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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壹、綜述

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依據「中央政

府總預算國家圖書館預算總說明」及〈圖

書館法〉所賦予之責任，並以「2015-2020

年策略計畫」為最高指導原則訂定營運發

展方針，辦理各項年度業務，推動漢學研

究中心營運計畫、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計

畫及來自於各部會之各項補助計畫，而前

述各項施政及補助計畫皆訂有工作計畫、

執行期程且確實進行進度及品質管控。

國圖是國家級圖書館，對於弘揚學術

自有不可懈怠之責任，歷年來在華文學術

研究能量的承載、呈現上皆不遺餘力，據

以彰顯臺灣學術軟實力及提高臺灣的能見

度。傾力累積為數可觀的數位物件典藏，

建置優質學術呈現的基礎建設，例如各大

重量級學術系統的建置、成立數位中心，

並以平臺承載的大數據進行分析、研究，

向社會公布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除

此而外，推廣共建共享電子化學位論文不

遺餘力，無論是在論文的授權量、下載量、

引用數皆呈年年大幅成長，不但在國內成

立「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

藉由聯盟組織的力量共同關注電子學位論

文的發展，同時，由於歷年來累積的成果

及積極推動全球共享知識資源，受到「國

際電子學位論文聯盟」的肯定，榮獲難度

極高的電子學位論文領導者獎項。

在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方面，第三度

舉辦圖書館傑出人士評選，在 4 所公共圖

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及 8 所分區資源中心全

數到位後，除極力推廣閱讀外，也完成「公

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建置，

以提高跨區借閱服務效率並造福偏鄉的讀

者。另外，歷經 4 年的努力，5 類圖書館

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能指標在 105 年終於劃

下句點。

除此而外，其他各項法定職掌項目之

執行，皆以貫徹政府施政目標為依歸，撙

節公帑創造最優之績效目標，努力提升服

務品質並建立專業形象。本文就「推動臺

灣學術資源共建共享」、「輔導全國圖書

館事業之發展」、「推動閱讀活動打造書

香社會」、「落實施政目標創造優質績效」

等面向，分述國圖在 105 年各項重要業務

的推展成果，文中各項資料皆由各組室提

供第一手資料並參酌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

網（http://www.ncl.edu.tw）相關資訊及

《國家圖書館年報 2016》，而各項統計數

據除來自各組室之工作統計外，並同步檢

自「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統」（http://

libstat.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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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臺灣學術資源共建共享

國圖運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及「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系統」的數據分析結果，在 105 年首度

發布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在「數位

典藏國家型計畫」退場後仍積極於數位資

源的建置，繼 104 年成立數位中心並透

過「臺灣文獻合作數位計畫」邀集國內各

大圖書館及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數位化，同

時也爭取專家學者授權等多項新作為後，

105年啟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http://

taiwanebook.ncl.edu.tw/），為臺灣共建、

全球共享臺灣研究資源再添新例。

一、發布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

國圖自建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等

三大系統是展現臺灣學術研究成果及軟實

力的重要平臺，豐富的資料量同時也是學

術趨勢分析的大數據來源。自100學年起，

國圖每年進行全國大學校院學位論文研究

趨勢、影響力等分析，並據以提出「臺灣

各大學博碩士學生研究趨勢報告」。3 月

18 日舉行記者會首度公布以「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及「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二個資料庫為基礎進

行大數據統計分析結果的「臺灣最具影響

力學術資源」。

在記者會中並頒發「最具影響力人社

期刊」、「最佳人氣學術期刊獎」、「最

佳學術傳播獎」、「最佳學術典藏獎」、

「最佳學術曝光獎」、「知識分享獎」、

「學術影響力獎」等 7 個獎項給獲獎的

出版社及大專校院，「最具影響力人社期

刊」是運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系統」中被引用次數計算出各刊的影響

係數，公布包括綜合、文學、語言學、歷

史學、哲學／宗教研究、人類學、教育學、

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

學、傳播學、區域研究及地理、藝術學、

管理學、體育學及圖書資訊學等 18 個學

門排行前 3 名的期刊；「最佳人氣學術期

刊獎」則是在國圖被調閱次數排行前 10

名的期刊。其餘 5 個獎項皆是得自「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分析結果，

每個獎項再細分為公立大學組、私立大學

組及技專校院組。「最佳學術傳播獎」是

103 學年度授權電子全文數最多之大學校

院，國立成功大學、逢甲大學、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分別獲得各組的第一名；「最佳

學術典藏獎」是 103 學年度送存率最高之

大學校院，分別由國立中興大學、逢甲大

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分獲各組第一名；

「最佳學術曝光獎」是 104 年點閱率最高

之大學校院；「知識分享獎」是 104 年電

子全文下載率最多的大學校院；「學術影

響力獎」則是綜合指標最高的大學校院，

由國立屏東大學、南華大學及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分獲各組的狀元。

二、建置數位中心及華文電子書庫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自 102 年起退場後，國圖為賡續且精

進數位典藏工程的能量，爰於 104 年 4 月

成立「數位中心」，並引進最新掃描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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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物件存儲系統所需之軟硬體設施及制定

作業流程。截至 105 年底，陸續建置 4 部

圖書自動掃描機器人（ScanRobot）、4

部 A2 及 A1 平床式掃描機、1 臺 A1 平臺

式掃描機及相關掃描管理軟體；至於數位

化作業流程則嚴格遵守前置作業、掃描、

品檢、詮釋建檔、數位資料保存等 5 個步

驟。為廣邀各級政府機關、各類型圖書館

及文獻典藏單位合作參與共建數位內容，

國圖積極推動與主導「臺灣文獻合作數位

計畫」，以政府出版品、1911 年至 1949

年之臺灣及大陸出版舊籍文獻為中心業務

重點；合作模式包含電子檔案授權及紙本

圖書文獻合作掃描。至 105 年止計與 91

個政府機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其中有 52

個機關授權 494 冊電子檔案開放應用，39

個機關提供 1,433 冊圖書掃描。同時，也

以「百人千書齊力授權，知識成果全球分

享」計畫廣徵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優質出

版品及學術研究成果，至 105 年已有 361

位學者專家授權 1,123 冊圖書。

為使全民共享上述數位成果並發揮學

術影響力，國圖於 104 年開始規劃、建置

電子書閱讀平臺系統，105 年 9 月 7 日「臺

灣華文電子書庫」上線試用並於 11 月 8

日正式啟用。至 12 月底該平臺系統共計

上架 1 萬 4,765 冊電子書，數位物件累計

275 萬 9,700 影幅。

另外，「數位中心」營運模式除以館

藏資源及館外合作為之外，亦接受委託掃

描，國圖並於「國家圖書館規費收費標準」

中明訂「掃描服務費」計價方式，協助缺

乏設備但有需求的一般機關團體委託付費

掃描。

三、推動電子化學位論文開放取用

國圖自 83 年進行博碩士論文摘要建

檔迄今，推動學位論文電子化已逾 20 個

春秋；從89年的「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發展至現今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即是學術資源

的共建共享及開放存取。採取使用者在自

行約束使用規範之下，全球共享系統內經

過授權的、臺灣共建的學位論文。

多年來，國圖為推廣電子學位論文開

放使用，戮力呼籲電子學位論文授權。98

年起結合大學辦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文

授權暨發表會」，迄今仍持續中；104 年

在大學博覽會中設「大學特色博碩士論文

博覽會」攤位，向青年學子推廣。建置優

質系統的平臺，除了典藏、檢索利用，每

一年提供大量的資料庫數據分析結果提出

「臺灣各大學博碩士學生研究趨勢報告」，

並可以透過 Google 提供全球檢索，提高

臺灣學術能量及能見度。除此而外，廣邀

共建夥伴為建置國家級學位論文雲端書庫

而努力，亦是國圖近年的目標。104 年 11

月 6 日邀集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包含國圖

共 143 個成員代表，成立「臺灣博碩士論

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並於聯盟下設置

發展委員會，共推選出 18 席團體委員，

訂定聯盟合作要點、共同策劃有關聯盟的

發展事務。105 年 10 月 28 日與高雄師範

大學合作假該校燕巢校區舉辦第一屆「臺

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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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80 個聯盟成員代表出席。

由於聯盟成員的齊心努力，資料庫的

資料量也呈大幅成長，截至 105 學年度上

學期為止，全國 142 所授予博碩士學位的

大學校院，已有高達 129 所大學校院的電

子全文 100% 送存典藏。以 105 年為例，

資料庫書目與摘要量為 6 萬 7,945 筆，電

子全文 4 萬 9,267 筆，使用人數高達 3,374

萬 3,931 人次，電子全文下載日平均為 1

萬 1,276 次；累計至 105 年為止，書目與

摘要量為 100 萬 6,385 筆，全文影像 40

萬 5,149 筆、392 萬 3,805 頁。

鑒於提供全球知識共享的理念，國圖

早在 99 年即以中華民國臺灣的名稱（Na-

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式成為「國際電子學位論文聯盟」（Net-

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

sertations, 簡稱 NDLTD）的機構會員，

歷年來的書目貢獻數量僅次於 OCLC，

另外，國內所有最新的學位論文訊息皆同

步呈現於此全球最大的學位論文平臺。國

圖歷年來推動電子化學位論文的成果因而

受到「國際電子學位論文聯盟」的高度肯

定，館長曾淑賢榮獲電子學位論文領導者

獎（The ETD Leadership Award），同時，

國圖亦取得第 21 屆國際電子學位論文

研 討 會（ETD 2018, the 21th Internation 

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的主辦權。

參、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

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是國圖的任

務，104 年國圖完成修訂「專門圖書館設

立及營運標準」、「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

運標準」及「國家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等 3 項草案，105 年 8 月 11 日由教育部公

布施行，完成法制作業；歷經 4 年的努力，

共計完成 5 種各類型圖書館從業人員專業

知能指標的研訂；在完成 12 所資源中心

的建置之後，隨著館藏數量及跨中心借閱

量的增加，國圖完成「公共圖書館圖書資

源共享服務平臺」的建置以提高館際互借

的效率。另外，國圖也在 105 年辦理第三

次「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的評選。

一、研訂圖書館員專業知能指標

國圖自 102 年起進行各類圖書館工

作人員專業知能的研訂，在陸續完成《我

國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專業知能研訂芻

議》、《我國高中高職圖書館館員專業知

能指標研訂芻議》、《我國國民小學圖書

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研訂芻議》、《我國

國民中學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研訂芻

議》之後，105 年委由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教授陳雪華主持「大學圖書館館員專

業知能指標」的研訂。自 4 月起召集相關

領域之館長及教授們組成執行團隊後，歷

經研讀國內外學術文獻、5 次焦點團體座

談會議，研析與討論後，最後分別從「基

本素養」、「資訊資源」、「資訊組織」、

「資訊服務」、「資訊素養」、「研究技

能」、「資訊科技」、「行政管理」等八

大面向研訂出 53 項專業知能指標，再依

據審查意見酌予增修及定稿為《我國大學

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指標研訂芻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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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共歷經 4 年，完成 5 類圖書館工作人員

的專業知能指標。

二、評選並表揚傑出圖書館人士

教育部為表彰國圖、公共圖書館館員

及地方首長推動圖書館建設、辦理圖書館

業務的傑出貢獻，於 101 年起設立「圖書

館傑出人士貢獻獎」獎項，並由國圖承辦

評獎工作，105 年進入第三次。自 8 月 10

日至 9 月 13 日受理公開推薦，共計收件

21 件，依據〈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選拔

獎勵要點〉經 8 位評選委員初審、決審後

評選出 2 位地方首長及 2 位圖書館員。

頒獎典禮於 12 月 3 日「105 臺灣閱讀

節嘉年華會暨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及書

香社區認證表揚典禮」中，由部長潘文忠

頒獎表揚。榮獲圖書館傑出人士殊榮者為

臺南市市長賴清德、雲林縣斗六市市長謝

淑亞獲頒「地方首長貢獻獎」，國圖助理

編輯杜立中、宜蘭縣冬山鄉立圖書館館員

李碧娥，獲頒「傑出圖書館員獎」。

三、啟用資源中心共享服務平臺

國圖自 102 年起至 104 年陸續完成 4

所區域資源中心（臺北市立圖書館、高雄

市立圖書館、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臺中

市立圖書館）、8 所分區資源中心（新北、

桃園、苗栗、雲林、臺南、澎湖、宜蘭及

臺東）的建置，並且逐年進行館藏充實，

105 年共購置中文圖書 7 萬 2,414 冊，西

文圖書1萬2,019冊，東南亞圖書1萬4,496

冊，視聽資料及電子書 2,812 件，合計 10

萬 1,741 冊（件），自 102 年迄今已累計

採購 37 萬 9,821 冊（件）。12 所資源中

心提供跨縣市館藏借閱服務，並合作辦理

閱讀推廣活動，105 年借閱冊數達 85 萬

3,467 冊，平均每冊（件）借閱 8.39 次；

自 103 年 4 月 30 日啟用以來，累計借閱

量達 152 萬 7,345 冊，平均每冊（件）被

借閱率達 4.02 次。105 年 12 個資源中心

共辦理閱讀推廣活動 963 場，參與人次 59

萬 7,007，平均每場次 619 人次參加；自

103 年迄今共累計辦理 1,707 場活動，累

計參加人次為 81 萬 4,033。

為因應日益衝高的跨縣市館藏借閱服

務量，並符合快速便捷的館際互借服務初

衷，國圖於 105 年完成「公共圖書館圖書

資源共享服務平臺」的建置，並於 12 月 1

日正式上線。再則，為加速借閱圖書資源

的遞送及讀者取書的時間，並減輕館員處

理跨館圖書寄送的處理時間，尤其是縮短

離島及花東偏遠地區的遞送時間，國圖將

參考現行全國各大公共圖書館的通閱服務

模式，研擬委由專業物流負責分檢及運送

的可行方案，預計於 106 年間執行。

肆、推動閱讀活動打造書香社會

國圖在 105 年的閱讀推廣活動有不同

以往的主題與方式，首先是為鼓勵民眾發

想心目中的未來圖書館樣貌，為智慧圖書

館發聲而舉辦不同世代參與的「未來圖書

館」活動；廣受好評的春、夏、秋、冬四

季閱讀，在主題上有不同思維；4 月 23 日

循例辦理「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以

慶祝「世界書香日」，共吸引 475 位民眾

熱情參與；12 月 7 日第 4 屆臺灣閱讀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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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臺的公共圖書館共襄盛舉外，國圖以

封街擴大規模辦理嘉年華會；「書香社區

認證」由 104 年的試辦推廣，105 年則擴

大參與對象生根社區。

一、群策群力發想的「未來圖書館」

為落實國家科技政策「以智慧科技打

造永續成長的幸福社會」的願景，教育部

依據「發展數位學習與應用」施政項目，

以部屬博物館群及圖書館群為場域，共同

推動數位智慧與行動科技的創新應用，導

入前瞻性資訊通訊技術，並從使用者的角

度，發展成融合人文、科技與生活的全方

位智慧學習場域，爰推動自 106 年至 109

年的 4 年期的「智慧服務全民樂學：國立

社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計畫」。國圖依據

「建構資訊到家、跨越媒體與數位學習之

智慧型圖書館」的願景，規劃執行「智慧

圖書館」的分項計畫，藉由各年齡層的活

動參與而廣徵民意及創意，共同努力打造

心目中理想的未來智慧圖書館。

首先於 2 月 16 日開幕的臺北國際書

展中以未來圖書館意象打造攤位，並啟動

「未來圖書館夢想」系列活動，共收集來

自民眾近千張的夢想小卡。其次與國立臺

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共同合

作，分別於北、中、南三區推出不同世

代參與的「想像 ‧ 創造 ‧ 翻轉：未來

Library」系列活動，首場與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合作於 3 月 19 日假該館舉辦的

「青壯世代開講：翻轉‧未來圖書館」，

共有 86 位民眾參與；第 2 場與國立臺

灣圖書館合作於 3 月 23 日假國圖舉辦的

「小朋友開講：想像 ‧ 未來 Library」，

共有來自 6 校 67 位小朋友參與；第 3 場

由國圖於 3 月 26 日假高雄市立圖書館

辦理的「青年學子開講：創造 ‧ 未來

Library」，共有 78 位高中以上學子參與。

二、體驗剛柔並濟的「四季閱讀」

（一） 春季閱讀「上窮碧落下黃泉：想像

力如何在詩中馳騁」

春天的閱讀，依然是充滿想像與浪

漫。自 3 月 5 日至 4 月 16 日分別由 6 位

知名詩人與學者引導讀者從舞動的文字進

入詩人的內心深處，並在觸動心弦處無限

想像其間所蘊藏的美妙。6 場講座共計有

1,452 人次參與。

（二） 夏季閱讀「君臨天下：歷代帝王的

雄才大略」

氣勢磅薄的夏季閱讀在與國際知名半

導體大廠科林研發（Lam Research）跨界

合作之下，自 6 月 4 日至 8 月 6 日，分別

闡述包括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朱元

璋、清康熙及秦始皇等 6 位帝王的治國霸

績與功過論析。6 場講座共計吸引 2,842

人次參與，更創下國圖單場聽講人數最多

的紀錄。

（三） 秋季閱讀「旅行的方程式：經典遊

記的想像與建構」

秋高氣爽時節的閱讀自 8 月 27 日至

10 月 29 日帶領讀者遨遊於自唐以降的遊

記，並今昔對比，藉由旅遊時空建構窺視

旅人的眼界與從中想像所蘊含的文化視

野。除 6 場國圖舉辦講座之外，同時也和

科林研發合作於新竹科學園區辦理 1 場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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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講座，另於 10 月 14 日邀請詹宏志辦理

旅行與讀書星光獎座，合計 8 場共有 2,254

人次參與。

（四） 冬季閱讀「掌握先機：解讀管理新

思維」

首度嘗試自文學出走的冬季閱讀，自

11 月 1 日至 106 年 1 月 26 日與管理科學

學會合作以歷次「金書獎」得獎作品為本，

帶領讀者放眼國際發展趨勢並由成功案例

務實地看待管理的新思維。6 場共有 1,081

人次參與。

三、擴大參與規模的「臺灣閱讀節」

105 年的「臺灣閱讀節」活動延續

104 年的設計模式，分為「系列活動」及

「嘉年華會」，惟共襄盛舉的單位更多、

活動規模更甚以往。國圖結合 2 所國立公

共圖書館及 21 個縣市圖書館（除連江縣

外）自 11 月初起在各館自行辦理超過 930

場次內容多元的「系列活動」，參與人數

總計逾 41 萬人次。12 月 3 日的「嘉年華

會」是「臺灣閱讀節」的活動高潮，由國

圖串聯 2 所國立公共圖書館及 15 個縣市

圖書館在各館所在地同時舉辦，遍佈全國

北、中、南、東區，甚至離島的澎湖，當

天都沉浸在閱讀的歡樂氣氛中，總計全國

「嘉年華會」共有 223 個活動項目，參加

人次高達 6 萬 8,231 人次，若以平均值計

算，估計每個館的參與民眾皆超過 4,000

人次。各館在「嘉年華會」活動各顯神通、

琳瑯滿目，唯有「露天書牆」及「圖書館

小小兵」2項活動幾乎是各館的必備項目，

前者計有 14 所圖書館響應公益與閱讀的

結合，共募集超過 3 萬 1,000 張發票捐贈

弱勢團體；後者同樣有 14 所圖書館辦理，

共吸引超過 2,200 位國小小朋友參與，顯

現圖書館利用與閱讀習慣向下紮根的成

果。

除大規模地整合全國超過 350 個機關

團體共同推動外，各館也努力行銷宣傳，

累計有逾 140 則包括平面、電子、廣播及

網路的報導。國圖除建置專屬網站公布最

新的活動資訊外，並在 12 月 3 日當天以

臉書（Facebook）直播全國各館的「嘉年

華會」盛況，同時製作「全國閱讀地圖」

讓民眾瞭解全國與閱讀相關機構的地理分

布情形。

四、推動生根的「書香社區」認證

國圖為協助社區民眾藉由檢視自我閱

讀情形及培養長期閱讀習慣，鼓勵社區於

推廣閱讀上進行創新與變革，激勵全民閱

讀風氣，而自 104 年起推動「書香社區」

認證，105 年據此基礎，於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辦理 20 場次行銷推廣活動，並獲

得 108 個單位參與推廣，包含社區大學、

區公所、各級學校、里辦公室及社區發展

協會。總計完成 3,230 筆個人閱讀認證，

547 筆家庭閱讀認證，並且評選出臺南市

永康區永康里、桃園市桃園區光興里、新

竹市北區水田里、臺北市士林區福中里、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臺北市松山區莊敬

里、臺北市士林區百齡里、基隆市七堵區

堵北里、新北市樹林區山佳里、基隆市七

堵區實踐里等 10 個達到「認證人數達 60

人，且閱讀習慣良好的比例達 50%」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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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團體。

五、充滿閱讀活力的各類型活動

國圖在 105 年舉辦的活動項目相當多

元，以下僅依類區分簡述未見於本專題各

節的活動。

（一）主題講座倡導閱讀

全年度共計辦理 11 項 43 場次的各類

主題與系列講座，依月份分列如下。

1 月 9 日起辦理 4 場次「繪本不簡

單」系列對談講座；1 月 22 日與臺灣國

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合辦「Library Watch 

Commons」系列活動，全年共舉辦8場次；

1 月 29 日漢學研究中心與中華文物學會合

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北京大學朱鳳瀚主講

「中國的青銅時代與青銅文化」。

2 月 22 日 邀 請 匈 牙 利 作 家 Zsófia 

Mautner（索菲亞．莫特娜）以「Budapest 

Bites: Hungarian cuisine beyond goulash 

and paprika（咬一口布達佩斯：以歷史佐

味的匈牙利美食故事）」為題進行專題演

講；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分別於 2 月 27 日

及 11 月 27 日共同合辦 2 場次「蔣勳紅樓

夢青年版巡迴講座」。

3 月 5 日 舉 辦「Life and Work of  

Graeme Base（澳洲享譽國際兒童繪本作

家葛瑞米 ‧ 貝斯的生活與工作）」專題

演講；3 月 25 日與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續辦

系列講座，全年共舉辦 6 場。

4 月 10 日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及文訊

雜誌社合作舉辦「日常生活與小說創作：

臺日女作家對話」講座；分別於4月16日、

24 日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辦 2 場次「屈

原，遠遊中」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7 月 23 日與臺北市立文獻館合辦「臺

北電影的風華年代展」，並自 7 月 30 日

起舉辦 4 場次系列專題講座；7 月 24 日和

童書作家與插畫家協會臺灣分會合辦「國

際插畫大獎參選實務暨 2016 義大利波隆

那插畫展入選插畫家座談會」。

與華品文創分別於 8 月 7 日及 9 月 4

日合辦 2 場次「大師講座：文學創作的異

想世界」；8 月 14 日與趙麗蓮教授文教基

金會共同辦理「全球化趨勢與巨變時代挑

戰下的臺灣因應之道」系列演講，全年共

6 場次。

與趨勢教育基金會、臺灣商務印書館

分別於 12 月 11 日及 18 日共同主辦 4 場

次「大師的學徒：關於閱讀的技藝與學習」

系列講座；12 月 24 日與中華文物保護協

會舉辦「文物鑑賞講座系列二：帶鉤及銀

飾鑑賞」。

（二）影音饗宴立體閱讀

以影音動態取代文字靜態是吸引另一

種不同年齡層、不同喜好的閱讀途徑，全

年共計推出 5 項 11 場次，分別是 6 月 25

日起以「走讀亞洲：小人物的故事」為題，

舉辦「晨光電影院」，全年共 7 場；7 月

23 日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國光劇團共同合

辦「2016 趨勢說演劇場『參差對照金鎖

記：張愛玲 v.s. 魏海敏』」；9 月 11 日與

人本教育基金會、想映電影院合辦「快樂

第四名」電影放映講座；11 月 19 日與趨

勢教育基金會合辦「《讀中文系的人》林

文月紀錄片」電影放映；12 月 17 日與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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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共同主辦土耳其電

影「梅夫拉納：愛的傳遞」特映會及映後

酒會。

（三）藝文展覽延伸閱讀

以展覽豐富文字內涵的多元層次呈現

向來是相當受歡迎的閱讀饗宴，國圖年內

分別在館內外共舉辦 12 檔次大小規模及

不同主題類型的展覽，分別是 2 月 16 日

至 21 日以「突破創新．數位加值」為主

題參加第 24 屆臺北國際書展；3 月 1 日

舉辦「Maker 精神主題展」；3 月 5 日

舉辦「3D 手作作品發表交流會」；漢學

研究中心資料服務組自 3 月 17 日起舉辦

「南海風雲：館藏南海研究文獻」主題書

展；5 月 27 日與澳洲辦事處合辦「Land 

Down Under：臺灣打工度假青年鏡頭下

的澳洲攝影展」開幕暨澳洲辦事處在臺成

立 35 周年慶祝酒會；11 月 15 日與中華民

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合辦「團結知識．力量．蔣渭水：臺灣近

代人文的萌發」特展；11 月 17 日與趨勢

教育基金會合辦《記憶中的一爿書店》特

展及記者會，隆重啟動「2016 向林文月致

敬」系列活動。

另外，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自 2 月起

舉辦 5 檔次展覽，分別是 2 月 22 日與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等單位合辦「翱翔福爾摩

沙：鳥瞰臺灣古地圖展」；5月1日舉辦「海

洋教育視聽資料展：海洋臺灣的傳．承」；

7 月 1 日舉辦愛情系列展「傳奇愛情—七

夕的愛戀」視聽資料主題展；10 月 1 日舉

辦愛情系列展「傳奇愛情—牡丹亭」視聽

資料主題展；11 月 8 日舉辦「解讀管理新

思維」視聽資料展。

（四）新書分享發現閱讀

與國內各出版社合作於年內共舉辦 5

場次新書發表會，分別是 3 月 26 日與書

林出版合辦「《動物們的讀書會：繪本職

人的閱讀地圖》新書講座」；3 月 27 日與

聯經出版合辦「從健走、跑步到馬拉松：

美國知名超馬教練丹尼 ˙爵爾（Danny 

Dreyer），分享不傷害身體的有效運動訓

練方式」；5 月 7 日與莊壽美出版共同辦

理「《國寶莊淑旂博士養生原味餐》新書

發表暨健康講座」；7 月 7 日與時報文化

合辦「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新書發表會」

並進行專題演講；8 月 20 日與二魚文化合

辦「焦桐老師《蔬果歲時記》新書發表分

享會」。

（五）弘揚學術厚植閱讀

國圖於年內共舉辦 9 場次論壇、學術

研討會、館藏捐贈，以厚植無形與有形的

閱讀軟實力，分別是 2 月 16 日臺北國際

書展「騰飛創意－香港館」舉行捐贈儀式；

2 月 19 日國圖以「網路閱讀平臺與圖書

館數位閱讀推廣」為主題與臺北書展基金

會合辦「圖書館論壇」；3 月 3 日假教育

部舉辦「讀饗幸福：臺灣 104 年閱讀習慣

調查結果記者會暨借閱楷模表揚典禮」；

3 月 11 日舉辦「金中樞教授手稿資料暨何

沛雄教授著作捐贈儀式」，獲贈書信、證

件及學術著作；5 月 5 日與信誼基金會合

辦「第七屆信誼幼兒發展研討會」；10 月

20 日與臺灣電子書協會、臺灣數位出版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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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合辦「EPUB 3 標準及臺灣出版數位化

發展推廣」活動；10 月 22 日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心合辦「2016 第

3 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11 月 15 日與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蔣渭水文化

基金會合辦「知識營養．文化力量：蔣渭

水先生臨牀講義 95 周年紀念論壇」，基

金會並捐贈有關蔣渭水先生紀錄片及圖書

資料；11 月 19 日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辦

「徘徊文字間－聽他們談林文月」研談會。

伍、落實施政目標創造優質績效

國圖依據 105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國

家圖書館預算總說明」第二項「國家圖書

館 105 年度施政目標及重點」編訂 105 年

度施政計畫，以下僅就「促進館藏發展及

書目品質」、「推動知識服務與典藏加

值」、「強化特藏文獻合作與傳布」、「增

進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加強國際合

作與學術交流」等五大項摘述達成前述施

政目標的相關作為與績效。

一、促進館藏發展及書目品質

105 年經由法定送存、捐贈、購買及

交換途徑共計徵集進館圖書 13 萬 1,150

冊，期刊 7,912 種、報紙 105 種、非書資

料 2 萬 855 件、電子資源 261 種。資料

類型多元且珍貴，舊籍徵集得自清末民初

舊籍 128 種、日治時期明信片 26 張、臺

灣舊地圖 16 幅。年內得自個人及機關團

體捐贈的珍貴書刊文獻共計 1 萬 685 冊

（件），較特別者包括臺北國際書展香港

館贈送 480 冊、匈牙利主題館精選 29 冊；

廣州市人民政府捐贈《廣州大典》520 冊；

馬漢寶贈書 775 冊，其中包含約 400 冊法

政著者簽名致贈本；徐志平捐贈其祖父徐

庭瑤藏書 152 冊，包括清代線裝舊籍 18

函 66 冊、民初圖書 86 冊。當代名家手稿

共徵集包括梁丹丰、趙淑敏、李辰雄、林

煥彰、張秀亞、張默、叢甦、金中樞、莊

永明、洛夫、龔華、薛林、徐瑞、琹川、

丁潁、徐術脩、陳景容、徐忠瓊、李國祁、

劉兆玄、余光中、杜潘芳格、馬景賢、李

家同、李進安、藍璧山、邱七七、吳文彬、

林良、李如青、蔣勳、胡耀恆、薛理桂、

王振鵠、瘂弦、曹俊彥、鄭明進、汪雁秋

等共 38 位，計 1 萬 1,022 件。其中，梁

丹丰、林良及瘂弦皆為再次捐贈。

105 年全年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申請

量為 4 萬 3,754 筆，出版品預行編目 2 萬

5,053 筆，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1

萬 5,022 筆。圖書的法定送存，在 104 年

申請 ISBN 且出版並於 105 年底完成送

存之比率為 87.6%，在 105 年申請 ISBN

且出版並於 105 年底完成送存之比率為

51.43%；電子書的法定送存，在 104 年申

請 ISBN 且出版並於 105 年底完成送存之

比率為 95%，在 105 年申請 ISBN 且出版

並於 105 年底完成送存之比率為 88.3%；

視聽資料的法定送存則有 3,827 件。

在書目編製上，各類型書目資料年

度編製量達 15 萬 661 筆；上傳 OCLC 

WorldCat 資料庫原始中文書目紀錄計有 4

萬 2,712 筆，中文書目原編上傳量全球第

三名。「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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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個合作館（含國圖、56 所大專圖書館、

19 所專門圖書館、12 所公共圖書館）書

目紀錄總量達 1,260 萬 1,581 筆，館藏註

記 2,208 萬 9,118 筆，人名權威紀錄 70 萬

4,873 筆。為感謝各合作館近 3 年（102

至 104 年）的貢獻，國圖於 12 月 9 日頒

贈感謝狀，頒發的獎項及受獎單位數量分

別為 66 所合作館每年皆上傳資料的「金

傳獎」、15 所合作館每月皆上傳資料且上

傳頻率最高的「金心獎」、10 所合作館每

年皆上傳且總量位居前十名的「金量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每年持續貢獻中文名

稱權威紀錄的「金威獎」。

國圖自 87 年開始與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合作整理人名權威紀錄，103 年起中

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淡江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 5 所也

加入合作建置行列，104 年 1 月 5 日成功

申請加入「虛擬國際權威檔」（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簡稱 VIAF）

國際組織，是全球唯一提供正體中文資料

者，105 上傳 1 萬 5,040 筆，2 年間已累

計上傳 5 萬 9,229 筆中文權威紀錄。

在 104 年完成出版《RDA 中文手冊

初稿》後，105 年除開始進行中文資源書

目以 RDA 試編及編製《RDA 中文錄音錄

影資料編目手冊初稿》外，同時進行相關

詞彙的修訂，共完成「RDA 常用詞彙中

譯」、「RDA 核心元素中譯」、「RDA

媒體載體內容類型詞彙中譯」、RDA 附

錄「IJK 關係標示語中譯及職業用語表」，

新增「RDA 音樂作品詞彙代碼表」、「作

品形式控制詞彙表」等的增修。

為增進各項資訊組織的效能，105 年

在資料編目上亟思精進作為。為提高待編

學位論文主題分析的工作效率，開發以學

位論文學校系所代碼及音樂性錄音錄影資

料主題與類型為批次歸類依據的功能；開

發「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查詢系統」提供

編目人員快速線上查詢著者號，大幅縮短

取碼所耗費的時間；「國家圖書館鏈結

資源系統」新增 NBINet 館藏資源 linked 

data 格式轉換、Google 圖譜的連結應用

等功能。

二、推動知識服務與典藏加值

105 年除一般民眾的利用推廣外，國

圖持續進行公務人員、高中生及外籍學人

的分眾利用推廣。為公務人員族群全國巡

迴舉辦 6 場次「文獻搜尋工作坊」，共有

148 位公務人員參加，並從問卷回饋中得

知活動成果收到成效，尤其是在「我會將

工作坊所學運用到日常工作中」一項獲得

97% 的肯定；於 10 月 31 日舉辦「2016

金資獎：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競

賽」。自 7 月 18 日至 8 月 5 日止為高中

生舉辦 3 梯次「青年學者養成營」，共有

來自全國 105 名高中生參加。另外，為來

臺進行研究的外籍學人開設 8 場圖書館資

源利用課程，共有 89 人次參加。

國圖以臺灣一般出版社、政府機關、

團體與個人等申請 ISBN 暨 CIP 的新書書

目資料數據為基礎，於2月19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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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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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5,030 家出版社出版 39,717 種新書，

首度跌破 4 萬種，為近十年來新低點。

國圖由於擁有豐富的數位資源而造就

為數龐大的數位資源使用人口，是故與時

並進更新數位化所需之各項硬體，以提供

快速便捷的數位服務至為重要，因應使用

無線網路服務的讀者數至 105 年已達 28

萬 6,171 人次，因而透過「iTaiwan 無線

網路擴展計畫」整合館內網路系統，增進

無線網路服務效能，將原有 15 個 iTaiwan

無線網路基地臺增加至 40 個，擴大服務

範圍與提升無線網路連線品質並透過無線

基地臺使用及流量的監控機制，提升無線

網路服務品質的監測可信度。

在持續進行的館藏數位化工程方面，

105 年完成報紙掃描 6 萬 3,687 影幅，累

計達 901 萬 2,961 頁；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建檔 4 萬 8,047 筆，累計達 156 萬 9,107

筆詮釋資料（metadata）；臺灣人文社

會引文索引建檔 294 萬 2,917 筆，累計達

658 萬 9,239 筆；完成政府公報、政府統

計兩項資料計建置共 4 萬 8,032 筆之詮釋

資料，累計達 178 萬 6,304 筆，數位化 94

萬 2,588 影幅，累計達 768 萬 9,165 影幅；

數位影音 271 筆，累計達 51 萬 0,147 筆。

數位成果皆上傳至「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政府公報資訊網」、「政府統

計資訊網」、「數位影音服務系統」等資

料庫，提供線上檢索利用服務。另外，自

102 年起進行民國舊籍館藏轉製電子書，

105 年完成 2,600 冊，截至 105 年止共完

成 9,800 冊，數位成果上傳至「臺灣華文

電子書庫」。

數位中心在 105 年與包括國史館、金

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文化

局、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等 25 個政

府機關單位簽訂合作協議，完成掃描包括

族譜家譜 63 冊（1 萬 5,888 影幅）、政府

出版品 485 冊（7 萬 9,804 影幅）、舊籍

文獻 1,740 冊（36 萬 1,967 影幅）。另外，

也以「百人千書齊力授權，知識成果全球

分享」計畫年內亦完成 31 位學者專家授

權及掃描 708 冊（21 萬 6,571 影幅）。除

此而外，並將借自國立臺灣大學醫學人文

博物館 1,700 張有關臺灣地區老明信片完

成掃描典藏。

國圖自 105 年起與中華航空公司合

作，提供旅客在中華航空波音 777 及空中

巴士 350 機型的航班，即可在空中閱覽國

圖精選的電子書包括《以古通今：書的歷

史》、《影饗：臺灣老照片圖集》、《臺

灣早期農村生活：何慧光攝影集》、《天機：

國家圖書館藏天文曆法古籍文獻展導覽手

冊》、《嘗試集》等。

三、強化特藏文獻合作與傳布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自 102 年整

合至「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資料庫後，

無論質與量皆有大幅成長，105 年新增波

蘭華沙大學東方研究學院圖書館、比利時

皇家圖書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

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圖書館、韓國國立中

央圖書館、韓國國會圖書館、波蘭亞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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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及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等 8 所

合作單位，累計合作館增至 76 所，收錄

逾 66 萬筆中文古籍書目資料。自 94 年

起與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合作家譜數位化開

始至 104 年止，國圖陸續與國際 6 個知

名圖書館及大學合作數位典藏計畫，共計

完成 880 種家譜及 4,094 種善本古籍數位

化；105 年國圖再次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圖書館合作，進行明清版善本古籍

數位化，計完成 72 種 9 萬 138 影幅掃描

及 1960 年代臺灣老照片數位化 7,102 影

幅；截至 105 年為止，經由國際合作的古

籍數位化的數量已達近 296 萬影幅。另

外，持續參與「世界數位圖書館」（World 

Digital Library, 簡稱 WDL）計畫，陸續

編製館藏善本古籍文獻摘要及詮釋資料

（metadata）上傳，至 105 年止，計上傳

131 筆古籍善本數位圖像。

105 年針對館藏特藏文獻進行掃描共

計完成古籍數位掃描 701 種 53 萬 6,566

影幅、拓片 33 種 150 影幅；當代名人手

稿數位掃描 3 萬 73 影幅、高階數位拍攝

160 影幅、影像詮釋資料著錄 9,000 筆、

數位化圖像仿製 16 件及名人生平事蹟小

傳撰寫 50 筆。

在文獻展方面，105 年策辦「旅行方

程式：經典遊記的想像與建構」古籍特展

（展期自 6 月 21 日至 106 年 1 月 6 日）

及「金聲玉振：儒家古籍文獻展」（展期

自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0 日），並跨海遠

赴匈牙利國家圖書館自 10 月 18 日至 12

月 15 日以印章到雕版、寫本、印刷術演

進、書的形成、古代的影印、國家圖書館

館藏之最、古書裝訂演進史等主題展出

「文明的印記：圖書的奇幻旅程」古籍文

獻展。另外，除展期由 104 年 12 月 8 日

至 105 年 1 月 31 日跨年展出的「林煥彰

手稿展」外，105 年策辦 3 場「館藏名家

手稿特展」，分別是 3 月 15 日至 5 月 29

日的「梁丹丰教授自畫展」、7 月 5 日至

9 月 4 日的「白先勇先生手稿展」、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5 日展出的「臺灣的故事：

清法戰爭中的戰鴿」。以上諸項特展多數

於實體展結束後，轉製「特藏線上展覽館」

持續提供虛擬展場無限期展出。

105 年持續與出版界合作進行古籍複

製，計與臺灣商務合作出版《子海珍本編：

臺灣卷》第二輯 20 種、6 冊，及與新文豐

出版社合作出版《臺灣珍藏善本叢刊．古

鈔本清代詩文集》第二輯 20 種、10 冊。

另外，為推廣古籍數位閱讀，配合特展完

成《徐霞客遊記》、《楚辭》、《增廣註

釋音辯唐柳先生集》、《西湖志類鈔》、

《湖山便覽》、《金鰲退食筆記》、《遊

具雅編》、《陳眉公考槃餘事》、《寓山

注》、《五岳游草》《文清公薛先生集》〈遊

龍門記〉、《徐文長文集》〈豁然堂記〉

等 12 種電子書之製作。

四、增進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

賡續 104 年為全國公共圖書館館員開

設系統性的專業發展訓練課程，105 年所

設計的課程不但更多元且跨海至離島，計

有「104 年評鑑待加強圖書館研習課程」

12 場次、「105 年公共圖書館標竿觀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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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研習活動」北、中、南、東四區

4 場次，及「金門縣公共圖書館管理基礎

訓練課程」、「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規劃

及行銷與圖書館空間設計學習專業發展活

動」、「記憶中的一爿書店─展覽規劃以

及展場設計」各 1 場次，共有 1,012 人次

參加。同時，持續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合辦第 15 期「圖

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計有

115 位學員選修課程。此外，遠距學園在

本年總計取得 108 門授權課程，為各類型

圖書館館員提供不同管道的進修機會，全

年共有 3 萬 8,638 人次上網學習，並有 2

萬 9,925 人次取得認證時數。

再者，為因應全國圖書館資訊組織工

作實務及技能新知需求，國圖在 105 年例

行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於 7 月 25

日至 28 日辦理「資訊組織」基礎班，計

有 22 位來自各級圖書館編目人員參與訓

練；另外，首度分別於北區（國圖）、中

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南區（高雄

市立圖書館）、東區（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舉辦 4 場次「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圖

書採購研習」，計有 446 位圖書館界同道

共同參與。

國圖除為全國公共圖書館擘劃專業素

養課程，也在館內舉辦 3 場次館員專業成

長系列課程，共計 229 人次參與；另外，

為增進國圖同仁的專業成長與學習，全年

共舉辦 45 場次各類議題講座及研習，計

有 3,270 人次參與。

除此之外，國圖再度指派編目資深館

員牛惠曼於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在由

澳門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管理廳主辦、澳門

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承辦的「MARC 

21、LC 分類法及主題詞表（研習班）課

程」中擔任講座。

五、加強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

（一）國際合作交流與研習活動

國圖在 105 年外派參加國際會議與文

教活動計 15 團 30 人次，分別是海外 8 團

13 人次、大陸 7 團 17 人次，出席的重要

會議包括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年會、美國圖書

館 學 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年會、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

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

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第 82 屆大

會、歐洲漢學學會（The European Associ 

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第 21 屆

雙年會、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

亞太數位圖書館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Digital Librar-

ies, ICADL）、第十一次中文文獻資源共

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十次會議、

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 年 會、OCLC 亞 太

地區地方理事會（Asia Pacifie Regional 

Council, APRC）等。

105 年有來自全球各地 44 團，232 人

次到館訪問、進行交流或是學術合作。同

時，邀請來訪的國際圖書館界重要專家學

者進行 2 場講座：一是邀請匈牙利國家圖

書館館長雷斯洛 ‧ 蘇斯克（Mr. Lászl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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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ske） 以「Role and tasks of  an East-

Central European national library in the 

21st century（中東歐國家圖書館 21 世紀

的角色與任務）」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二

是邀請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館長安德烈 ˙

維爾克斯（Andris Vilks）以「The Castle 

of  Light: Green Technologies of  the new 

national Library of  Latvia building」（光

之堡：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新館綠能科技）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國圖向來積極推動與各國國家圖書館

的合作交流，館長曾淑賢於 5 月 6 日在波

蘭國家圖書館與該館副館長凱塔茲娜 ‧

西拉斯卡（Katarzyna ��laska）共同簽署

合作協議，兩館將相互提供與波蘭、臺灣

有關的出版品資源以及交換專業人員、知

識、經驗與技術。韓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李

恩徹（Eun Chul Lee）親率相關人員於 12

月 6 日至國圖簽署合作協議，兩館未來就

專業人員、出版品、經驗與技術等多面向

進行交流，增進圖書資訊不同領域的專業

服務能力。

泛太平洋集團總裁潘思源先生為推動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擴展古籍文獻相關研

究工作之視野與內涵，特以 3 年為期獎助

方式鼓勵國圖專業人員赴大陸及國外進修

考察，並加強古籍文獻之研究交流，以協

助國內圖書館古籍典藏、版本、修復、整

理、出版等人才的培育，善盡圖書館古籍

保存及推廣教育的功能。105 年共有包括

莊惠茹、呂姿玲、張圍東、孫秀玲及阮靜

玲等 5位館員分別前往南京、寧波、上海、

長春、北京等地區進行研究，並於 12 月

16 日於國圖舉辦發表會。

在國際出版品交換部分，截至 105 年

底國圖共計與 87 國 606 個單位有合作關

係，105 年共輸出 28 國 87 個交換單位

1,895 種 9,418 冊圖書，輸出 86 國 516 個

交換單位 143 種 21,225 冊期刊；輸入則

有 25 國 75 個交換單位 7,311 冊圖書、

118 片光碟，33 國 195 個交換單位 6,092

冊圖書、8,972 件微片、47 片光碟。另外，

為加強傳布臺灣優質出版品，除例行之出

版品國際交換外，分別專案贈書與俄羅斯

國家兒童圖書館、俄羅斯薩瑪拉東方文化

教育中心、越南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香

港大學圖書館、蒙古國家兒童中央圖書館

及匈牙利社會科學院，共計 5 國 6 個單位

726 種 768 冊。

（二）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活動

105 年漢學研究中心共有 13 國、21

位學人接受「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

助」來館進行漢學相關研究。另外，受外

交部委託辦理的「臺灣獎助金」，共有 93

位來自 35 國的學人獲得補助，分赴國內

各研究機構及大學以臺灣、兩岸、中國、

亞太及漢學等主題進行研究，並舉辦 13

場「寰宇漢學講座」、1 場「寰宇漢學學

友講座」及 4 場「臺灣獎助金」學人研究

成果發表會。除此而外，國圖首次獲科技

部審查通過「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

究計畫」，延攬美國籍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副教授到館執行「明代中葉

的出版業與政治文化」研究計畫。

75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鑒於中、東歐漢學家對中華文化的貢

獻，且促進兩地漢學家的研究交流與對

話，105 年本館首度與輔仁大學天主教學

術研究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德國聖奧

古斯丁華裔學志研究所、波蘭亞捷隆大學

漢學系等跨國官學合作，並由輔仁大學

跨文化研究所協辦，分別在臺灣與波蘭

舉行中歐漢學圓桌論壇及系列會議。臺

灣場次於 4 月 28 日假輔仁大學聖保祿廳

舉行「中歐漢學論壇：傳教士與漢學家

的貢獻」（Sinological Studies in Central 

Europe: The Contribution of  Missionaries 

and Sinologist），計有來自於臺灣、德

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學者發

表 9 篇論文。波蘭場次則於 5 月 5 日至

6 日假亞捷隆大學舉行「中歐漢學會議：

語言與文化、文學與歷史、宗教與哲學」

（Sinological Studies in Central Europe: 

Language and Cultur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ligion and Philosophy），計有

來自波蘭、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奧

地利、德國、英國以及臺灣等地學者共發

表 17 篇論文。

（三）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與講座

105 年新增 5 所「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分別是波蘭亞捷隆大學（5 月 5 日

簽約啟用）、韓國延世大學（9 月 22 日簽

約啟用）、韓國首爾大學（9 月 23 日簽

約啟用）、日本京都大學（12 月 20 日簽

約啟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雙

方同意合作備忘錄惟該館積極評估適宜場

地空間中，協議於 106 年簽約啟用）。自

101 年起，已先後分別在美國、俄羅斯、

英國、德國、拉脫維亞、越南、馬來西亞、

捷克、日本、荷蘭、法國、加拿大、澳洲、

比利時、波蘭及韓國等 16 國設置 23 個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遍及美洲、歐洲、亞洲

及大洋洲的漢學資源服務網，其中設立於

研究機構者有 2 處，設於大學者有 19 處，

設於國家圖書館者則有 2 處。

105 年分別在美國、歐洲及澳洲等本

館所設置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所在地

共舉辦 8 場「臺灣漢學講座」，各場次資

訊如表 19。

（四）持續兩岸交流的「玄覽論壇」

國圖與南京圖書館於 103 年起協議每

年輪流於南京及臺北舉辦「玄覽論壇」，

8 月 26 日由國圖館長曾淑賢率團赴南京圖

書館出席「第三屆玄覽論壇：讓書寫在古

籍裡的文字活起來」，兩岸學者專家就「一

帶一路與人文交流」、「創新出版與文化

傳承」、「中華古籍與文創加值」、「佛

學典籍與文化融合」、「經典研究與教育

推廣」議題發表 13 篇論文，分享兩岸經

典閱讀的研究及交流推廣成果。會後並赴

南通市參訪當地圖書館及文化機構。

陸、結語

國圖在 104 年制定「2015-2020 發展

策略」之後，全員即朝向策略計畫中的「成

為國家文化知識及全球華文資源的保存與

服務中心」的願景努力前進，尤其是在數

位資源的建置、推廣及合作等都展現出相

當豐碩的成果。在行政措施方面，對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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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漢學講座（105 年）

場次 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1 4 月 4 日 中央研究院史語
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李貞德

中 國 中 古 的 性 別、 身 體 與 醫 療
（Gender and Medicine in Medieval 
China）

美國西雅圖華盛
頓大學

2 4 月 8 日 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教授歐麗娟

《紅樓夢》新視角：被遮蔽的中國
傳 統 貴 族 文 化（A New Perspective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oncearled Aristocratic Culture of  
Tradition China）

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

3 5 月 9 日 英國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政治與國
際研究學系教授
羅 達 菲（Dafydd 
Fell）

臺灣政治溝通中的饒舌音樂（The 
Use of  Rap in Taiwa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比利時根特大學

4 7 月 6 日 美國華盛頓州立
大學電影及文化
研究教授陸敬思
（C h r i s t o p h e r 
Lupke）

解碼崔愫欣《貢寮，你好嗎？》：臺
灣的後寫實主義紀錄片和環保運動
（Decoding Cui Suxin’s Gongliao, 
How Are You?: Post-verité Documen-
tary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英國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

5 7 月 8 日 美國華盛頓州立
大學電影及文化
研究教授陸敬思
（C h r i s t o p h e r 
Lupke）

侯孝賢電影中的目的論錯覺（The 
Illusion of  Teleology in the Cinema of  
Hou Hsiao-hsien）

英國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

6 10 月 15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特聘研
究員黃克武

雅俗共賞：介紹中國社會中的幾部經
典（Admired by Scholars and Laymen 
Alike: Introducing Some Classics in 
Chinese Society）

匈牙利國家圖書
館

7 10 月 15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特聘研
究員黃克武

《天演論》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
型（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荷蘭萊頓大學

8 10 月 24 日 澳洲塔斯馬尼亞
大學高級講師韓
馬 克（Mark Har-
rison）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臺灣的民
主發展與歷史和解（Be Mindful of  
Each Bowl of  Rice: Democracy, De-
velopment and Taiwan’s Reconcilia-
tion with its History）

澳洲國立大學

落實各項施政防弊興利措施，依據「國家

圖書館內部控制制度」進行內部業務稽

核，共完成 1 次就採購、財產（珍貴動

產）、特藏、漢學資料組業務及書號中心

業務等 5 項目的年度稽核及「圖書入館處

理作業」、「採購業務」（流程作業、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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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管理、驗收作業）、「出納事務查核」

等 5 次專案稽核，稽核結果所列缺失皆列

管、追蹤並限期改善。對外則重視服務品

質，採納各類讀者的意見與需求，不間斷

地推出貼心服務或便民措施。同時，鼓勵

同仁進行與業務相關的自行研究，提出業

務改進建議；持續進行業務自行評鑑，依

據外部委員的建議興革館務。在團隊各司

其職的努力及創新改革之下，各項施政成

果除屢受主管機關的讚譽及各界的好評之

外，同時繼榮獲 2015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

國際圖書館創新服務獎後，105 年國圖再

度受到國際的肯定。

囿於篇幅，文末謹以國圖在「各類型

資料徵集」（表 20）、「出版品送存」（表

21）、「館藏數位化作業」（表 22）及

「重要資訊系統使用人次」（表 23）等統

計呈現國圖 105 年工作成果（館藏量、閱

覽席位、借閱人次及借閱冊次等統計，請

詳見「圖書館統計」專題，本文不再重複

臚列）。

表 22 
國家圖書館館藏數位化作業年度統計（105
年）

項目 105 年

期刊掃描（影幅） 1,643,567

期刊篇目索引建檔（筆） 48,047

引文資料庫篇目建檔（筆） 2,942,917

政府公報及政府統計資料
（影幅）

942,910

數位影音（筆） 271

民國舊籍館藏轉製電子書（冊） 2,500

古籍 掃描種數 701

掃描影幅 536,566

拓片 掃描種數 33

掃描影幅 150

當代名人手稿 掃描影幅 30,073

高階數位拍攝
影幅

160

詮釋資料筆數 9,000

表 21 
出版品送存年度統計（105 年）

項目 105 年

圖書 107,850

電子書 1,798

視聽資料 3,827

合計 113,475

表 20 
國家圖書館各類型資料徵集年度統計（105
年）

資料類型 105 年

實體館藏

　圖書（冊） 131,150

　期刊（種） 7,912

　報紙（種） 105

　非書資料（片、捲、張、幅、件） 20,855

　小計 160,022

電子化館藏

　電子資料庫（種）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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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重要資訊系統使用人次年度統計
（105 年）

項目 105 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

349,224,304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15,642,254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系統

12,254,560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14,033,545

臺灣記憶系統 5,657,776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
系統

2,831,666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 2,90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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