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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元鶴

圖書館團體

壹、綜述

本章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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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學圖書館

學會等 8 個團體。甫於民國 104 年 9 月

成立的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首度納入本

章內容，為圖書館團體增添生力軍。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持續推展圖書館事業於

社會之影響力，並凝聚各類型圖書館專業

人員的向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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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館際期刊複印申請件數持續下降，

然各委員會活動豐富，如學術傳播新發

展、策展與行銷、智慧照明節能、微笑服

務、圖書館職場傷害等多元主題。中華圖

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105 年由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接辦行政工作，與華中師範大

學信息管理學院合辦第 13 屆海峽兩岸圖

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以及舉辦「數位學

習翻轉高等教育工作坊」。臺灣學校圖書

館館員學會於 105 年辦理日本東京圖書

館參訪見學活動，參訪 8 家圖書館，包含

國會、大學、高中等不同類型圖書館。中

華資訊素養學會於 105 年活動主軸為圖

書館服務設計、科技應用、數位出版與著

作權等相關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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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共計 22 次活動。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

臺北分會，105 年主要活動為辦理「翻轉

資料工作坊」，規劃 ASIS&T 總會會長

Dr. Lynn S. Connaway 訪臺行程，並舉辦

ASIS&T Taipei Chapter Research Forum 

& Reception。社會環境時時變動，不變的

是各團體依舊熱誠地舉辦各類型活動與推

展創新資訊服務，且隨著時代趨勢而規劃

其活動內容與服務設計，105 年新增 1 個

圖書館團體，樂見更多合作團體投入推展

圖書館事業的行列，發揮團結力量大的團

隊精神，以達資訊服務機構間合作營運之

綜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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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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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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第 54 屆人

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柯皓仁；常務理事于第、王

梅玲、吳美美、宋雪芳、林珊如、

邱子恒、姜義臺、莊道明、葉乃靜、

蔡明月；理事余顯強、吳錦範、呂

春嬌、林志鳳、林信成、林素甘、

邱炯友、俞小明、施純福、洪世昌、

唐連成、高鵬、陳亞寧、陳書梅、

曾品方、黃元鶴、溫達茂、劉淑德、

蔡淑香、賴忠勤、賴鼎銘、謝寶煖。

（二） 常務監事陳雪華；監事朱則剛、林

呈潢、范豪英、陳和琴、彭慰、童

敏惠、楊美華、盧秀菊、薛理桂、

顧敏。

（三） 祕書長郭美蘭；副祕書長陳亞寧、

張慈玲；會計張藝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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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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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會員人數統計

如表 162。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5 年主要會務

活動包括：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舉辦

表 16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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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514 388 424 1,944

繳費數 618* 210 75 339 1,242

註：（1）本表資料統計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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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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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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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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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員大會暨「2016 圖

書資訊學研討會」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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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約 300 人出席。年會上午安排會員大

會、專題演講與頒獎典禮；下午為專題演

講、專題座談、2016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

位論文獎助發表會；並舉辦高中職圖書館

暨中小學圖書館海報展，以及大學校院圖

書館館員實務工作改善計畫競賽優勝作品

展，及「圖書資訊展覽」等活動。上午第

一場專題演講，邀請 ASIS&T 理事長 Dr. 

Lynn Silipigni Connaway 主 講「 Visitors 

and Residents: The Hows and Whys of  

Engagement with Technology」；第二場

專題演講，邀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

授項潔主講「新瓶中的舊酒：資訊時代解

讀類書」。年會中頒發特殊貢獻獎、社會

服務獎、資深服務獎等 3 個獎項，並頒

發 105 年圖書館週活動標語徵選優勝、大

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工作改善計畫競賽

優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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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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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凌網科技獎學

金、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飛資得獎

學金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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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海報

徵選由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與中小學圖書

館委員會主辦，計有 14 個高中職暨中小

學圖書館參加展出票選。下午專題演講，

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教授邱炯友主講「談公共出借權的是與

非」；專題座談「作家、出版者、圖書館

的對話」，邀請作家廖玉蕙、中華民國圖

書發行協進會理事長林敬彬、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科長岳麗蘭對談。年會最後場次

為 2016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發

表會暨頒獎，由學會理事長柯皓仁、國立

臺灣圖書館館長鄭來長、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教授唐牧群共同主持。

（二）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105 年重要閱讀活動包括：

1.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於 8 月 28 日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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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第 54 屆人

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柯皓仁；常務理事于第、王

梅玲、吳美美、宋雪芳、林珊如、

邱子恒、姜義臺、莊道明、葉乃靜、

蔡明月；理事余顯強、吳錦範、呂

春嬌、林志鳳、林信成、林素甘、

邱炯友、俞小明、施純福、洪世昌、

唐連成、高鵬、陳亞寧、陳書梅、

曾品方、黃元鶴、溫達茂、劉淑德、

蔡淑香、賴忠勤、賴鼎銘、謝寶煖。

（二） 常務監事陳雪華；監事朱則剛、林

呈潢、范豪英、陳和琴、彭慰、童

敏惠、楊美華、盧秀菊、薛理桂、

顧敏。

（三） 祕書長郭美蘭；副祕書長陳亞寧、

張慈玲；會計張藝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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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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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會員人數統計

如表 162。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5 年主要會務

活動包括：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舉辦

表 16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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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514 388 424 1,944

繳費數 618* 210 75 339 1,242

註：（1）本表資料統計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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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6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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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召集人）

教育委員會 葉乃靜

研究發展委員會 唐牧群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蔡明月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許淑婷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 范綺萍

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曾品方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洪世昌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邱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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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居

分類編目委員會 邱子恒

國際關係委員會 俞小明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召集人）

會員發展委員會 姜義臺

出版委員會 張玄菩

年會籌備委員會 繁運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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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鵬

資訊素養委員會 莊道明

《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
小組

陳昭珍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 王麗蕉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 鄭來長

長青會員委員會 汪雁秋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陳書梅

（續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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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共辦理 4 場「閱讀起步走

講座」，共有學員 500 人次參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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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舉辦學術研討演講論壇

105 年參與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或論壇

活動，擇要說明如下。

1.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與臺灣實證醫學

會於 8 月 25 日至 26 日合辦第 38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研討

會為期兩天，共安排7場專題演講、

2 場實務分享，與會學員共 110 名，

25 家廠商參與展出。

2.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與交通大學圖

書館於 10 月 7 日合辦「雲端時代

之圖書館服務平臺研討會」，與會

人員 80 名。

3.  協助紙文物維護學會於 10 月 14 日

辦理「毫芒微渺─文物維護實務研

討會」，於國家圖書館舉行。

4.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碩睿資訊有

限公司及 Clarivate Analytics 於 11

月 2 日、4 日 合 辦「2016 Master 

Librarian—圖書館創智學程」北、

南二場活動。

5.  與國家圖書館於11月18日合辦「圖

書資訊學研究發展交流會」。

6.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 12 月 9

日舉辦「圖書館實務工作與經營：

環境管理與智慧型圖書館」研討

會。

7.  「2016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

表會」於 12 月 10 日舉辦。

8.  資訊素養委員會於 12 月 15 日參加

「第八屆資訊資本、產權與倫理國

際研討會」舉辦資訊素養論壇，會

議主題為臺灣資訊素養教育回顧與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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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以及醫學圖書館學會

（MLA）年會為年度大事，主要活動成

果說明如下。

1.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梁君

卿、委員邱子恒與臺北醫學大學圖

書館組長蕭淑媛代表組團於 5 月 14

至 21 日至加拿大多倫多參加 2016

醫學圖書館學會（MLA）年會。

2.  分類編目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子恒率

團員共計 15 人於 6 月 23 至 30 日

赴美國奧蘭多參加 2016 美國圖書

館學會（ALA）年會，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圖

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

中興大學圖書館、淡江大學圖書館

等 6 個單位的代表參加海報展，計

展出 8 件，新北市文化局局長林寬

裕發表論文 1 篇，並參訪中央佛羅

里達州大學圖書館、奧蘭多公共圖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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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協助辦理高中

職圖書館員日本東京國際交流活

動，於 8 月 7 至 12 日參訪國立國

會圖書館、日本亞細亞大學圖書

館、明治大學和泉圖書館、武藏野

美術大學、自由學園明治館、東京

國立博物館、國立西洋美術館、東

京都國際荒川區立第三中學校、聖

學院圖書館、玉川聖學院中學圖書

館並與之經驗交流。

4.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俞小明率

團員共計 24 人於 8 月 12 至 22 日

赴美國哥倫布市參加 2016 年第 82

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年

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國立臺灣

圖書館、淡江大學圖書館、雲林縣

斗六繪本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資所、大同大學通識中心、實

踐大學圖書資訊處 9 個單位的代表

參加海報展，計展出 10 件，淡江

大學資圖系副教授林雯瑤發表論文

1 篇，並參訪哥倫布市公共圖書館、

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及 OCLC 總

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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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重要研習課程成果說明

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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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至 8 月 26 日陸續開班，計

有 8 個單位辦理 9 個研習班，291

人次參加研習，辦理情形詳如表

163。

2.  分類編目委員會與國家圖書館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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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數

圖書資訊學基礎研習班 7/4-7/8 國立臺灣圖書館 30

圖書館公共關係與資料視覺化研習班 7/18-7/22 世新大學圖書館 21

打造更有梗的服務管道—圖書館創意服
務設計與傳銷研習班

7/25-7/29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暨中興大學圖
資所合辦

32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5-7/28 國家圖書館 22

數位服務創新設計研習班 7/25-7/29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53

數位典藏、數位策展與數位人文研習班 8/1-8/5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合辦

31

圖書館的異業結盟／跨界合作：可能嗎？
怎麼玩？

8/8-8/12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8

圖書資訊管理核心職能及人才培育研習
班

8/8-8/12 臺北市立圖書館 24

紙質文獻的修護與保存研習班 8/22-8/26 國立臺灣圖書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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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至 12 月 23 日合辦 3 場 IO 

Talk 論壇。

3.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於 6 月 15、

22、29 日，辦理 2016 ��「書目療法

種子教師」培訓課程，計有學員 36

名。

4.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於 1 月 4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間辦理 4 場醫學圖書館

員專業素養課程。

5.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參與國

立臺灣圖書館辦理「傳世聚珍談裝

幀特展」，於 7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展出。

（六）編印圖資專業論著刊物

1.  《圖書資訊學研究》（半年刊）持

續正常出刊，由《圖書資訊學研

究》期刊發展小組負責編輯，已通

過申請收錄於國外資料庫 LISA 及

DOAJ 等。105 年出版分別為 6 月

（第 10 卷第 2 期）、12 月（第 11

卷第 1 期）。

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月

刊），由出版委員會負責每月編輯

發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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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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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蓉蓉女士；

社會服務獎頒予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愛

智圖書有限公司、王秋華女士、曹

永坤先生、潘思源先生、科林研

發股份有限公司（Lam Research 

Corporation）等 7 個單位或個人；

資深服務獎頒予黃玉蘭女士、陳文

雅先生、永美華女士。

2.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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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網科技獎學金、臺灣國際

資訊整合聯盟協會「飛資得獎學

金」之審核頒發作業，本年計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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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105 年度獎助學位論文活動，

本次活動共有 13 件碩士論文申請

（臺大3件，臺師大2件，政大2件，

中興 2 件，輔大 1 件、淡江 3 件），

2 件博士論文申請（臺大 1 件，臺

師大 1 件）。審查結果選出：優秀

博士論文張澄清 1 名；優秀碩士論

文馬中哲、羅郁晴、王文芳、張瑜

庭 4 名；另有佳作 2 名：周庭郁、

黎慧雯。並於 12 月 10 日會員大會

舉行「2016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

文獎助發表會」。

4.  補助專業人員參與國際會議，發表

論文者有：宋慧筠、張迺貞（以上

為韋棣華獎助金）、鄭惟中（張鼎

鍾教授獎助金）、許筑婷（李德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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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獎助金）；參加海報發表者有：

許家卉、許珮緁、張育銘（以上為

韋棣華獎助金）。

（八）國內同道經驗交流分享

1.  會員發展委員會建置 FaceBook 粉

絲專頁，經營學會社群網站。

2.  長青會員委員會於 4 月 20 日舉辦

業務觀摩及經驗分享，參訪中研院

近史所胡適紀念館、史語所文物展

覽館、民族所博物館。

3.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於 5 月

5 日參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物保

存維護研究中心。

4.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 6 月 1 日

至 12 月 16 日辦理圖書館同道實

務分享會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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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0 日函請內政部備查第 54 屆

第 1 次會員大會相關表件。內政部

於 3 月 14 日函覆准予備查。

2.  1 月 26 日接受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委託辦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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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由理事長柯皓仁

主持，期限至 12 月 15 日止。

3.  該會出版期刊《圖書資訊學研究》

於 3 月 18 日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

「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圖書資

訊學學門第 2 名。

4.  關懷 2 月美濃震災及莫蘭蒂風災，

發函調查南部各地區圖書館受損情

形，透過館合協會協助各項資料傳

遞服務，並由國際關係委員會回覆

國外友好單位寄來的慰問訊息，包

括 IFLA 總部 Julia Brungs（Policy 

and Research Officer）。

5.  辦理韋棣華基金會委託美國 CAF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of  

America–International and Domes-

tic Donor Advised Funds）審查受

捐單位事宜，自5月起至12月完成；

提供韋棣華基金會捐款及經費使用

等相關文件，其間為應需要，研訂

該會財務處理原則。

6.  長青會員委員會辦理退休館員口述

歷史訪問計畫，舉辦退休館員訪問

培訓座談會。與臺大、政大、輔仁、

淡江四所大學圖資系所合作，推荐

博、碩士生為訪問員並撰寫訪問

稿。本年度已訪問 5 位受訪者，並

已完成 2 篇訪問稿。

7.  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申請 Google

慈善基金，於至 8 月收自 Google

捐款 2 筆總計新臺幣 59 萬 2,166

元，指定用於國立臺灣圖書館修復

花鳥屏風畫作。（郭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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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皓仁理事長頒發 105 年特殊貢獻獎予崑山科技大
學圖書館館長閔蓉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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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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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合協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

域，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館合協會置理事 15 人、候補理事 5

人，監事 5 人、候補監事 1 人及 9 個委員

會，同時，置秘書長 1 人，承理事長之命

處理協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均由

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

第 13 屆（105 年至 107 年）理監事名

單為：理事長陳光華；副理事長柯皓仁；

常務理事莊裕澤、蔡明月、蘇小鳳；理事

王健文、宋雪芳、李婷媛（原候補理事）、

林志敏（原候補理事）、林麗娟、胡豫湘、

俞小明、崔燕慧、葉乃靜、潘政儀；候補

理事林福仁、洪玉貞、袁賢銘。常務監事

洪世昌；監事李宜涯、張仁俊、陳英一、

閔蓉蓉；候補監事詹前隆。各委員會及主

任委員（召集人）請見表 164。

館合協會以團體會員為主，團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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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會員

單位共計 366 個。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發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通訊》

該會通訊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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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底止，已出版至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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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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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系統量

小於 10 件的會員館提供文獻轉介服務，

由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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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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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 日起各分

區轉介館北區為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區為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南區為崑山科技大

學圖書館、東區為慈濟大學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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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止，共 21 個會員單位申請加

入，申請量累計 290 件。

（三）召開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假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舉行本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理事 15 位、候補理事 5 位、監事 5

位及候補監事 1 位。大會邀請加拿大多倫

多大學圖書館總館長以「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There a Choice?」專題演

講，並安排「館際合作聯盟面對面」座談

會，共同分享「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

全國聯盟」、「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

聯盟」、「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

與「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等

組織議題。於 6 月 3 日第 13 屆第 1 次理

監事會議選舉產生理事長、副理事長、常

務理事及常務監事。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於 105 年 5 月 11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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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會務設計委員會 蔡明月（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宋雪芳（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楊智晶（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俞小明（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簡任編纂）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柯皓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北部分區委員會 高　鵬（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中部分區委員會 蘇小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館長）

南部分區委員會 閔蓉蓉（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東部分區委員會 劉嘉卿（慈濟大學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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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召開第 13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

席會議

105 年度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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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8 月 24 日、11 月 28

日），各次會議紀錄均刊載於該會網站

（http//:www.ilca.org.tw）及通訊（http://

ilcanewsletter.lib.ntnu.edu.tw/）。

（五）各委員會重要學術活動

1.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受少子化影響，大學校院在經

費緊縮及人力精簡的趨勢下，凸顯

跨校合作的重要性。為提升館員對

館際合作概念的寬度與深度，12

月 30 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

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共同舉辦分享

會，由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主

辦「少子化之館際合作實務與問題

探討」，透過與會人員交流，共同

探討館際合作各種面向與實務運作

方向，如爭取文獻傳遞相關法源修

法、支付／補助老師申請館際複印

經費來源、館際複印／借書收費標

準與成本評估等。

2.  中部分區委員會

　　資訊技術快速的發展帶來便利

性和可及性，對圖書館而言是危機

也是轉機，館員在資訊傳遞的過程

中如何重新詮釋扮演的角色，提供

符合時代需要的新型圖書館服務，

是圖書館從業人員面臨的挑戰，也

是努力的目標。中國醫藥大學圖書

館於 1 月 21 日即邀請圖書資訊專

家學者及實務專家，舉辦「圖書館

創新服務與發展趨勢研討會」，分

別就 ORCID 發展與應用、學術傳

播的新發展、3D 列印、Big data、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主題，在技術層

面與服務層面進行論述，並探討現

今圖書資訊領域最新之發展趨勢。

3.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2 月 6 日高雄美濃大地震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募集全國熱

心圖書館，提供南部受災地區圖

書館免費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援助。

4.  北部分區委員會

　　為提升館員策展規劃之能力，

陽明大學圖書館於 5 月 20 日舉辦

「『看見』圖書館：從實體到雲端

策展之行銷」研討會，邀請專家學

者演講營造策展風格，及行銷技

巧，與各館策展經驗分享座談。

5. 南部分區委員會

　　為提升與各大學校院間的圖書

館建立館際交流與合作，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合協會南

部分區委員會、與南區技專校院校

際整合聯盟圖書設備委員會於 8 月

11 日舉辦「館際合作創意推廣與運

用研習會」。大會邀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柯皓仁，以「變

動環境下的學術圖書館發展趨勢」

專題演講，並安排「館際合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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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座談會，針對強化圖書資

源共享管道議題，進行座談討論。

　　11 月 9 日應經濟部能源局邀

請，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為南部公

部門機構與館合協會南部分區會員

館籌辦「圖書館智慧照明節能分享

會」。會中分享相關個案簡介、智

慧照明設計手法與特色、節能規劃

與效益、智慧照明設計案例實地觀

摩等內容。

6. 東部分區委員會

　　為促進館際交流，針對圖書館

讀者服務處理應對等相關議題，宜

蘭大學圖書資訊館於 6 月 30 日舉

辦「微笑曲線：讀者異常行為處理

座談會」，提供實務面的經驗分享

及觀摩學習的機會，藉此交流分享

「微笑服務」背後，圖書館同道面

對讀者異常行為，一起意見交流及

態度從容友善處理的好方法。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於 8 月 18

日針對圖書館服務環境與維運等相

關的議題，舉辦「看見圖書館─環

境與營運面面觀座談會」，邀請各

館實際負責業務的同仁提供實務面

的經驗分享及觀摩學習的機會，藉

此吸取新知，並針對各館共同遭遇

的問題，一起進行意見的交流及尋

求解決的好方法。

　　瞭解圖書館工作上可能遇到的

心理與生理傷害，慈濟大學圖書館

與館合協會東部分區委員會於 12

月 19 日共同規劃「圖書��的職場傷

害研討會」，邀請專業教師，讓東

部地區圖書館同道，瞭解面對圖書

館工作環境上，可能遇到的傷害，

並分享彼此的經驗。

7. 會務設計委員會

　　籌劃館合協會之會務運作與發

展、規劃會員團體之權利與義務、

各委員會之間活動之協調、協助各

圖書��因應天災應變等危機處��事件

之需求、規劃並協助承辦單位舉辦

年度會員大會，並與秘書處公關工

作密切合作。

8.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協助各會員館推動國際合作與

文化交流。

9.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持續各館資料庫訂購之後續

調查研究，提供國家實驗研究院

CONCERT 小組��合議價之必要支

援與訊息，以及研擬各式圖書��需

求資源之整合採購方案。（張素娟）

三、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服務統計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是供國

內圖書館申請國內外全文資料的館際合

作系統。系統前身為「全國館際合作系

統 」（Interlibrary Loan System， 簡 稱

ILL），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

術資料中心，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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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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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 93 年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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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DS 為國內目前館

際合作主要平臺，除了可以線上查詢國內

400 餘館的期刊館藏、提出申請全文複印

及圖書借閱之外，同時依照各館服務政策

處理帳務結算，可節省館際間人力成本並

促進資源分享。

（一）整體服務概況

　　105 年服務概況，共計有 401

館參與館際合作服務，以支援國內

學術研究為主，其中大專校院、

醫療單位、研究機構所占比率達

83%；近半數使用者類型為博碩生。

服務申請件包含文獻複印（期刊、

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會議論

文）及圖書借閱兩種，全年總申請

件數為 4 萬 8,852 件，又以期刊論

文複印為最多，佔 44.73%，請參

照表 165。

（二）近五年館際期刊複印申請件數比較

　　自 101 年起館際合作「總申請

件數」有持續下降趨勢，主要是因

國內十多個學術研究圖書館加入美

國 RapidILL 館際合作系統、區域

教學系統各自拓展館合業務，再加

上電子資源使用量大幅增加，以及

線上提供期刊全文免費下載普及化

的影響，在期刊複印申請之數量上

改變尤為明顯，請參照圖 12。﹙林

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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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申請類型 申請件數 百分比

期刊論文 21,852 44.73%

圖書借閱 17,933 36.71%

博碩士論文 / 研究報告 5,791 11.85%

國外文獻申請件 1,694 3.47%

會議論文 1,582 2.24%

合計 48,852 100%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一、組織管理

（一） 截至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永

久會員計 78 人、普通會員計 201

人、學生會員計 143 人，團體會員

計 57 個單位。

（二） 第 12 屆理事長黃元鶴，常務理事

吳美美、宋雪芳，理事阮明淑、林

珊如、陳書梅、葉乃靜、蔡明月、

蘇小鳳；常務監事王梅玲，監事林

呈潢、陳昭珍。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課程規劃委員會阮明淑、學術交流

委員會邱子恒、研究發展委員會葉

乃靜、會員發展委員會曾苓莉、系

所主任委員會羅思嘉。秘書長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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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副秘書長彭于萍、陳冠至，總

務林靜宜。

（三） 第 12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第 12

屆第 2 次理監事與系所主管聯席會

議，分別於 1 月 8 日、4 月 29 日，

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召開。

（四） 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於 12 月

10 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行。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與華中師範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輔

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聯合主辦第 13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

會，於 7 月 12 日至 14 日假武漢華

中師範大學科學會堂舉行，兩岸圖

書資訊學界同道近 200 人參加。臺

灣由理事長黃元鶴率團，和臺大、

政大、師大、中興、輔大、淡江等

校圖資系所及業界同仁一行共 42

人跨海與會，發表學術論文計達 26

篇，同時舉辦海峽兩岸院系之海報

展覽，促進兩岸學者專家們的學術

對話與熱烈交流。本次會議主題為

「資料驅動的圖書資訊學創新與發

展」，研討會安排 4 場特邀報告，

由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馬費

成主講「引入工程化思維建設情報

工程學」、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教授蘇新甯主講「大數據時代情報

學學科機遇及學者的責任擔當」、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教授蔡明月主講「數據導向的

圖 12　近 5 年申請文獻複印與圖書借閱申請件數
資料來源：取自歷年之 NDDS 使用統計及服務績效報告。

107,063

81,581
72,391

60,831
48,852

65,117
53,921

47,001
40,565

30,919
41,657

27,660 25,390 20,266
17,933

101-105年服務申請件數統計

總申請件數 文獻申請件數 圖書申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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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發展」、武漢大學信息管

理學院教授陳傳夫主講「圖書情報

學位授權點的發展現狀與趨勢」，

另有 6 場專題報告，以及 3 場青年

論壇與 6 場專家論壇，共計發表 75

篇論文。

（二） 與輔仁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合作，於民國 12 月 14 日

假輔仁大學野聲樓谷欣國際會議

廳，共同舉辦「數位學習翻轉高等

教育工作坊」活動。工作坊邀請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

授陳志銘主講「數位人文研究現

況、趨勢與輔助研究平臺建置」、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王梅玲主講「數位學習與圖書

資訊學教育」、逢甲大學圖書館館

長林志敏主講「大學圖書館如何推

動 MOOCs ─逢甲大學圖書館經驗

談」。活動主旨在於促進圖資界工

作者與教育人員的對話與交流，藉

以提升高等教育推行數位學習與翻

轉教學的理念，期盼有助於推動國

內圖書館與大學圖書資訊學相關系

所從事數位學習課程設計的技巧與

成效，以及幫助數位人文研究與圖

書資訊學教育之融合。

（三） 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中，頒發

本會 CALISE 獎學金，獲獎人計

有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二

年級羅文廷、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

碩士班二年級盧泰佑、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徐唯哲、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碩士班二年級黃鈺婷、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郭子銘、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碩士班二年級江景淵、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鄭

慈倩。由飛資得公司、臺灣國際資

訊整合聯盟協會、碩睿資訊有限公

司、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漢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贊助本

會頒發研究生獎學金。（陳冠至）

第 13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全體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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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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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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相關發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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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人事概況，常務理事 5 名，

擔任職掌如下：理事長徐澤佼 ; 副

理事長涂進萬與陳宗鈺 ; 祕書長范

綺萍 ; 常務理事劉文明；監事長謝

淑熙。會員人數：學校團體會員 16

名，個人會員 115 名，會員合計共

131 名。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一） 辦理 10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

書館「影像說故事工作坊」

由理事長徐澤佼策劃，與高中圖書館

輔導團總召學校臺南女中圖書館主任劉文

明合作辦理，於 6 月 3 日在臺南遠東科

技大學舉行，來自全國高中圖書館人員逾

120人出席。上午安排導演陳正勳主講「校

園行動閱讀與紀錄影像—屬於自己的校園

微電影製作」，下午由講師陳尚柏主講「微

電影拍攝與製作技術」、主任林皇耀主講

「自由編輯軟體運用—不用透過專業軟體

也可以編輯高質感電影作品」。

（二）辦理東京圖書館參訪見學活動

參訪見學活動於 8 月 7 至 12 日舉行，

由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陳昭珍擔任總領

隊，秘書長范綺萍負責策劃，28 位團員

參加，代表臺灣聯繫與中文翻譯者為鄭玉

嘉先生。共計參訪國立國會圖書館東京本

館、聖學院中學校高等學校圖書館、玉川

聖學院中等部高等部、荒川區立第三中學

校、明治大學和泉圖書館、武藏野美術大

學、自由學園明日館、亞細亞大學太田耕

造紀念圖書館等 8 所圖書館。

（三）出刊本會第三期會訊

主編為副理事長涂進萬，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發刊，內容報導東京參訪見學活

動及本會動態活動。（范綺萍）

105 年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TLA）參訪荒
川區立第三中學校，與校長清水隆彥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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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一） 中 華 資 訊 素 養 學 會（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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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3 月 18 日假逢甲大

學圖書館召開會員大會，並舉行第

六屆理監事選舉，理監事名單為：

理事長林志敏，常務理事李新林、

常效宇，理事劉安之、張瑞雄、梁

修宗、柯皓仁、林菁、陳仁龍，常

務監事邱月香，監事彭勝龍、何俊

明。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1 月 20 日至 21 日，於逢甲大學協

辦「2016 圖書館服務設計工作坊：

實踐篇」，以圖書館服務設計為主

軸，透過互動、討論與協作的工作

坊，引領館員從使用者角度思考，

讓服務設計的概念，實作應用至圖

書館服務。

（二） 10 月 25 日，協助辦理大學校院

圖書館員實務座談會，於逢甲大

學舉辦「翻轉教與學館員變身

Bar ！」，就翻轉教育、磨課師、

資訊素養課程之規劃、宣傳與執行

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最後並透

過座談方式，聚焦推廣資訊素養教

育之相關問題與因應做法，以深入

省思圖書館的創新應用與發展。

（三） 12 月 21 日，於逢甲大學與臺灣電

子書供給合作社共同舉辦「『善』

變：圖書館的創新與精進研討會」，

以「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數

位內容的精進服務」兩大主軸，分

別就服務設計、科技應用、數位出

版與著作權等議題進行剖析，以期

導入創新概念、應用趨勢與成功典

範，提供圖書館新思維與新視界。

（王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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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總計有法

人社員 47 人。

（二） 合作社設理事 7人，候補理事 2人，

任期 3 年；監事 3 人，任期 1 年。

（三） 5 月 16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開社

員大會，並舉行第 11 屆監事選舉，

名單如下：監事主席林時暖；監事

陳怡華、張祖國。

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舉辦年度社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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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召開年度社員大會，邀請交

通大學副館長黃明居以「圖書館如何在大

數據時代扮演要角」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以期社員圖書館導入新思維與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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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有效應用電子書資源於

教學、研究以及學習活動中，進而提升電

子書的使用效益。總計有 22 個社員圖書

館提出推廣活動計畫書，並陸續於 9 月至

12 月，配合開學週、新生週或圖書館週等

重要日期舉辦系列推廣活動，各校推廣活

動主題如表 166。（王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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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echnology）

之前身為美國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ASIS&T），

而臺北分會自民國 72 年創立以來，始終

扮演著臺灣與國際學術社群接軌的重要推

手。臺北分會一直以來秉持傳統，以服務

國內學者為主要目標，近年則將影響力擴

及亞太區，不僅安排與接待歐美知名學者

來亞洲拜訪，更將於 106 年與資訊科學

暨科技學會亞太分會（Asia Pacific Chap-

ter） 合 辦 The Symposium on Research 

Design, Paper Writing & Publishing in In-

formation Science，躍升為具有國際視野

的區域分會。105 年度學會組織成員為會

長邱銘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副教授）、副會長蔡天怡（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與秘書

長鄭惟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博士生）。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一﹚ 會員大會暨舉辦翻轉資料工作坊

（Annual Meeting and Workshop 

on Data Analytics and Applica-

tions）

會員大會暨「翻轉資料工作坊」由

ASIS&T 臺北分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合

辦，於 105 年 4 月 29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近年來一股

呼籲「開放」的力量正推動資料加值應

用的新風潮，大數據（Big Data）、開放

資料（Open Data）、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等概念與技術，將過去人

們認為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

資料，經過重新組織、分析、加值、與

視覺化處理之後，創造資訊的新價值。

攸關生老病死的醫療照護、貼近民生消

費的金融與電子商務、人們倚賴的城市運

輸等，資料科學的應用深入各行各業、無

所不在。臺北分會觀察到這波資料科學

的趨勢，舉辦「翻轉資料工作坊」，共

邀請 7 位來自學界與業界之主講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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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演講、心得分享、個案導入等交流形

式，將資料科學帶入圖書資訊研究領域。

會員大會由會長邱銘心與副會長蔡天怡

介紹 ASIS&T 臺北分會以及年度發展計

畫，並期許與會者能透過分會 Facebook

粉 絲 專 頁（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1388718341347023/） 進 一 步 瞭

解與參與分會所舉辦的各式活動。「翻轉

資料工作坊」之演講者與講題如下：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

授謝吉隆（現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新聞

所）主講「資料分析從零開始」；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客座教授

Diane H. Sonnewald 主 講「Experiences 

of  Attending a Large Conference in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 The ASIS&T 

Annual Meeting」；KKBOX 研究中心資

料科學家羅經凱博士主講「當資料科學遇

上串流音樂」；李慕約有限公司共同創辦

人李慕約主講「醫療、車禍以及選舉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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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大華科技大學 「e 在雲端，讀萬卷書」推廣活動

中國醫藥大學 讀樂樂，不如眾樂樂

中華大學 e 書 e 世界闖關抽獎活動

亞洲大學 我的雲端時代，請回答 eBook ！

東海大學 「讀，生活」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及講座

南開科技大學 Bookman Go—精靈步可夢 Go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書使用競賽

國立中興大學 E 書掌握興世界

國立宜蘭大學 新生開學季—We love to read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探索：「華藝資料庫電子資源教育訓練」及電子資源有獎徵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愛讀電子書 @ 高師／ I Read eBook @nknu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書嘉年華─解碼電子書，e 起來搜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倘佯雲端閱讀趣」電子書推廣活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 起聽說書拿好禮─午間讀書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熊 iRead 農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book GO，就決定是你了。」─ E 起來收服 E-book 寶貝吧 !

國立聯合大學 E 書有禮 ~ 登上雲端閱讀趣

逢甲大學 2016 慶開學 ~ 酷夏來一盃

朝陽科技大學 五個你不可不知的研究寫作秘技

華梵大學 電子書薦閱樂：推廣電子書閱讀及推薦借閱

僑光科技大學 漫遊電子書班級競賽活動

靜宜大學 蓋夏圖書館 eBook 達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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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視覺化：人類如何跟機器協作，解決資

料問題」；Re-Lab 共同創辦人兼創意總

監吳培弘主講「資訊設計 101：設計原則

與案例」；Infographics.tw 創辦人吳泰輝

主講「開放資料與視覺化」。本次會員大

會暨工作坊約 150 人參與，近 70% 參加

者為圖書資訊學領域之學者專家與學生，

亦有新聞傳播、企管國貿、生醫領域之與

會者，可見資料科學的應用及研究需求已

廣及各領域。

﹙二﹚ 舉 辦 ASIS&T  Taipei Chapter Re-

search Forum & Reception

臺 北 分 會 承 接 民 國 105-106 年 度

ASIS&T 總會會長 Dr. Lynn S. Connaway

訪臺之行程規劃與接待。Dr. Lynn S. 

Connaway 服務於 OCLC，為研究部資深

科學家以及使用者研究部門總監，研究方

向與專題兼具理論發展與實務應用。此行

是她在 105 年 10 月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

的 ASIS&T 年度會議中接下總會會長一

職後，以會長身份首次拜訪大中華區，行

程中先後拜訪北京大學，香港大學、臺

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以

及淡江大學。臺北分會特別於 12 月 7 日

舉 辦「ASIS&T Taipei Chapter Research 

Forum & Reception」，主要目的在於拓

展 ASIS&T 在臺灣圖資領域年輕世代的能

見度與影響力。Dr. Connaway 除於會中

介紹 ASIS&T，也分享學術簡報的藝術、

論文撰寫的建議以及職涯規劃的策略，她

特別提到「專注」對於研究者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並勉勵在場年輕與會者保持開

放的心胸尋找對研究之熱情。論壇的重

點 Five-Minute Madness 計有 12 位師生參

與，包含 4 位圖資領域新生代教師（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助理教授林素聿、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宋慧筠、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

教授蔡天怡，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邱銘心）、一位博士

後研究員（臺灣大學圖資系博士張澄清）

及 7 位來自臺大、政大、師大各校圖書資

訊相關研究所之博士生（于第、陳勇汀、

黃建智、陳佳香、董蕙茹、張映涵及李依

霖）。每一位講者僅有短短 5 分鐘的簡報

時間，旨在訓練報告時言簡意賅之能力，

不只是口語傳達須精準，更需要注意內容

之邏輯性，才能言之有物。簡短式學術簡

報在國外研討會早已行之有年，本次論壇

採取此形式舉行，有助於提前讓年輕學者

熟悉國際學術傳播的趨勢。（邱銘心）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舉辦 Research Forum 
& Reception 與會者合影

391



　　　　中華民國一○六年圖書館年鑑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Taiwan Med-

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簡 稱 TMLA）

於民國 104 年 9 月 3 日正式成立，與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共同以

促進醫學圖書館發展與交流、推動醫學圖

書館館員認證與繼續教育為宗旨，發展願

景如下：研擬評鑑政策之建議，轉交相關

組織或機構參考；促進醫學圖書館館員參

與醫學人文教育之推動；規劃及推動醫學

圖書館館員專業認證；舉辦醫學圖書資訊

相關專題演講、研討會及學術活動；加強

與國內外醫學圖書館、相關研究機構及廠

商之聯繫、交流與合作；辦理醫學圖書館

館員之繼續教育；組織醫學相關資源採購

聯盟。學會組織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設理事會、監事會，並設有 5 個委員

會，協助規劃並推動會務。第 1 屆人事概

況如下。

（一） 理事長梁君卿；常務理事林時暖、

胡豫湘、孫智娟、陳惠玲；理事吳

肖琪、林芳輝、邱子恒、邱淑瑛、

張稜雪、許淑球、黃粮猗、楊淑芬、

劉莉娟、劉嘉卿。

（二） 常務監事楊明正；監事林文昌、徐

瓏瑜、溫達茂、廖宏昌。

（三） 秘書長呂宜欣、副秘書長陳玠芝。

（四） 委員會名稱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召集人）：教育委員會陳冠年、

推廣委員會林時暖、國際合作委員

會陳惠玲、網路資訊委員會黃粮

猗。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16 年會暨

第 38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

為促進醫學圖書館從業人員及資訊專

家經驗交流，學習相關管理與資訊服務新

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

員會聯合主辦，由國立成功大學崑巖醫學

圖書分館承辦，並與臺灣實證學會合作

於 8 月 25、26 日假國立成功大學總圖書

館 B1 會議廳召開「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16 年會暨第 38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

年會」，共計有 194 位醫學圖書館相關從

業人員與會。

（二）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課程

為提升醫學圖書館館員多元化的資訊

素養能力，提供更全面性的資訊服務，邀

請各領域專家講授專業新知，並以現場網

路轉播的方式提供無法親臨現場之醫學圖

書館員同步參與。105 年共辦理 4 場專業

素養課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助理

教授胡曼華於 1 月 4 日主講「Developing 

a Process when Electronic Resources are 

Cancelled or Discontinued」、臺北科技大

學副教授吳可久於 4 月 13 日主講「醫學

圖書館之空間規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主任呂智惠於 9 月 5 日主講「使用

者導向觀點的空間改造經驗分享」、中山

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處長李錫智於 11 月 30

日主講「抄襲偵測技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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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醫學圖書館員研習課程

為增進醫學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專業知

能，推展圖書館資訊繼續教育，特分區辦

理相關研習課程。105 年共辦理 3 場研習

班：10 月 24 日在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10 月 26 日在高雄醫學大學圖書館、11

月 4 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數位化醫學圖書

館。

（四） 與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簽訂國際合

作交流計畫

透 過 TMLA & MLA / ICS Interna-

tional Visiting Health Information Profes-

sionals Program，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圖書分館與加拿大皇后大學醫學圖書館

（Bracken Health Science Library） 媒 合

成功，由臺大醫圖吳朝裕組員於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4 日至皇后大學醫學圖書館進

行交流。（呂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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