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目次

序 ............................................................iii

編輯說明 ................................................. iv

專文

大學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化發展 

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化發展背景 ...............3

從資訊科學史看圖書資訊學的學科內涵 ....6

iSchools 運動起源和發展現況 ...................8

亞洲加入 iSchools 聯盟逐漸顯現影響力 .. 10

iSchools 和 L-Schools ............................. 13

從資訊流鏈結看資訊專業 ....................... 16

未來展望 ................................................ 17

閱讀磐石獎 

背景與目的 ............................................. 27

評審指標 ................................................ 27

評審過程 ................................................ 28

協辦學校 ................................................ 29

得獎學校 ................................................ 29

得獎與未得獎原因分析 ........................... 29

結語 ....................................................... 36

教育部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102-105 年

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成果 

前言 ....................................................... 37

計畫項目與經費 ...................................... 37

執行成果 ................................................ 42

執行效益 ................................................ 56

結語 ....................................................... 58

專題

國家圖書館 

綜述 ....................................................... 61

推動臺灣學術資源共建共享 .................... 62

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 .................... 64

推動閱讀活動打造書香社會 .................... 65

落實施政目標創造優質績效 .................... 70

結語 ....................................................... 76

公共圖書館 

綜述 ....................................................... 81

國立臺灣圖書館 ...................................... 9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99

臺北市公共圖書館 ................................ 103

新北市公共圖書館 ................................ 105

桃園市公共圖書館 ................................ 109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 ................................ 111

臺南市公共圖書館 ................................ 116

高雄市公共圖書館 ................................ 120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123

新竹市公共圖書館 ................................ 125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127

苗栗縣公共圖書館 ................................ 130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131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 ................................ 132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135

嘉義市公共圖書館 ................................ 137

嘉義縣公共圖書館 ................................ 139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139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142

花蓮縣公共圖書館 ................................ 144

臺東縣公共圖書館 ................................ 147

澎湖縣公共圖書館 ................................ 149

金門縣公共圖書館 ................................ 152

連江縣公共圖書館 ................................ 154

結語 ..................................................... 155

vi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目次

大專校院圖書館 

綜述 ..................................................... 157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

聯席會議 .............................................. 168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分享活動 

紀實 ..................................................... 174

結語 ..................................................... 177

中小學圖書館 

綜述 ..................................................... 179

國民小學圖書館 .................................... 179

國民中學圖書館 .................................... 195

高中高職圖書館 .................................... 207

結語 ..................................................... 223

專門圖書館 

綜述 ..................................................... 227

專業組織活動 ....................................... 230

年度重要工作與活動 ............................ 233

科技與創新服務 .................................... 240

結語 ..................................................... 244

圖書館資訊科技與應用 

綜述 ..................................................... 24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行動 App 服務 ...... 248

佛教數位資源與資訊科技應用 .............. 25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之資訊科技運用.... 259

國民中小學圖書館之資訊科技與應用.... 262

結論 ..................................................... 265

圖書資訊學教育 

綜述 ..................................................... 269

各校重要記載 ....................................... 270

各項基本資料分析 ................................ 273

學士班教育統計 .................................... 276

碩士班教育統計 .................................... 278

博士班教育統計 .................................... 283

繼續教育 .............................................. 287

學術交流活動 ....................................... 289

結語 ..................................................... 289

圖書資訊學研究 

綜述 ..................................................... 309

研究產出分析 ....................................... 311

結語 ..................................................... 340

國際交流與合作 

綜述 ..................................................... 355

年度重要國際交流與合作 ..................... 355

圖書館專業學會國際交流與合作 ........... 362

國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 364

公共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 365

專門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 367

大學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學相關系

所國際交流與合作 ................................ 368

中小學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 370

結語 ..................................................... 370

圖書館團體 

綜述 ..................................................... 373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 373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 380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 384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 387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 388

有限責任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 388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 .............. 389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 392

圖書資訊規範與標準 

綜述 ..................................................... 395

國家圖書館資訊組織規範 ..................... 39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圖書資訊規範.... 402

vii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圖書館法規 

編例 ..................................................... 405

中央法規 .............................................. 410

地方自治法規 ....................................... 420

行政規則 .............................................. 425

圖書館統計 

編例 ..................................................... 431

各類型圖書館統計 ................................ 432

各類型圖書館近五年基本統計 .............. 433

近五年圖書出版統計及趨勢分析 ........... 436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編例 ..................................................... 439

大事記 .................................................. 439

索引

編例 ..................................................... 451

內容字順索引 ....................................... 453

作者字順索引 ....................................... 464

viii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目次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表次

表 1 2009 年 iSchools 聯盟核心會員教師學術領域分類 ....................................................11
表 2 2009 年 iSchools 聯盟核心會員教師學術領域分布 ....................................................12
表 3 閱讀磐石獎承辦單位及承辦學校 ..............................................................................29
表 4 歷年磐石學校得獎名單：國中組 ..............................................................................30
表 5 歷年磐石學校得獎名單：國中組（續） ...................................................................31
表 6 歷年磐石學校得獎名單：國小組 ..............................................................................32
表 7 歷年磐石學校得獎名單：國小組（續） ...................................................................34
表 8 教育部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第二期計畫經費執行表 ..................................................43
表 9 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計畫補助圖書館及其典範主軸一覽表（102-105 年） ........44
表 10 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計畫讀者對圖書館改善前後滿意度差異 ............................44
表 11 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計畫圖書館改善前後業務績效指標比較 ............................44
表 12 資源中心平均借閱成長率、擁書量及借閱數指標績效（102-105 年） ......................46
表 13 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各年度環境案與設備執行館數（102-105 年） ...................46
表 14 環境案圖書館改善前後業務績效指標比較（102 年至 105 年） ................................47
表 15 設備案圖書館改善前後業務績效指標比較（102 年至 105 年） ................................47
表 16 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參與館數（102 年至 105 年） ...........................................48
表 17 閱讀起步走 0-5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執行成果統計（102 年至 105 年） ........48
表 18 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執行成果統計（102 年至 105 年） ....................................48
表 19 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漢學講座（105 年） .................................................................77
表 20 國家圖書館各類型資料徵集年度統計（105 年） ......................................................78
表 21 出版品送存年度統計（105 年） ...............................................................................78
表 22 國家圖書館館藏數位化作業年度統計（105 年） ......................................................78
表 23 國家圖書館重要資訊系統使用人次年度統計（105 年） ...........................................79
表 24 全國公共圖書館數量統計－依圖書館隸屬層級（105 年） ........................................82
表 25 全國公共圖書館數量統計—依縣市（105 年） .........................................................83
表 26 全國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料購置經費及人均購書經費（105 年）.................................84
表 27 全國公共圖書館人力資源（105 年） ........................................................................84
表 28 全國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數量（105 年） .................................................................85
表 29 全國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數量及人均擁有書量（105 年） ........................................86
表 30 全國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料使用情形（105 年） .........................................................87
表 31 全國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類型及辦理場次（105 年） ...............................................88
表 32 全國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類型及參與人次（105 年） ...............................................89
表 33 全國公共圖書館提供新住民各類服務情形（105 年） ...............................................90
表 34 各縣市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及「書香卓越典範計畫」申請

暨核定情形（105 年） .............................................................................................91
表 35 大專校院圖書館填答問卷館數（105 年） .................................................................158
表 36 大專校院圖書館各類型讀者比例（101 年至 105 年） ...............................................158
表 37 大專校院圖書館主要館藏比較表（101 年至 105 年） ...............................................159
表 38 大專校院圖書館到館人次與借閱冊數（101 年至 105 年） ........................................160
表 39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際互借／文獻傳遞申請件數分析（101 年至 105 年） ..................160
表 40 大專校院圖書館圖書資料總經費概況（101 年至 105 年） ........................................160
表 41 大專校院圖書館圖書資料經費分配（101 年至 105 年） ...........................................161
表 42 大專校院圖書館服務所設立情形統計分析（105 年） ...............................................161
表 43 大專校院圖書館服務人口數統計分析（105 年） ......................................................162
表 44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藏資源數量統計分析（1）（105 年） .........................................163
表 45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藏資源數量統計分析（2）（105 年） .........................................164
表 46 大專校院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使用統計分析（105 年） ...............................................165

ix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表 47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際合作申請統計分析（105 年） ..................................................165
表 48 大專校院圖書館使用者訓練與推廣活動統計分析（105 年） ....................................166
表 49 大專校院圖書館開放時數統計分析（105 年） .........................................................167
表 50 大專校院圖書館閱覽席位統計分析（105 年） .........................................................167
表 51 大專校院圖書館建築總面積統計分析（105 年） ......................................................168
表 52 大專校院圖書館書目記錄量統計分析（105 年） ......................................................168
表 53 大專校院圖書館購置館藏經費統計分析（105 年） ..................................................169
表 54 大專校院圖書館人力資源統計分析（105 年） .........................................................170
表 5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館員實務座談會（105 年） ..................175
表 56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工作改善研究計畫競賽參加隊伍及作品名稱（105 年） ....176
表 57 國民小學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至 105 年） ............................................................181
表 58 各縣市國民小學圖書館空間改善概況（105 年） ......................................................183
表 59 教育部補助小學圖書館（室）空間改善學校一覽表（105 年）.................................183
表 60 國民小學實施閱讀教學學校班級規模摘要表（104 學年度） ....................................185
表 61 國民小學實施資訊素養融入學習領域概況（104 學年度） ........................................188
表 62 國民小學實施資訊素養融入教學之授課人員身分（104 學年度） .............................189
表 63 國民小學實施資訊素養融入教學之授課場地（104 學年度） ....................................189
表 64 圖書教師學校各區輔導團學校總數（105 年） .........................................................190
表 65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辦理國小圖書教師教育訓練情形（105 年） .............................191
表 66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辦理圖書教師回流教育暨輔導座談計畫情形（105 年） ...........192
表 67 教育部補助國民小學圖書館空間設備改善訪視學校一覽表（105 年） ......................193
表 68 國民中學圖書館藏書量統計（105 年） ....................................................................196
表 69 國民中學學生圖書借閱量統計（105 年） .................................................................196
表 70 各縣市國民中學圖書館空間改善概況（105 年） ......................................................197
表 71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學圖書館改造學校與經費（105 年） ...........................................198
表 72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學建置校園閱讀角學校與經費（105 年） ....................................198
表 73 國民中學資訊素養融入各領域教學概況（105 年） ..................................................203
表 74 圖書教師學校各區輔導團學校總數（105 年） .........................................................205
表 75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辦理國中圖書教師教育訓練情形（105 年） .............................206
表 76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辦理圖書教師回流教育暨輔導座談計畫情形（105 年） ...........206
表 77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學圖書館空間設備改善訪視學校一覽表（105 年） ......................207
表 78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圖書冊數及百分比（104 學年度） ...........................................208
表 79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圖書借閱冊次及使用率（104 學年度） ....................................209
表 80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館務概況 .................................................................210
表 81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樓地板面積校數分布一覽表（105 年） ....................................213
表 82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平均每生使用空間比校數分布一覽表（105 年） ......................213
表 83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樓地板面積與單一教室面積比校數分布一覽表（105 年） ........214
表 84 高級中等學校新設置「校園閱讀角」學校一覽表（105 年度）.................................215
表 85 高級中等學校分區觀摩研習辦理場次（105 年） ......................................................220
表 86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105 年） ......................................................222
表 87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105 年） .........................................................223
表 88 高中職圖書館工作成員國外參訪學校與單位（105 年） ...........................................224
表 89 高中高職圖書館辦理國外學校訪臺校際圖書館參訪交流情形（105 年） ..................224
表 90 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5 年） ...............................................................................228
表 91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1 年至 105 年） ......................................................228
表 92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105 年） ...........................................................................228
表 93 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105 年） ...............................................................................229
表 94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105 年） ........................................................................229
表 95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05 年） ........................................................................229

x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目次

表 96 專門圖書館服務統計（105 年） ...............................................................................230
表 97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2016 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232
表 98 國中小圖書館資訊科技與應用的發展概況調查 .........................................................264
表 99 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基本資料（104 學年度） .........................................................271
表 100 圖書資訊學系各學制、教師與學生數表（104 學年度） ...........................................274
表 101 圖書資訊學系各學制專任教師人數統計表（104 學年度） ........................................274
表 102 圖書資訊學系各學制兼任教師人數統計（104 學年度） ...........................................275
表 103 圖書資訊學系各系所空間配置統計（104 學年度） ..................................................275
表 104 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招生數統計表（104 學年度） ..................................................276
表 105 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畢業生統計表（104 學年度） ..................................................277
表 106 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在校學生數統計表（104 學年度） ...........................................277
表 107 圖書資訊學系在校中國大陸學生統計表（104 學年度） ...........................................278
表 108 圖書資訊學系所中國大陸學生居住地統計（104 學年度） ........................................278
表 109 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課程一覽表（104 學年度） ......................................................279
表 110 圖書資訊學系學士班實習課程規定（104 學年度） ..................................................279
表 111 圖書資訊學系所碩士班招生人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0
表 112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招生、錄取人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0
表 113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在校人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1
表 114 圖書資訊學系畢業人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2
表 115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畢業學分一覽（104 學年度） ..................................................283
表 116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非本科系畢業生先修課程表（104 學年度） .............................283
表 117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必修／選課程統計（104 學年度） ...........................................284
表 118 圖書資訊學碩士班選修課程數量統計分析（104 學年度） ........................................284
表 119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數位在職專班課程（104 學年度） ...............................................285
表 120 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實習課程（104 學年度） .........................................................286
表 121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招生人數（104 學年度） .........................................................286
表 122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招生與錄取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6
表 123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在校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7
表 124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畢業人數統計（104 學年度） ..................................................287
表 125 圖書資訊學系所博士班課程標準一覽（104 學年度） ...............................................288
表 126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必修／選課程統計（104 學年度） ...........................................288
表 127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學生先修課程（104 學年度） ..................................................288
表 128 圖書資訊學博士班選修課程統計（104 學年度） ......................................................289
表 129 圖書資訊學系所舉辦圖書館繼續教育研習課程（105 年） ........................................290
表 130 圖書資訊學系所學術交流活動（104 學年度） .........................................................290
表 131 圖書資訊學系所來臺交換學者（104 年度） .............................................................291
表 132 圖書資訊學研究成果收集來源 ..................................................................................310
表 133 圖書資訊學研究成果檢索之詞表 ..............................................................................311
表 134 圖書資訊學研究成果之文獻分類架構 .......................................................................311
表 135 圖書資訊學專書類型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13
表 136 圖書資訊學專書出版機構類型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13
表 137 圖書資訊學專書主題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14
表 138 圖書資訊學期刊評比級別表 .....................................................................................316
表 139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語文分析（105 年） .................................................................316
表 140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作者數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17
表 141 圖書資訊學期刊級別與論文主題分析（105 年） ......................................................317
表 142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主題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18
表 143 圖書資訊學期刊級別比較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19
表 144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高頻詞統計分析（104 年至 105 年） ........................................320

xi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表 145 圖書資訊學會議論文語文分析（104 年至 105 年） ..................................................322
表 146 圖書資訊學會議論文主題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23
表 147 科技部圖書資訊學門專題研究計畫（105 年） .........................................................327
表 148 科技部圖書資訊學門專題研究計畫之主題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28
表 149 圖書資訊學相關機構執行之研究計畫（105 年，扣除科技部圖書資訊學門專題

研究計畫） ..............................................................................................................329
表 150 圖書資訊學相關機構執行之研究計畫統計百分比（103 年至 105 年） ......................330
表 151 非圖書資訊學相關機構執行之研究計畫主題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31
表 152 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學位論文之主題分析（105 年） ...............................................333
表 153 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概況（104 年至 105 年） ......................334
表 15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學位論文（105 年） .............................337
表 15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105 年） ........................................337
表 156 國立臺灣圖書館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105 年） ...........................................338
表 157 國立臺灣圖書館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計畫書（105 年）.................................338
表 158 圖書資訊學研究成果整體分析（103 年至 105 年） ..................................................339
表 159 美國圖書館學會 2016 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357
表 160 第 82 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358
表 161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 屆各委員會、小組及主任委員（召集人）一覽表﹙ 105

年﹚ .........................................................................................................................375
表 16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 105 年﹚ .........................................................375
表 163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委託辦理暑期研習班一覽表﹙ 105 年﹚ ...................................377
表 164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13 屆各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召集人）一覽表

﹙ 105-107 年﹚........................................................................................................381
表 165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總申請件—依文獻申請件類型統計（105 年） .............................384
表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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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390
表 167 我國圖書資訊相關國家標準一覽 ..............................................................................403
表 168 我國各類型圖書館數量統計表（105 年） .................................................................432
表 169 我國各類型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5 年） .................................................................433
表 170 國家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1 年至 105 年） .............................................................434
表 171 公立公共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1 年至 105 年） ......................................................434
表 172 大專校院學校數量及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1 年至 105 年） ....................................435
表 173 高中高職學校數量及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1 年至 105 年） ....................................435
表 174 國民中學學校數量及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1 年至 105 年） ....................................435
表 175 國民小學學校數量及圖書館基本統計表（101 年至 105 年） ....................................435
表 176 我國年度出版新書國際標準書號（ISBN）申辦統計（101 年至 105 年） .................436
表 177 我國出版圖書類別分析－依中文圖書分類法（101 年至 105 年） .............................436
表 178 我國出版圖書類別分析－依出版界常用主題類型（101 年至 105 年） ......................437

xii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目次

圖次

圖 1 iSchool 和 L-School 師資博士學位來源之比較 .........................................................15
圖 2 iSchools 出版品主題分布 .........................................................................................16
圖 3 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第二期計畫架構圖 ...................................................................38
圖 4 105 年全國高級中學圖書館建築空間整建經費來源示意圖 ........................................212
圖 5 圖書資訊學期刊級別與論文主題分析百分比（105 年） ...........................................318
圖 6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關鍵詞文字雲（105 年） .........................................................321
圖 7 圖書資訊學會議論文和期刊論文主題百分比（105 年） ...........................................324
圖 8 圖書資訊學領域研究計畫件數比較（101 年至 105 年） ...........................................325
圖 9 圖書資訊學領域研究計畫之主題分析（105 年） ......................................................331
圖 10 圖書資訊學學位論文關鍵詞文字雲（105 年） .........................................................335
圖 11 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研究計畫、學位論文研究成果數量分析（103 至 105 年） 340
圖 12 近 5 年申請文獻複印與圖書借閱申請件數 ................................................................385

xiii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