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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小明

國際交流與合作 

壹、綜述

民國104年國內圖書館界在國際交流

與合作方面是豐富而精彩的一年，對內籌

辦了多場成功的國際研討會議，對外各圖

書館及圖書資訊系所也分別派出學者專家

及專業館員，積極參加各項國際活動，發

表論文，提交海報，分享國內圖書資訊界

新理念的發想及新作為的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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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系所參與的

國際活動加以敘述。圖書館界104年重要

或具特色的國際活動，以及由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邀集國內各館組團參加的美國圖

書館學會年會、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

會，則優先以獨立條目敘述，不另於各類

型圖書館或學會年度活動中列述。

貳、年度重要國際交流與活動

一、出席美國圖書館學會2015年年會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2015年年會於6月

25日至6月30日在美國舊金山會議中心

（Moscone Center, San Francisco, CA）

舉行，大會主題為「改造圖書館，改變

我們自己」（Transforming our libraries, 

ourselves），並規劃有研討會、圖書資訊

展覽、海報展等系列活動。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籌組代表團出席會議，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柯皓仁率團，世新大

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林志鳳、國立臺灣圖

書館主任李玉瑾、國家圖書館專員黃玫

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專員黃湘屏、鍾

語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學生邱方昱、林孟瑢、林欣諭、吳詩

萱等10人代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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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CALA）年會及會

員大會。會議期間臺灣代表團並實地參訪

史丹佛大學圖書館（Library of  Stanford 

U n ive r s i t y）、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

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柏克萊公共圖書館（Berkeley 

Public Library）及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104年

度我國計有3項獲選參加海報展，詳見表

129。

同 時 ， 國 家 圖 書 館 在 全 球 設 置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海外漢學推廣

計畫「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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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CCS）Global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Taiwan）」（建置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國家圖書館推廣全球漢學研

究）榮獲2015年ALA理事長表彰國際圖

書館創新計畫獎（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s），是該年大會4件獲獎計畫之

一。此外，代表團團長柯皓仁也於美

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年會中代表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陳昭珍領取2015年

CALA圖書館傑出領袖張鼎鍾教授紀念獎

（CALA Outstanding Library Leadership 

Award in Memory of  Dr. Margaret Chang 

Fung）。

二、出席第81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

「世界圖書館與資訊會議：第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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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y）於8月15日

中華民國圖書館界出席ALA年會代表團於6月26日
參訪柏克萊公共圖書館並與其亞洲部門主管合影。

中華民國圖書館界出席ALA年會代表團於6月25
日參訪史丹佛大學格林圖書館(Cecil H. Green 
Library)

表129
2015年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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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lishing National Regional Resource Centers to Integrate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建立全國區域資
源中心以整合公共圖書館資源發展）

國家圖書館

Library as a Meeting Place and Third Place, and her 
Contribution to Users’Social Capital and Perceived Outcome
（圖書館作為討論或會面的第三空間，以及其對使用者社會
資本及感知成果的貢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柯皓仁

Reading Resource Exhibition Tour: A Transformed Model of  
Promoting Reading for Public Libraries in Taiwan（閱讀資源
巡迴展：臺灣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新模式）。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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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1日在南非開普敦(Cape Town, Sout 

Africa)舉行。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組

團，計有來自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吳英美、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楊玉惠、編輯余慧

賢、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科長岳麗蘭、副

研究員賴麗香、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

教授林志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助理教授宋慧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書文獻處副研究員許媛婷、臺北市立圖書

館館長洪世昌、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簡任編

纂陳忠誠、南投縣立圖書館館長張賽青、

新北市立圖書館課長李毓偉及林怡君、林

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張勵婉、財團法人18

度C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茆晉牂、執行長王

又興、經理李淑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生陳勇汀、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朱明

媛等國內各機關團體計19位成員參加，國

家圖書館吳英美擔任團長，國立臺灣圖書

館楊玉惠任副團長。本屆大會主題為「動

態圖書館：取用、發展及轉化（Dynamic 

Libraries: Acces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會議內容包括圖書

資訊學及實務應用最新發展相關議題之專

題演講、論文發表、興趣小組、海報展、

專業委員會議等共計225場次，另有大型

商展、圖書館參訪、文化之夜等交流觀

摩活動。104年度我國代表團成員分別有

3篇論文發表及8項海報參展詳見表130、

131，在總計132項參展海報中，頗具份

量。

除出席年會、各種圖書資訊專業議

題會議與會員大會、海報展外，代表團

還參訪了南非國會圖書館（Parliament 

Library of  South Africa）、南非國家圖書

館（National Library of  South Afirca）及

開普敦中央圖書館（Central Library Cape 

Town）等重要圖書館。

三、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2015年會

2 0 1 5 年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MLA）年

會於5月15日至5月20日在美國德州奧斯

表130
第81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論文發表主題 單位 發表者

Library Service to Prisoners in Taiwan: an Overview, Lessons 
and Challenges（臺灣受刑人的圖書館服務：概況、課題及
挑戰），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賴麗香

Developing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toward Civic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公民運動中的數位參考服務：以太陽
花學運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陳勇汀
朱明媛

Integrating Social Justice in LIS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ies（整合社會正義於發展中國家的圖書資訊學教育）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宋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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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第81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入選海報主題 參展單位 著者

Sharing Love through Books: NCL’s Charity Sale for 
Donating Award-winning Children Books to Remote Areas in 
Taiwan（書傳愛心公益活動：國圖捐贈偏鄉孩童優質讀物）

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
邱子恒

Reading Across the Island, Happiness as High as Heaven（閱
讀滿寶島‧幸福齊天高）

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
林冠吟

Picture Book Database: Make Young Adults’ Dream Come 
True!（圓夢繪本資料庫：讓青少年美夢成真！）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呂春嬌、
賴麗香、
岳麗蘭

Connect happiness and Share Love: I Love Reading-Library 
Reading Passport Authentication Campaign（連結快樂分享
愛：我愛閱讀―圖書館閱讀護照認證活動）

南投縣政府文化
局、財團法人1 8
度C文化基金會

張賽青、
茆晉牂、
王又興

Returning Book, Everywhere, 7/24（24小時便利商店隨時隨
處還書）

臺北市立圖書館 劉振中

Let’s Play a Play! A Creative Ganny and Granpa’s Troupe（讓
我們一起來演戲：爺爺奶奶創意繪本劇團）

臺北市立圖書館 洪世昌

Legacy of  Trees: Repairing and Digital Archiving of  Ancient 
forestry books（樹的遺產：林業古書的修復與數位典藏）

林業試驗所 張勵婉、
徐健國、
蔡碧鳳

Transforming Children’s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in Public 
Libraries Through Tablet Technology（利用平板電腦技術轉
換公共圖書館兒童說故事活動）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宋慧筠 

中華民國圖書館界出席IFLA年會代表團於8月15日
在大會會場內合影

中華民國圖書館界出席IFLA年會代表團於8月17日
參訪南非國會圖書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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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Austin, Texas）舉行。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顧問暨臺北醫學

大學通識中心教授暨國家圖書館編纂邱子

恒率團前往參加，此行臺灣團員含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應家琪、邱馨平、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圖書館林玟娟與臺北醫

學大學圖書知識管理組組長蕭淑媛。大陸

團員包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館館長

王成、首都醫科大學圖書館館長龔佳劍、

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館長郭繼軍與中國醫

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圖書館館長楊華。除

參與會議外，也參加一項學術海報，詳見

表132。

該海報分析臺灣10所醫學大學圖書館

近五年來在紙本與電子資源訂購預算的比

例以及館藏資料類型的增減，結論除了表

現出電子期刊與電子書在圖書館預算比重

的與年俱增，但電子資源館藏數持平或遞

減現象之外，也顯示出醫學圖書館為了滿

足讀者的資訊需求，對於國內外館際合作

以及開放資源應用的需求趨勢。

四、參加2015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暨聯合

會議

「2 015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 f 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年會

暨聯合會議」於9月26-29日於澳門大學

（Macau University）舉行，其中數位圖

書館（Digital Library）場次，係由國家

圖書館籌辦，本年度以「Innovative of  

digital services of  academic libraries（學

術圖書館的創新數位服務）」為主題，邀

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柯皓仁、

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王國強及國家圖書

館編輯蔣嘉寧擔任講座。此外，淡江大學

資圖系助理教授陳亞寧亦與會發表論文。

五、參加第17屆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

第1 7屆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

Pacific Digital Libraries, ICADL）於

1 2月9日至1 2日於韓國首爾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orea）

舉行，會議主題為「提供有品質的

數位資訊（Providing Quality Digital 

Information）」，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長柯皓仁代表參加並發表兩篇論文。

六、參加第七屆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

員大會

第七屆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

會（OCLC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7th Membership Conference）於12月1日

至8日由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圖書

表132
2015年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參展海報

入選海報主題 參展單位 著者

「The transition of  budget allocation and material formats 
of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of  Taiwan in 2010-
2014」（2010-2014臺灣的大學醫學院圖書館館藏預算分配
及資料格式的轉變）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
館

蕭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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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籌辦，計有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陳雪華

及組長李明錦、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宋雪

芳、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代表前往參加，

會後並參訪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澳洲天

主教大學圖書館、墨爾本博物館等。

七、參加第44屆國際學校圖書館事業學會

年會

第44屆國際學校圖書館事業學會年會

（4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 IASL）於6月28日

至7月2日於荷蘭馬斯垂克（Masstricht, 

Netherland）舉行，由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陳昭珍代表參加並發表論文。

八、參加2015 CALIS兩岸三地館長會議

第六屆CALIS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

工作會議暨2015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

論壇由CALIS全國醫學文獻資訊中心及

北京大學醫學圖書館主辦，哈爾濱醫科大

學圖書館承辦，於2015年6月2日至4日在

哈爾濱翰林天悅大酒店召開，臺灣有國立

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吳肖琪、臺北榮總醫

學圖書館館長胡豫湘、國防醫學院圖書館

副館長許淑球及臺北醫學大學教授邱子恒

等多位館長參加。代表團出席會議，並發

表專題報告，順道參訪當地圖書館。本次

會議探討當前圖書館領域的關注議題，特

別是醫學圖書館在新的資訊環境下的資源

建設、服務創新、大數據在醫療衛生領域

的應用等。其中在學科館員部分，大陸圖

書館招募具有不同專業領域的館員，因此

在大數據議題，如南通大學在醫療衛生領

域的應用、浙江大學醫學圖書館在圖書館

工作的應用、東南大學醫學圖書館建設該

館大數據的雲服務平臺進展學科服務，值

得臺灣學習。

九、參加第三屆歐洲資訊素養會議

10月19至22日，第三屆歐洲資訊素

養年度大會（3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由愛沙尼亞的

塔林大學（University of  Tallinn）主辦，

會中邀請3位專題講座、5篇邀請論文，89

篇口頭報告論文、9篇博士生論文、37篇

實務報告、18項海報、10個workshop，

及2個論壇。探究主題包括資訊素養的概

念、資訊素養教育、資訊素養定義與實踐

等多個層面議題。嘉義大學教授林菁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教授賴苑玲與會參加並發

表論文，其題目分別為「臺灣爭議導向之

探究式學習於資訊素養課程（Argument-

Driven Inquir y i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Taiwan）」及

「利用Google網站問題導向的學習來提

升臺灣七年級學生的資訊素養、閱讀理

解及資訊科技能力（Using Google Sites 

to Promote 7th graders’ Informationa 

Literacy,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by through Inquiry-

based Learning in Taiwan）」

參、圖書館專業學會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除前已述及由學會籌組代表團參加

ALA、IFLA 、MLA等圖書館界國際

組織與團體2015年年度重要會議外，

為擴大國際事務參與度及能見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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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 2月中旬推薦柯皓仁常務理事及

賴麗香理事分別參加 I F L A學術及研

究圖書館組（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Section）及IFLA公共圖書館

組（Public Libraries Section）常設委員

會委員提名；而原IFLA家譜與地方史組

（Genealogy and Local History Section）

常設委員會委員俞小明8年任期（2007至

2015）屆滿，由現任IFLA亞洲及大洋洲

組（Asia and Oceania Section）常設委

員會委員林志鳳理事（任期2009-2017）

獲推薦接續擔任家譜與地方史委員會常

務委員，任期4年（2015-2019）。此外

104年尚有擔任IFLA學術及研究圖書館

組（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Section）常設委員會委員的陳昭珍及擔

任徵集與館藏發展組（Acquisition an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Section）常設

委員會委員的賴麗香任期屆滿（2011-

2015）。

此外，由中華民國書館學會醫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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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至4日於中國醫藥大學安康大樓舉行，

除了臺灣各地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外，另

有來自大陸北京大學醫學圖書館、武漢大

學圖書館醫學分館、廈門大學圖書館、廣

州醫藥大學圖書館、南京醫科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等計約

113位醫學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與會。大

會由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李文華及主任委員

梁君卿主持開幕致詞，為期兩天會議安排

7場專題演講，另有新知分享及實務分享

場次，此外尚有22家廠商參與商展。

二、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一）中華資訊素養學會與教育部磨課

師分項計畫辦公室於1月26日至27

日合作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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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

會於逢甲大學舉行，會中邀請國

內外專家學者及參與磨課師課程

教師與會，就學校推動機制、課

程經營、智財權、學習平臺、課

程應用模式等議題進行討論與交

流，同時，展示103年磨課師課程

推動計畫成果與召開104年徵件說

明會，以期與會者了解臺灣磨課

師發展現況，並進一步規劃未來

方向與合作模式，參加人數總計

逾1,000人。

（二）為進一步了解大中華地區Ｍ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簡稱MOOCs）的推展經驗，中華

資訊素養學會與教育部磨課師計

畫辦公室於8月17日在逢甲大學合

作協辦「2015大中華區MOOC研

討會」，會中邀請美國加州大學

教授Sorel Reisman、香港中文大

學教授金國慶、北京清華大學教

授孫茂松、北京大學教授張銘，

就開放教育、Big Data及MOOC

課程應用等議題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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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流討論，以期與會者瞭解

MOOC的發展應用，掌握趨勢與

實踐經驗，進而反思未來的發展

策略與契機。

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由高雄市立圖書館

承辦，104年5月29日於該館國際會議廳

舉行，共有162個會員單位出席參加。本

次會員大會邀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館長

Marcellus演講，講題為「Transactions 

to Experiences; Access to Engagement: 

「The Changing Work of  Librarians and 

Libraries in the U.S.」（由過渡到經驗、

由取用到參與：美國圖書館員及圖書館工

作的改變）。另邀請臺北榮總醫學圖書館

館長胡豫湘及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黃明

居，分別就「臺北榮總圖書館機構典藏與

榮民合作網簡介」及「雲端時代下之館際

合作服務—以臺灣聯合大學為例」進行專

題演講。

肆、國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出版品國際交換

持續與86個國家607個單位進行書刊

交換。104年圖書輸出約5,595冊；期刊輸

出約2萬832冊。收入23國76個單位交換

圖書7,466種7,802冊，光碟448種455片。

31國204個交換單位期刊870種6,299冊，

微片1種5,537片，光碟6種28片，散頁資

料6種1,294頁。

二、辦理專案贈書

為增加國際圖書館交流合作，以及促

進臺灣優質出版品的傳布，104年完成辦

理5次國際專案贈書，合計463種560冊，

致贈對象包含俄羅斯國家兒童圖書館、

越南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

書館、蒙古國家兒童圖書館、馬來西亞

吉隆坡臺灣學校。另外，為增進國際漢學

交流，在海外知名學術機構與圖書館設立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每年持續提供臺

灣優質中文圖書資料，截至104年度已建

置18個中心，包括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德國萊比

錫大學、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與拉脫維亞

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越南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

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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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大學、馬來西亞馬來

亞大學、法國里昂第三大學、英國牛津大

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澳洲國立大學、

比利時根特大學18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年度共計贈書4,807種5,854冊。此

外，國圖亦提供國家圖書館及國內其他學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
於5月29日假高雄市立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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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單位的電子資料庫連結授權於海外「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使用。

三、參加國際會議與國際組織年會

104年參加國際會議及重要國際組織

年會，包括3月26日至29日在美國芝加哥

舉行的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第68屆年會，並

與蔣經國基金會合作，展出臺灣近三年

來漢學與臺灣研究相關的優質圖書；6月

10日至13日在泰國曼谷舉辦的第十六屆

東南亞圖書館館員會議（CONSAL）；

6月24日至7月1日於美國舊金山舉行的

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年會，並參加

海報展；8月15日至21日在南非開普敦

舉行的2015年第81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年

會及海報展；11月5至7日在埃及亞歷山卓

圖書館舉行的「2015年世界數位圖書館

合作單位會議」（World Digital Library 

General Partner Meeting）與「第四屆圖

書國際高峰會」（The 4th International 

Summit of  the Book）。

四、赴大陸參訪及出席會議

4月24日至28日派員赴廈門參加香港

大學圖書館與廈門大學合辦之第13屆圖書

館領導研修班；9月21日至22日派員參加

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行的第十三次中文名

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會議；9月24日至

25日派員參加上海圖書館舉辦的中國機

構知識庫學術研討會；9月20日至24日派

員參訪廣西省重要文獻典藏機構與重要圖

書館建築，兩項計畫共5所圖書館（博物

館）：廣西大學圖書館、廣西美術館、廣

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桂林圖書館、廣西師

範大學圖書館；10月19日至23日派員參

訪山東省重要文獻典藏機構與重要古籍典

藏與修護單位，兩項計畫共4所圖書館：

濟南市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青島市圖

書館、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 11月3日至

5日參加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之中文文

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理事會第9次會議。

五、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104年新增6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分

別是4月3日與法國里昂第三大學、4月7

日與英國牛津大學、7月13日與馬來西亞

馬來亞大學、9月23日與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11月30日與澳洲國立大學、12月11

日與比利時根特大學簽署「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合作備忘錄」並開幕啟用。

並以在全球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的海外漢學推廣計畫「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RCCS）：Global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Taiwan）」獲得2015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國際圖書館創新服

務獎（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rojects），並於6

月29日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接受該會理

事長Courtney Young贈獎。

六、辦理講座、研討會及研習會

（一）於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舉

辦「臺灣漢學講座」，6月17日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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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張隆志以「Digital izing 

Taiwan: From Academic to Public 

Histor y」（數位典藏與臺灣研

究：從學院史學到公共歷史）為

題發表專題演講。

（二）於德國萊比錫大學舉辦「臺灣漢

學講座」，6月22日由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康豹（Paul 

R. Katz）以「An Unbreakable 

Thread?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 n  C r o s s - S t r a i t  R e l i g i o u s 

Interaction during the Modern 

Era」（切不斷的繩索？―近代兩

岸宗教互動初探）為題發表專題

演講。

（三）於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文學院舉

辦「臺灣漢學講座」，7月13日邀

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

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黃一農以「紅

樓e夢與哆啦A夢」（Electronic 

“R e d  C h a m b e r  D r e a m＂  a n d 

“Doraemon＂）為題發表專題演

講。

（四）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金寶校區舉辦

「臺灣漢學講座」，7月15日由中

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歷

史研究所教授黃一農主講「史實

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是否為乾

隆帝的私生子？」（History and 

Legend: is Fukangan the Qianlong 

Emperor's Illegitimate Child?）。

（五）於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舉辦

「臺灣漢學講座」，8月24日由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兼所長胡曉真主講「才女徹夜未

眠—清代女性韻文小說的生成」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The 

Making of  Verse Narrative Texts 

by Qing Women）。

（六）於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漢

學講座與古籍文獻展覽，8月27日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

究員兼所長胡曉真主講 「才女徹

夜未眠—清代女性韻文小說的生

成」（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The Making of  Verse Narrative 

Texts by Qing Women），展覽

主題為「文明之印記：10-20世

紀中國圖書文化」（The Imprint 

of  Civilization：Book Culture 

in  Li terar y  China（AD 900-

1900），展出至10月30日。

（七）於東京大學駒場校區首度舉辦小

型學術討論會形式的「臺灣漢學

講座」，於1 1月2 7日以「如何

利用GIS研究中國」為主題，分

別邀請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

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暨史語所研

究員范毅軍，以及上海交通大學

歷史系研究員張志雲，發表二場

演講。范毅軍以「中國研究時

空資訊的整合」（Integration of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for 

China Studies）為題，張志雲則

主講「開港通商以及外國勢力在

中國的擴張（1870-1881）：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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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訊系統進行時空演示」（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and 

the Foreign Expansion in China, 

1870-1881: The Spatio-Temporal 

Presenta t ion  by  Geog 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最後由東

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水

島司擔任評論人。

（八）於澳洲國立大學舉辦「臺灣漢學

講座」，於11月30日邀請新南威

爾斯大學人文語言學院兼任教授

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雷

金慶（Kam Louie），主講「男

性特質、同性社交/愛慾與階層—

關於兩部明清長篇小說的反思」

（Masculinity, Homo-sociality/

sexuality and Class: Reflections on 

Two Late Imperial Novels）。

（九）於8月4日至5日籌辦「鑑藏—兩

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此

為繼民國90年在臺北舉辦的第三

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

會」後，相隔1 4年後所辦的兩

岸古籍整理研討會。會中除了邀

請古籍界重量級專家學者發表計

21篇論文外，兩岸頂尖文獻典藏

單位的首長亦難得同臺發表專題

演講並進行綜合論壇。104年與

會者包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

書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

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澳洲雪梨

大學等圖書館、伊利諾大學香檳

分校、菲律賓大學、荷蘭萊頓大

學圖書館、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

書館等約40位國際圖書館專業館

員參加。

（十）於8月4日至9日辦理以「古與今—

古籍維護與當代華文電子資源創

新發展」為主題的國際圖書館專

業館員研習班。計有來自10國40

名學員參加。更首次有歐洲地區

圖書館館員參加，分別為荷蘭萊

頓大學圖書館、德國巴伐利亞邦

立圖書館，該兩館也分別與國圖

合作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其

中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亞洲

部Thomas Tabery亦受邀任講師，

分享德國圖書館中文書籍典藏現

況。

 （十一） 8月6日至7日假高雄佛光山佛陀

紀念館擴大舉辦「第二屆玄覽

論壇」，為積極促進兩岸圖書

館界交流與合作，國家圖書館

賡續與南京圖書館籌辦玄覽論

壇活動，並邀請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共同合作辦理，協辦單位

國家圖書館「古與今—古籍維護與當代華文電子資
源創新發展研習班」全體學員8月4日於「鑑藏—兩
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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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中

華文物保護協會及佛光山佛陀

紀念館。會議目的在提升兩岸

華人閱讀風氣、探討經典作品

對提升閱讀與人文素養之重要

性、發揚古聖先賢之智慧結晶

及延續首屆玄覽論壇之學術交

流豐碩成果。本次論壇主題為

「閱讀經典、精彩人生」，邀

請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

圖書館及我國圖書館界學者專

家針對本屆之四個面向進行深

入研討。其中包括：1、閱讀經

典、生活美學：劉少雄教授、

張潔副研究館員、鄒婉芬研究

館員及陳紅彥副館長；2、古

籍展演、豐富人生：陳義芝教

授、林世田主任、徐憶農主任

及楊渡秘書長；3、經典保存、

傳承文化：宋兆霖處長、黃紅

主任及李瑞騰教授；4、推廣閱

讀、精深人文：曾淑賢館長、

如常法師、南京圖書館徐小躍

館長及柯皓仁教授等，計發表

十餘篇推動閱讀優質圖書之研

究報告，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韓永進亦應邀與會。全國各地

圖書館同道及學校師生二百餘

人參加本屆論壇，畢生致力倡

導閱讀重要性的星雲大師親臨

會場，為參加人員開示古聖先

賢之智慧結晶，並且鼓勵大家

建立廣泛閱讀興趣，藉以精深

人文涵養及知識內涵，開拓人

生恢宏之格局。本屆玄覽論壇

兩岸學者專家們，就兩岸圖書

館界結合人文展演或生活美學

來推廣經典閱讀的作法，與國

內公共圖書館界充分交流相互

參考，實具代表性意義。

七、簽署合作協議及備忘錄

104年4月2日與法國里昂市立圖書

館、4月7日與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5月

21日與英國大英圖書館、10月21日與法

國里昂第三大學圖書館、12月10日與比

利時魯汶大學圖書館簽「中文古籍聯合目

全體與會者合影，第一排（自左至右） 徐小躍館
長、慧傳法師、曾淑賢館長、韓永進館長

綜合座談7位與談人（自左至右：柯皓仁館長、李
瑞騰教授、徐小躍館長、曾淑賢館長、如常法師、
徐憶農主任、陳紅彥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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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資料庫合作備忘錄」，合作建置古籍書

目，截至104年底該聯合目錄已有68所合

作館，書目量達652,901筆。

此外，4月10日與匈牙利國家圖書館

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推展出版品交換、

辦理各種圖書資訊活動交流、國際研討會

及展覽等。

國家圖書館4月10日於匈牙利國家圖書館與該館簽
署兩館交流合作備忘錄。

國家圖書館12月10日於比利時魯汶大學與該校圖書
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備忘錄」

圖書館協會身心障礙服務委員會委員長

佐藤聖一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

（Lim Won-Sun，林元善）與8位國內身

心障礙閱讀領域之學者專家及4位傑出的

身心障礙者，分享現行推動身心障礙者閱

讀服務策略、閱讀權益保障法規及無障礙

資訊科技服務之創新作法，期冀透過此交

流平臺汲取國際經驗，提升國內無障礙閱

讀服務品質，與世界接軌。本次研討會共

計159人參與，其中身心障礙者約20位。

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7月21日至25日派員於參觀訪問大陸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廣州圖書館、深圳圖

書館、上海市圖書館及上海浦東圖書館等

5所中國南方重點公共圖書館。

三、臺北市立圖書館

（一）與上海圖書館互換館員交流與學

習，9月28日至10月4日啟明分館

主任何健豪赴上海圖書館進行駐

館服務；上海圖書館由讀者服務

中心趙禕於12月14日至20日來臺

駐館服務並參訪李科永紀念圖書

館、北投分館、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總館及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

館。

（二）參訪上海圖書館各項業務情形，如

複本書控制、資訊監控、電子書

業務、數位典藏、古籍保存、參

考諮詢服務、行動服務及企業協

力合作等，並配合赴訪人員業務

性質，特別要求參觀視障業務以

汲取經驗，另參訪多座當地圖書

館，如上海圖書館總館、上海浦

伍、公共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國立臺灣圖書館

104年10月22日至23日於國立臺灣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辦理首屆「圖書館身心障

礙者閱讀服務」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舊

金山公共圖書館館長Luis Herrera、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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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新區浦東圖書館、上海嘉定區

圖書館及徐家匯藏書樓等，以了

解當地圖書館建築於空間規劃及

設施配置方面之經驗與特色。

四、新北市立圖書館

5月10日日本東洋大學南學教授及日

比谷圖書文化館�口万季來臺參加新北市

立圖書館總館啟用典禮及參訪，同年11月

9日至11日日本株式會社圖書館流通中心

（TRC）邀請新北市代表至日本參加年

度規模最大的圖書館綜合大展論壇演講，

將新北市立圖書館先進的設備及特色活動

介紹給日本的圖書館界，為本次論壇中除

日本學者外，唯一受邀的亞洲區講者。

陸、專門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分館

5月15日至20日，派代表應家琪、邱

馨平參加於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行的2015美

國醫學圖書館學年會。

二、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6月2日至4日，館長吳肖琪參加第六

屆CALIS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工作會議

暨2015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

三、臺北榮總醫學圖書館

6月2日至4日，館長胡豫湘參加第六

屆CALIS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工作會議

暨2015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

四、國防醫學院圖書館

6月2日至4日，副館長許淑球參加

第六屆CALIS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工作

會議暨2015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

壇。

五、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5月15日至20日，組長蕭淑媛參加於

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行的2015美國醫學圖書

館學會年會。

6月2日至4日，教授邱子恒參加第六

屆CALIS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工作會議

暨2015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

六、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圖書館

6月2日至4日，林玟娟代表參加於美

國德州奧斯汀舉行的2015美國醫學圖書館

學會年會。

七、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8月15日至21日，簡任編纂陳忠誠代

表參加於南非開普頓舉行的第81屆國際圖

書館協會聯盟年會。

八、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8月15日至21日，圖書文獻處副研究

員許媛婷代表參加於南非開普頓舉行的第

81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

柒、大學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系所

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世新大學

（一）出席會議／國際會議

資訊傳播學系教授莊道明、林志鳳與

阮明淑及4位研究生於12月1日至2日赴大

陸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參加「2015第七屆資

訊資本、產權與倫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共發表3篇文章及4項學術海報。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於12月7日舉

辦「大學資訊流暢力暨學術倫理教學國際

研討會」，會議宗旨為探討與推廣資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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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力與學術倫理教學，以增進高等教育師

生理解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之重要性與意

涵。邀請日本鶴見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長塚隆（Takashi Nagatsuka）、美國南

佛羅里達大學資訊學院暨傳播學院教授約

翰葛瑟吉（John Gathegi）主題演講。計

有臺大、臺師大、政大、輔大、清大、長

庚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

學等資訊素養研究與學術倫理教學之教師

進行與談。

（三）簽訂合作協議

1. 圖書館於3月10日與廈門理工學院

圖書館簽署館際合作協議書，提

供文獻傳遞服務。

2. 圖書館於5月19日與閩南師範大

學、瀋陽工業大學、遼寧大學簽

署館際合作協議書，提供文獻傳

遞服務。

3. 圖書館於11月2日及18日分別與延

安大學及西北大學簽署館際合作

協議書，提供文獻傳遞服務。

4. 資訊傳播學系與大陸長春東北師

範大學計算機科學與信息技術學

院於12月1日簽訂系院學術交流協

議。

（四）其他交流活動

圖書館於10月16日、11月17日及12

月15日與遼寧大學進行「兩岸非常 i讀

書」視訊讀書會。

二、淡江大學

該校圖書館與資圖系有以下三項出席

國際會議之交流活動：

（一）圖書館派員至廈門參加4月24日

至28日由香港大學圖書館與廈門

大學圖書館聯合主辦的「第十三

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與亞洲

區來自不同國家的42位圖書館從

業人員，針對「領導下一世代研

究型圖書館」主題共同研習及交

流。

（二）資圖系助理教授陳亞寧9月26日至

30日赴澳門出席太平洋鄰里協會

2015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三）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1 2月1日至8

日參加於澳洲墨爾本舉行的第7

屆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

會，與會員進行經驗分享與交

流。

三、國立中正大學

圖書館5月11日至14日派員參訪澳門

科技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

理工學院圖書館，及澳門中央圖書館何東

分館，並於5月12日與澳門大學圖書館簽

署合作協議。

四、國立政治大學

（一）出席會議/發表論文

1. 圖檔所教授薛理桂於5月底赴南京

參加「海峽兩岸檔案數位化工作

學術研討會」。

2. 圖檔所教授邱炯友於11月前往大陸

地區參加「兩岸四地圖書資訊期

刊主編論壇」。

（二）學術交流活動

圖書館秘書陳曉理、典閱組組長蔡香

美、數典組張惠真於8月20日拜會華盛頓

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沈志佳，瞭解該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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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臺灣研究基金進行西雅圖華僑移民

口述史計畫，並參觀華大總館、Research 

Commons與大學部圖書館。

五、國立臺灣大學

（一）出席會議／國際會議

1.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陳雪華於4月

1 7日至2 2日前往美國俄亥俄州

都柏林，參加由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所舉辦

的「OCLC全球理事會議」。

2 .  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蔡天怡

於4月21日前往位於韓國首爾的

韓國國會圖書館，參加由專門

圖書館學會亞洲分會（Spec ia l 

Libraries Association, SLA, Asian 

Chapter）所舉辦的亞洲專門圖

書館國際年會（ In t e r na t iona l 

Conference of  Asian Special 

Libraries,  ICoASL, 2015），

並 發 表 學 術 海 報 ， 題 目 為 ：

「Supporting early multilingu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 through a Chinese picture 

book library」（以中文繪本圖書

館支援學齡前幼兒早期多語文識

字教育）。

3. 圖書館館長陳雪華應澳門科技大學

圖書館邀請，於7月29日至30日參

加其所舉辦的第2屆「全球地圖中

的澳門」國際研討會。

4. 圖書資訊學系教授陳雪華於8月

21日至9月2日至美國參訪哈佛大

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與

哥倫比亞大學等校的博物館與圖

書館並洽談合作事宜。

5. 圖書資訊學系陳雪華教授於9月21

日至28日受邀至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圖書館參加臺灣書院光點計畫

的學術活動「Special Collections 

in Digital Age」（數位時代的特色

館藏）並擔任演講嘉賓。

6. 圖書館館長陳雪華於10月20日至

2 4日應邀至廈門大學圖書館參

加中文電子與數位資源及其服務

（Chinese Electronic and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ir Services）研

討會。

7. 圖書館館長陳雪華與書目服務組組

長李明錦於12月1日至8日前往澳

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參加2015 

年OCLC亞太理事年會。

（二）簽訂合作協議

1 .  圖書館與南京大學圖書館簽訂

Arie l線上文獻傳遞合作計畫，

此為繼2008年與南京大學所簽訂

Ariel線上文獻傳遞合作計畫的新

簽續約。

2. 圖書館與哈佛燕京圖書館於10月22

日簽訂交流合作協議書，促進雙

方於資源、人員等各方面交流合

作。

（三）學術交流活動

1. 圖書館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

館（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副館長李欣及館員Barbara Eden，

於4月21日舉行專題演講，講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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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Mutable Libraries: Ideas, 

Projects, Challenges」（易變的

圖書館：理念、計畫及挑戰）

及「Preserv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美 國 學 術 圖 書 館 的 館 藏 保

存）。

2. 香港理工大學包玉剛圖書館館長黃

朝榮應邀至該館，於5月20日舉行

專題演講，講題為「圖書館創新

思維與服務」。

3.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劉茲恒

透過臺大與北大之交換教授合約

而申請於8月25日至10月4日至

圖書資訊學系進行訪問研究，期

間舉辦一場公開演講，演講題

目為「數位出版與機構典藏在中

國」。

（四）人員研習與實習

圖書館特藏組林慎孜於9月11日起

至10月24日獲派至美國康乃爾大學圖

書館文獻保護部參訪研習，此係康大圖

書館獲亨利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贊助，為華文地區圖書館提

供館員實習機會，藉以提升對可流通館藏

修復之認識。

（五）合作出版

1. 日本新潟大學鈴木孝庸教授分別

於3月與9月至圖書館調查資料，

並於3月簽訂合作出版契約，預計

105年3月完成《平家物語  節附語

�本》（書名暫訂）初稿。

2. 圖書館與日本大阪教育大學教授

城地茂合作整理臺北帝大時期數

學教室典藏之和算相關日文線裝

書，城地茂104年來館3次，進行

書目校對、挑選幾種具代表性之

書籍送修復、掃描6種書籍中之作

者簽名、印章或藏書印等攜回日

本比對，並已著手撰寫重要書籍

之解題。未來亦將持續來館協助

資料整理與調查。

3. 圖書館持續與日本鹿兒島大學龜井

森教授合作，12月完成《長澤伴

雄自筆日記》第二卷初稿。

（六）交流訪問

1. 圖書館應北京大學圖書館邀請，於

5月3日至6日由館長陳雪華率領特

藏組組長洪玉珠、醫分館主任梁

君卿、社科組組長鄭銘彰、學科

服務組組長童敏惠一行5人前往北

京大學圖書館參訪。除與北大圖

書館研討交流館務，亦訪問北大

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首都

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等單

位。

2. 圖書館行政組組長林秋薰、社科

組組長鄭銘彰、閱覽組組長陳建

翰及編審郭美玲，於6月1日至4日

前往日本參訪採用Nippon Filing

系統自動化書庫的幾所大學圖書

館，學習日本建置自動化書庫及

後續營運的經驗。

3. 圖書館社科組組長鄭銘彰於8月28

日前往日本參訪甫開館一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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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岐阜市立中央圖書館新館Gifu 

Media Cosmos，該館與社科院圖

書館同為伊東豐雄建築師的作品，

特別由事務所專案建築師現場導覽

及介紹空間設計理念。

4. 圖書館館長陳雪華於8月底至9月

初率領臺大博物館群一行5人，

前往美東新英格蘭地區觀摩學

習哈佛大學科學與文化博物館

（Harvard Museums of  Science 

and Culture）、哈佛藝術博物館

群（Harvard Art Museums）、耶

魯大學皮伯蒂自然史博物館（Yale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MIT博物館之工作業

務；期間並與哈佛大學科學與文化

博物館、哈佛藝術博物館群、耶魯

大學皮伯蒂自然史博物館館長與工

作人員進行簡報及業務交流會議。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4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及

圖書館有以下五項出席國際會議之交流活

動：

（一） 圖資所教授謝建成於4月2日至5日

赴日本京都參加The Fifth Asi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第五屆文學與圖書

館亞洲會議），並發表「Website 

Labels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saurus Concepts」（以詞庫概

念為基礎建構網站標籤）。

（二）圖資所教授陳昭珍於6月28日至7

月2日赴荷蘭馬斯垂克參加「"4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IASL）」

（國際學校圖書館事業學會國

際年會），並發表「G r ow i n g 

from nothing : the Performance of  

teacher librarian in Taiwan. The 

School Rocks: Living it, Learning 

it, Loving it」（從無到有：臺灣教

師圖書館員的表現。學校翻轉：接

受它、學習它、愛它）。

（三） 圖資所於  10月15日至16日於該

圖書館籌辦亞洲學校圖書館發

展國際研討會（ In te r na t iona l 

Conference on School Librarianship 

of  Asian Countries），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國家圖書

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

合辦單位包括全國圖書教師輔導

團、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研討

會邀請來自美國南加州大學、香

港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會、日本

筑波大學、韓國啟明大學、香港

大學、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國際

學校圖書館事業學會及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等單位學者專家與會發

表。會中並由我國基隆市仁愛國

小、臺中市大墩國中、國立曾文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分享圖書館推

動閱讀的策略與成果。

（四） 圖資所教授柯皓仁於1 2月赴韓

國首爾參加「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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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ICADL 2015」（亞太

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並發

表「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of  

LIS Graduate Students: A Case 

Study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圖資系所研究生

數位閱讀行為：以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為例）及「Ontology-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n 

Taiwan」（臺灣圖書館界以本

體論為基礎的數位人文系統發

展）。

（五） 圖書館1 2月1日至8日派員赴澳

洲，參加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圖

書館舉辦之「第七屆OCLC亞太

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OCLC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7th 

Membership Conference），並參

訪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澳洲天

主教大學圖書館、墨爾本博物館

等。

「亞洲學校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10月15日第一
場次「The Great Fiction/Nonfiction Debate」，由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Prof. Stephen Krashen主講。

七、逢甲大學

5月8日至10月31日，逢甲大學圖書

館與上海財經大學圖書館、香港城市大學

邵逸夫圖書館以「悅讀‧行者的故事」為

主題，合作舉辦主題徵文活動，成果將結

集出版、永久典藏。

八、輔仁大學

圖書館有兩項國際會議參與之交流活

動：

（一）圖書館參考資訊組組長陳智泓、

採訪編目組組長陳素娟及祕書沈

育賢於6月15日至21日赴西安參加

「2015年中文數位出版與數位圖

書館國際研討會」。

（二）圖書館館長林麗娟與參考資訊組

組長陳智泓於8月23日至25日赴日

本大阪參加「2015 International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L i b r a r y  a n d 

Information Science」（2015圖書

館及資訊科學國際會議），發表

論文「Summative Evaluation of  

the Library Mobile Web」（圖書

館行動網頁的總評）。

捌、中小學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基隆市仁愛國小、臺中市大墩國中、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月15日至16日參加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所籌辦之亞洲學校圖

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 Inter nat ional 

Conference on School Librarianship of  

Asian Countries），並於會中發表該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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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推動閱讀的策略與成果。

二、萬興國小

6月1日至2日於臺北市萬興國小進行

一場臺灣與新加坡兩國間校際圖書資訊利

用教育交流活動，新加坡海星中小學師生

35人由學生發展部主任Carol Png率團訪

臺參與萬興國小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

程，由萬興國小圖書館館員曾品方引導共

讀民間故事「好鼻師」，運用提問策略理

解故事脈絡，並以好書推薦卡、圖書借閱

卡，讓學生體驗自主閱讀、分享閱讀的樂

趣。

此外，104年度計有臺北市立陽明高

中、新北市立秀峰高中、臺中市曉明女中

及臺中市西苑高中等四所高中與中國、日

本、新加坡等國中等學校進行圖書館閱讀

等交流活動；另有臺北市立中山女高等18

所高中圖書館接待來自中國、香港、日

本、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

國、加拿大等國之友邦高校參訪圖書館。

同時，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也

由其國際交流組策劃籌組代表團，參加7

月20日至21日由澳門圖書暨資訊管理協

會、澳門大學圖書館主辦之第6 屆世界華

語學校圖書館論壇，代表團一行47人，由

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陳昭珍教授擔任總領

隊，計發表9篇論文，其中高中圖書館占6

篇。 （詳中小學圖書館專題）

玖、結語

我國圖書館界於104年在國際交流與

合作方面表現極為紮實且亮眼，首先，值

得一書的是民間團體的積極參與國際交流

活動，如財團法人18度C文化基金會董事

長茆晉牂及執行長王又興親自參加IFLA

年會海報展，熱情宣傳其所贊助的南投縣

圖書館「我愛閱讀計畫」，在國際組織平

臺上，行銷我國鄉鎮級公共圖書館，充分

展現臺灣民間團體對圖書館事業的關注。

而新北市立新建總館的啟用及其24小時不

打烊的營運新概念，也在陸續到訪的國際

人士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其次，在圖書館館際合作方面，除了

傳統的出席會議參訪交流外，更增添了許

多館際間的合作協議簽署、成立資源中

心、合作出版、合作徵文、海外研習等多

元樣貌的活動，更深入且紮實地進行長效

性的圖書館界國際交流。而國家圖書館更

於本年度在英、法、比利時、加拿大、馬

來西亞及澳洲又分別增設了6所「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並以此項海外漢學推廣計

畫獲得2015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國際圖書

館創新計畫」獎項，以圖書館資源的軟實

力進行實質的文化外交。

另外，在圖書資訊學術交流方面，各

校圖資系所教授及學生積極參加國際性學

術會議發表論文，或籌辦學術研討會，邀

請國際上專家學者來臺交流研究，或薦送

學生赴國外實習或志工服務。傳布學術研

究所得，吸收他國實務經驗，充分達到交

流互益的目的。

而中小學圖書館界也不遑多讓，在國

內圖書館界及陳一心家族慈善基金會合力

籌劃下，順利籌辦的「亞洲學校圖書館

發展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日本、韓

國、香港、新加坡及美國的學者專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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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各國學校圖書館發展現況，以及未來合

作可能性，高中圖書館也在輔導團的協助

下主動參與國際活動，呈現了國內中小

學圖書教師的積極活力。綜言之，104年

由實務面到學術面，由鄉鎮級圖書館、中

小學圖書館到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各層級圖書館均熱情地走向國際，務實地

建立合作關係，積極地分享所得也汲取新

知，在全球化潮流下，自信地展現我國圖

書館界豐富活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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