通!―「方
正Apabi中華數字書苑電
子書」教育訓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躍上雲端•在高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最i讀書 閱讀悅開心」
電子書推廣活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電子書趣味市集―電子書
廠商擺攤推廣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人在JOY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電子書傳情活動：愛你在
心口難開?! ―電子情書表
心意，第一次告白就成
功!

國立聯合大學 電子書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逢甲大學 好書，e來e往
華梵大學 City Library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活用「eBook」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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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

一、組織與管理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 S I S & T;  原A m e r i c a n  S o c i e t y  f o 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年改為現名）是國際間圖書資訊學

領域之重要學會，自1937年學會創立至

2015年已78年，因應時代變化幾經更

名，從1937年創始時的美國文獻學會

（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ADI）到1968年的美國資訊科學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2000年的美國資訊科

學暨科技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S&T），再到2013年以來的資訊科學

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 ience  & Technolog y,  ASIS&T）

（ASIS&T, 2016b）。根據2016年的官方

網站（ASIS&T, 2016a），ASIS&T目前

共有52個分會（chapters），包括13個區

域性分會及39個學生分會和21個主題興

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s, SIGs），

包括15個一般興趣小組及6個線上興趣小

組，透過上述各分會及主題興趣小組，可

強化世界各地會員間的學術交流。民國

104年由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葉乃靜教

授擔任會長。

臺北分會於71年發起，72年申請成

立，以我國資訊科學界人士為主要成員，

旨在推展資訊科學教育、資訊發展及相關

活動，增進資訊科學與相關領域之溝通，

並加強國際學術合作，促進科技文化與教

育發展（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

民105）。臺北分會（Taipei Chaper）在

成立之初是ASIS&T「唯二」在北美地區

之外的分會。近年來，每年舉辦年度活

動，透過研討會或工作坊等形式，讓與會

者有機會針對當前圖書資訊學領域之重要

議題進行交流。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一﹚辦理「眼動儀與使用者研究工作

坊」

臺北分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臺灣大學圖書館於民國6月12日共同

主辦「眼動儀與使用者研究工作坊」，並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協

辦，假臺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邀請學界與業界人士，分享其運用眼動儀

之經驗和研究成果。

由於近年來眼動儀的應用相當廣泛，

企業界及學術界（如：心理學、行為科

學）皆將此工具用以探討使用者的行為。

而使用者行為研究係圖書資訊學領域相當

重視之一環，辦理此工作坊除了讓與會者

了解眼動儀如何應用於研究中，更有助圖

書資訊學領域拓展使用者研究之範疇。此

工作坊由臺北分會會長世新大學教授葉乃

靜主持開幕，並由前任會長國立臺灣大學

副教授唐牧群介紹學會與分會概況。關於

眼動儀之演講共計4場，分別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電機系教授何宏發主講「應用眼

動儀協助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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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研究室研究總監王派桓主講「眼動儀

與使用者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謝吉隆主講「以眼動

儀探究圖書館首頁設計與排版：實務與分

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員黃于

庭主講「我如何做眼動儀研究」。

﹙二﹚召開會員大會

臺北分會之會員大會於民國6月12日

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舉行。（蔡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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