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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例
一、本〈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記載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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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因前專題已有專論故本專題不贅錄：（一）我
國圖書館界個人或機構參與之國際書展、學術交流或國際會議；（二）圖書資訊學研究成果
與論著發表；（三）圖書資訊學校、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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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之報紙新聞、網路新聞、圖書館網路論壇、圖書資
訊學校與圖書館團體網頁所揭露之資訊，經編修而成，如有缺漏之處，尚祈指正。

1月7日

2月4日

臺南市安定區公所（圖書館）與全

▓ 總統府公布〈圖書館法〉修正令，修

家超商合作，正式啟用「超商借還書服

正公布第2、4、5、9、11、14、15條

務」，並提供行動應用程式（App），讓

條文；刪除第19條條文

民眾透過手機預約圖書，再持認證碼至指

▓ 臺北市立圖書館與全家便利商店合

定超商取書。

作，提供「超商還書服務」，將還書

2月

的服務據點擴增至近3,000個。
國家圖書館自2月起與臺灣國際資訊

2月11日

整合聯盟協會（IFII）合作辦理「Library

國家圖書館自2月11日至16日於

Watch Commons」論壇，論壇每月以圖

「2015臺北國際書展」設展，以「翻

資人關注的專業議題為核心，每月規劃不

轉‧驚艷‧圖書館」為主題，展出公共圖

同主題，邀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講

書館事業發展、閱讀推廣、漢學推廣與國

述、分享議題發展趨勢及應用成果。

際合作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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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間，總館及31所分館自該日起，週一至週

國家圖書館於教育部五樓大禮堂辦

日皆開館，且週二至週六延長開館時間至

理「獨饗幸福：臺灣104年閱讀習慣調查

晚間9時，僅國定假日及每月最後一週之

結果記者會暨借閱楷模表揚典禮」，活動

週四圖書清潔日休館。

中公布臺灣民眾閱讀習慣調查結果，並表

3月29日

揚各縣市推薦之借閱楷模。
2月13日
國家圖書館於「2015臺北國際書

國家圖書館於澎湖縣圖書館設置公
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澎湖分區中心，本
日正式啟用。澎湖分區資源中心設於該館

展」中籌劃專業論壇（圖書館論壇），以

2樓，以「青少年」主題為館藏特色。

「全民閱讀品味與臺灣出版趨勢」為主

4月

題，本日於臺北世貿展覽中心一館舉行。

國家圖書館設置數位中心，4月正式

由國家圖書館主任高鵬、遠見雜誌資深撰

啟用。

述王美珍、博客來文化事業部部長張靜

4月18日

如、時報出版董事長趙政岷及佛光大學教
授陳信元，分別從服務端、閱聽端、通路
端等不同角度探討「全民閱讀品味觀察」
與「臺灣出版趨勢」。

國家圖書館辦理「書香頌真情」名
家朗讀大會，以響應「世界書香日」。
4月21日
國家圖書館辦理「擴大臺灣漢學影

2月19日
國家圖書館依據前一年度國際標準
書號（ISBN）申請概況，分析國內出版
情形，公布「『滑世代』後的新書出版樣
貌」：2015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
分析」報告。
3月12日

響力‧政府與民間一起來」記者會，展現
國家圖書館國際漢學推廣成果，並獲趨
勢教育基金會捐贈一臺自動掃描機器人
（ScanRobot）；「百人千書齊力授權，
知識成果全球分享」著作授權活動亦自是
日起啟動。
5月10日

國家圖書館於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
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桃園分區中
心，本日正式啟用。桃園分區資源中心設
於該館4樓，以「多元文化」主題為館藏
特色。
3月16日
桃園市立圖書館因應縣市升格，實
施「週一不休館政策」擴大開館服務時
364

全臺第一座提供讀者24小時閱讀的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是日起開館試營
運。
5月11日
教育部發布「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
員會設置要點」修正令，將原要點更名為
「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諮詢會設置要點」並
自5月1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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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6月29日

103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

國家圖書館在全球設置臺灣漢學

聯席會議（第28屆），5月21日至22日假

資料中心的海外漢學推廣計畫「The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湖畔講堂舉行。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Resource

5月27日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RC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陳昭珍獲華
人圖書館員協會頒發2015年CALA圖書
館傑出領袖張鼎鍾教授紀念獎（CALA

Global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
o f t h e N a t i o n a l C e n t r a l L i b r a r y,
R.O.C.（Taiwan）」（建置臺灣漢學

Outstanding Library Leadership Award

資源中心：國家圖書館推廣全球漢學研

in Memor y of Dr. Margaret Chang

究），29日於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中獲

Fung）。

頒2015美國圖書館學會國際圖書館創新

5月29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2屆
第2次會員大會，假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
6月3日
國家圖書館於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圖
書館2樓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臺
東分區中心，本日正式啟用。
6月4日
國家圖書館於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服務獎（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s）。
7月7日
國家圖書館於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
心圖書館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中
區區域中心，本日正式啟用。中區區域資
源中心以「多元文化」及「文化創意」主
題為館藏特色，並分別於該館A棟B1及B
棟3樓設置主題圖書專區。
7月20日

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新北分區中
心，本日正式啟用。
6月12日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104年
會員大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舉行。
6月25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陳昭珍率
高中高職輔導成員，赴澳門大學伍宜孫
圖書館參加第6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
壇。
7月29日
國家圖書館於雲林縣文化處圖書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籌組代表團於6

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雲林分區中

月25日至6月30日赴美國舊金山會議中心

心，本日正式啟用。雲林分區資源中心設

（Moscone Center）參加「美國圖書館學

於圖書館3樓，以「知識性」主題為館藏

會2015年年會」。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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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國家圖書館於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

9月12日

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臺南分區中

國家圖書館於苗栗縣立圖書館設置

心，本日正式啟用。臺南分區資源中心設

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苗栗分區中心，

於該館3樓，依館藏主題規劃為「多元文

本日正式啟用。苗栗分區資源中心設於

化」、「青少年」、「文化創意」及「知

該館4樓，以「文化創意」主題為館藏特

識性」等四大主題專區。

色。

8月4日

10月1日

國家圖書館於8月4日至9日舉辦「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公布「2015臺

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邀請各國圖

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票選活動」結果，

書館館員來臺參加。

票選活動共有68所圖書館參加，包括國家

8月6日

圖書館、大學圖書館23所、中小學圖書

國家圖書館於8月6日及7日假高雄佛

館16所、公共圖書館26所、專門圖書館

陀紀念館舉辦「第二屆玄覽論壇：閱讀經

2所。獲選名單依筆畫排列為中華飲食文

典．精彩人生」。

化圖書館、高雄文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

8月15日

大東藝術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籌組代表團於
8月15日至21日赴南非開普敦參加「世界
圖書館與資訊會議：第81屆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2015年會及會員大會」（2015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81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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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Assembly）。

所、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國家圖書館、

9月3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之「亞洲學校

▓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正式成
立。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
會主辦，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承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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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至4日於中國醫藥大學安康大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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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hool Librarianship of
Asian Countries），於10月15日至16日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辦理，計有來自
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美國、澳洲、韓
國、香港與臺灣的學校圖書館專家與實務
工作者，共計113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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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12月5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於10月22日至23日

▓ 教育部於本日舉辦之「104年臺灣閱讀

假該館國際會議廳辦理首屆「圖書館身心

節嘉年華會暨圖書館評鑑及書香社區

障礙者閱讀服務」國際研討會，邀請美、

認證表揚典禮」中表揚10所年度圖書

日、韓及臺灣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經

館、25所特色圖書館及143所績優圖書

驗分享。

館。

10月27日
國家圖書館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
書館設置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宜蘭分
區中心，本日正式啟用。宜蘭分區資源中
心設於該館1樓，以「知識性」及「文化
創意」主題為館藏特色。

▓ 國家圖書館於圖書館週邊及人行道舉
辦104年臺灣閱讀節嘉年華會活動。
▓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4屆第1次會員
大會暨「2015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假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開。
12月18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舉辦「超閱視界˙

11月2日
104學年度全國高中學校圖書館主任
工作會議分兩梯次在元培醫大舉行，第一
梯次於11月2日至3日舉行，開幕式由教育
部次長林騰蛟主持。第二梯次則於11月16

共創精彩」視障計畫成果記者會，並啟動
「捐贈電子檔案宣誓儀式」，推動全國身
心障礙服務合作機制。
12月21日

日至17日辦理。
11月6日
國家圖書館為號召全國大學校院共
建共享學位論文雲端書庫，籌組成立「臺
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召開
聯盟成立大會。
12月2日

教育部於該部五樓大禮堂辦理「104
年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成果發表記者
會」，並公布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四
大核心主題館藏借閱排行榜，展示藉由本
計畫的執行，各資源中心因有大量優質館
藏的挹注，對提升全民閱讀質量的具體成
效。

臺中市政府頒布「臺中市立圖書館
組織規程」，該規程自105年3月1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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