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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共圖書館管理基礎及進階訓練課程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理基礎
及進階訓練課程

本館為提供全國各地圖書館館員免於舟車

勞頓，可於所在縣市獲取圖書資訊領域最新趨勢

議題及專業知識，積極辦理各縣市公共圖書館管

理基礎及進階訓練課程，期能確實並有效提升圖

書館的專業服務。今（107）年共舉辦6場次，分

別為：

時  間 地  點 課 程 名 稱

5月22-23、

29-30日

臺中市立

精武圖書館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

理進階訓練課程（中

投場）

5月27-28日、

6月3-4日

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

理進階訓練課程（新

竹場）

6月24-25日、

7月1-2日

花蓮縣政府

文化局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

理進階訓練課程（花

東場）

6月28-29日、

7月5-6日

雲林縣政府

文化處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

理基礎訓練課程（雲

林場）

7月2-3、

9-10日

基隆市文化

中心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

理基礎訓練課程（基

隆場）

9月5、7、

13-14日

彰化縣立

圖書館

107年公共圖書館管

理基礎訓練課程（彰

化場）

首場（5月22日）本館曾淑賢館長致詞，表

示全國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有賴於各地方各層面

圖書館人員的投入及努力，大家群策群力才能克

盡全功。本館規劃辦理公共圖書館管理基礎及進

階課程，期望課程內容兼具理論與實務，以符合

圖書館館員實務需求，亦能有效增進專業素養。

公共圖書館管理基礎訓練課程邀請7位圖書

資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依公共圖書館館員需求

特別規劃內容，豐富內容包括「圖書館空間與

環境設計」（曾淑賢館長）、「品質管理與顧客

滿意」（謝寶煖副教授）、「讀者服務與推廣閱

讀」（葉乃靜教授）、「參考資源與參考服務」

（邱子恒教授）、「國家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及

遠距學園實務」（洪淑芬編輯）、「資訊科技與

網路經營」（柯皓仁教授）、「館藏發展與圖書

館採購」（鄭惠珍編輯）等；進階訓練課程同

樣邀請7位圖書資訊領域重量級講師講授專業課

程，內容包括「公共圖書館之分齡分眾服務」

（曾淑賢館長）、「圖書館與社區夥伴關係之經

營」（宋慧筠副教授）、「品質管理與服務規

劃」（謝寶煖副教授）、「資訊組織」（陳昭珍

教授）、「圖書館願景領導及服務哲學」（賴鼎

銘教授）、「公共圖書館之創新服務」（葉乃靜

教授）、「書籍的知識：古籍、舊籍、手稿與二

手書之蒐集和數位化」（張圍東編審）等主題，

每位講師均為圖書資訊專業領域學有專精之權威

專家學者，融合學術理論、實務經驗及新趨勢觀

察的體悟，與學員分享及互動交流，學員均表示

獲益良多、深感啟發。（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劉昱

慈）

首場由曾淑賢館長致歡迎詞（中投場，10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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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從問題開始－107年青年學者養成營兵分三地

研究從問題開始－107年
青年學者養成營兵分三地

國家圖書館為國內最重要的研究型圖書

館，肩負典藏全國圖書文獻、傳遞知識的任務。

為了深化研究種子，加深青年學子對學術研究資

源的認識及論文撰寫的知能，特別量身設計「青

年學者養成營」，由學者專家傳授資料蒐集、研

究思考與論文寫作的知識與技能，引領高中職生

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

「青年學者養成營」辦理至今已邁入第四

屆，今年並擴大將活動拓展至中南部，分別於臺

北、臺中、高雄三地舉行，獲得全國高中職校老

師及家長熱烈推薦，甚至有臺北的學生因名額已

滿，決定隨我們南下至高雄，熱情的參與活動，

相當的令人感動。

本次邀請臺灣大學中文系歐麗娟教授、中

興大學楊長賢副校長及成功大學蘇文鈺教授分享

自身的研究經驗；柯皓仁、宋慧芸及楊芳枝教授

講授「研究方法」；本館嚴曉珮編輯、戴彼得博

士講授「學術論文寫作指引」；城菁汝編輯、林

能山編輯講授「圖書資源利用及檢索技巧」，以

及由本館知識服務組杜依倩、范秉融及邱昭閔等

同仁分別指導學員「Google線上問卷設計」，以

輕鬆愉悅的團體共學及協同合作方式，讓學員親

自體驗學術文獻產出的過程。

本館曾淑賢館長勉勵學員把握為期5天的營

隊活動，善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將營隊所學之

學術研究技能與態度應用到將來人生不同階段，

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互相交流，透過分享學習

與合作過程，激發研究與思考的火花，今日營隊

研究夥伴將成為未來工作或研究上的好朋友。

學員們在學習過程中踴躍發問討論，展現

學習熱忱及團隊合作，不論投影片設計、題目設

定與表達能力，都有令人驚豔的表現。營隊圓滿

落幕，每位學員皆能在團隊合作過程中激盪出精

彩火花，並展現求知熱忱，除認識各地好朋友，

亦增加自我的知能成長。（知識服務組劉瑤琪）

參加雲林場公共圖書管理基礎訓練課程學員合影（107年7月
6日）

課餘學員向外籍教授請益（7月16日至20日於臺中市立精武

圖書館）

北部場始業式大合照（7月9日至13日於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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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NBINet合作編目研習會」紀要／辦理「出版品ISBN申辦及各圖書資料送存及海報徵集研習」

「107年NBINet合作編目研習
會」紀要

本館每年規劃辦理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合作編目研習會，今（107）年度的

研習活動於9月13日假本館一樓簡報室舉行。為

因應編目發展趨勢，再加上有不少圖資單位加入

合作館行列，本次的研習課程主要聚焦在書目上

傳及中文RDA編目。

研 習 會 課 程 安 排 為 ： 合 作 館 書 目 上 傳

NBINet流程介紹（本館書目資訊中心許靜芬主任

講授）、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SMRT)功能簡

介（書目資訊中心鄭惠珍編輯講授）、中文圖

書RDA編目與實務應用（館藏組牛惠曼編輯講

授）。各場講師皆設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學員

掌握課程要點；除傳授理論知識外，亦透過實

例的操作與解析，幫助受訓學員瞭解上傳作業流

程、SMRT特色、RDA編目及其與傳統編目之差

異。由於課程規劃相當具實用性，報名極為踴

躍，參加人數計121人。

為瞭解學員對研習課程的看法及其學習效

果，本次的研習也依慣例施行問卷調查，以為未

來課程設計的參考。問卷總共回收107份，回收

率為88.43%。調查結果顯示，學員普遍對本次研

習會課程表示滿意，滿意度高達97.2%，有九成

八以上的學員表示此次研習對其業務有幫助。學

員們亦提供諸多寶貴建議。日後將持續了解合作

館需求，適時調整NBINet合作編目研習課程的內

容，以協助同道汲取合作編目相關之專業知能，

進而提升NBINet聯合目錄整體品質。（書目資訊

中心鄭惠珍）

辦理「出版品ISBN申辦及各圖
書資料送存及海報徵集研習」

為增進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ISBN）申辦

及圖書資料送存之了解，本館特於9月17日至20

日辦理「出版品ISBN申辦及各圖書資料送存及

海報徵集研習」，由書號中心及館藏組同仁進行

講解ISBN申辦與流程，以及圖書、期刊、政府

出版品、委託研究報告、研討會論文集、電子書

送存上傳及海報徵集等作業流程與注意事項，隨

後進行Q&A及有獎徵答，並提供106年臺灣閱讀

節文宣品筆記本做為有獎徵答之獎品，以資鼓勵

學員之熱情參與。

本次研習課程來自全國北、中、南、東及

外島連江、金門等政府單位223人及一般出版社

南部場營隊結束全體開心合照（7月23至27日於高雄市立圖

書館）

鄭惠珍編輯講授書目查詢下載方式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7 年第 4 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35

【
館
務
簡
訊
】

「二十一世紀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專題演講活動

31人共254人參加（第一場61人、第二場68人、

第三場65人、第四場60人），舉辦目的主要是針

對各單位相關業務承辦人更迭，因此參加本次研

習人員係以新任承辦人為優先，至於未參與人員

若有任何問題皆可隨時詢問本館相關業務承辦

人。

出版圖書之公司行號、政府機關、團體會

社、個人等出版者，可在圖書（包括政府出版

品、委託研究報告、研討會論文集等）正式出版

前3個月內，填寫「國際標準書號/出版品預行編

目申請單」以傳真、郵寄或親自送件等方式向本

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辦ISBN及CIP。

法定送存指依據「圖書館法」、「政府出

版品管理要點」規定，國內所有出版品應送存1

份至國家圖書館（政府出版品2份）。必須送存

的出版品為圖書（包括電子書）、期刊、報紙、

視聽資料及數位形式等出版品，「出版人」為送

存義務人。圖書、視聽資料與數位出版品等應於

出版後30日內，期刊、報紙應於出版後14日內，

送存至本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

海報收藏則以我國各種藝術表演、藝文推

廣活動海報為主，包括音樂、戲劇、繪畫、雕

刻、展覽、藝文講座、研討會、發表會、教育研

習等，以徵集電子檔為優先，各單位寄送時須將

其燒錄成光碟並隨授權書一同寄送至本館。

經由問卷調查，學員對此4場課程的滿意度

高達96%，此外學員亦建議相關研習活動未來可

否至南部舉辦，以嘉惠南部各機關承辦人員蒞場

研習。（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陳勇志）

「二十一世紀圖書館的社會
教育功能」專題演講活動

本館於107年9月6日下午2時，與歌德學院

（臺北）德國文化中心於本館國際會議廳合作

辦理「二十一世紀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專題

演講活動，邀請到德國不來梅市立圖書館芭芭

拉．莉松（Barbara Lison）館長，蒞臨本館主講

「二十一世紀德國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此

外，為深化臺、德雙方圖書館之相關實務經驗交

流與對話，本館亦邀請臺北市立圖書館洪世昌館

長、新北市立圖書館王錦華館長，以及臺南市立

圖書館洪玉貞館長3位館長蒞臨與談，以分享臺

灣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角色與定位，與館

方投注的心力與成果。

演講活動在本館曾淑賢館長和歌德學院羅

岩（Jens Roesler）院長分別致詞後，莉松館長展

開德語演講（現場安排中文口譯）。她除介紹

研習學員專注聽講（第三場，9月19日）

法定送存作業說明（第二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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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活動/新書發表會

德國不來梅市立圖書館的現況之外，主要分享該

館針對難民或移民等族群所推動的教育與文化活

動，幫助其能融入德國生活。此外，亦著重於跨

文化的活動推廣與訓練，不僅讓德國市民了解新

移民其原生國家之文化，更針對自身館員進行跨

文化素養訓練，以迎合各族群之期待，並讓圖書

館成為德國國民家庭和工作或學校之外的第三個

生活重點場域（The Third Place）。

三位參與本次與談的館長之講題分別為：

洪世昌館長主講「臺北市立圖書館促進中高齡者

活躍老化之經驗」；王錦華館長主講「圖書館的

社會教育功能－新北市為例」；洪玉貞館長主講

「臺南市立圖書館社會教育推廣經驗分享」，藉

此向與會聽眾分享其所屬圖書館對於不同族群所

推動的服務及資源。（國際合作組杜依倩）

閱讀推廣活動/新書發表會

本館一向以「推動全國閱讀風氣、促進民

眾養成良好閱讀習慣，並具備良好閱讀能力」為

策略方向，經常運用跨界跨域的合作方式，結合

相關機構、文教團體、民間企業、駐臺外交單位

或出版社辦理各式閱讀推廣活動及新書發表會。

本期特精選107年7至9月辦理8個場次之閱讀推廣

或新書發表會活動概況與讀者分享。

一、 「趨勢經典文學講座」蘇東坡如何

定風波？系列講座【7月7日、7月14

日、7月21日，下午2：00】

為讓大眾能更深刻地認識蘇東坡的作品與

人生哲思，國家圖書館與趨勢教育基金會於107

年7月合作辦理3場推廣講座，分別從文學、歷史

及戲劇創作等不同觀點切入，一探蘇東坡一生坎

坷仕途，卻藉創作療癒自身的文學成就。

7月7日為三場推廣講座的第1場，由祁立

峰以及謝金魚講述「長恨此身非我有—東坡的

（不）豁達人生」。首先從蘇東坡的詩詞探討東

坡究竟豁達嗎？還是他根本就是執著？厭世？魯

蛇？兩位主講者認為，其實蘇東坡的豁達是經過

世事的歷練而來，其實他兼具以上四者，又經常

在這四者情緒當中循環。此外，還談到了蘇東坡

與弟弟之間的兄弟情、蘇東坡的感情世界、蘇東

坡的飲食與文學。最後，則對蘇東坡在文學上的

成就做了一番不一樣的詮釋。兩位主講者表示，

其實蘇東坡的詞在當世是不被推崇的，不是人人

都贊同他的寫法。但蘇東坡所以能成一大家，也

許就是因為他不落俗套，且具創意的為文方式。曾淑賢館長（右起）與主講人Barbara Lison館長，與談人

洪世昌館長、王錦華館長及洪玉貞館長於會後合影留念

第1場講座，祁立峰以及謝金魚講述「長恨此身非我有—

東坡的（不）豁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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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第2場，由楊照講述「政治與文學交

會點上的蘇東坡」。楊照從北宋為何會是一個重

文輕武的時代來談蘇東坡所身處的奇特歷史背

景，在這樣一個文人與政治間關係非常密切的時

代中，文人的地位之高，是後來的朝代所沒有過

的狀況。因此文人參與政治，也享有至高的權力

與利益。也就是因為蘇東坡生長在如此複雜的時

空背景下，所以他的文學風格是雄渾豪放的，且

擅於在文章中雄辯。楊照認為，從歷史的脈絡方

能還給蘇東坡一個真實的面貌。

7月21日為三場推廣講座的最終場，由王安

祈講述「也無風雨也無晴—國光與趨勢合作東坡

定風波」。「也無風雨也無晴」是東坡名作《定

風波》的名句，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國光劇團合作

推出的以東坡為主角的實驗京崑文學劇場，即以

《定風波》為劇名。在第3場講座中，王安祈教

授與飾演東坡的國光劇團當家老生唐文華、飾演

洞簫客的當家小生溫宇航、飾演朝雲的花旦新星

林庭瑜，一同剖析文學巨擘、詩詞名作搬上舞台

的創作思考，讓在場民眾了解現代的京崑劇場，

如何演繹蘇東坡的生平與詩詞？唐文華、溫宇

航、林庭瑜並且親自輕裝示範演出片段，相當精

彩。（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林冠吟）

二、 河神忘記了—以戲劇帶領讀者進入文

學閱讀的樂趣【8月11日下午2：00】

由國家圖書館及趨勢教育基金會共同策劃

的「2018趨勢文學兒童劇場─河神忘記了」活

動，在8月11日於國家圖書館B1演講廳舉辦，活

動現場大多是攜家帶眷、全家出動的大朋友及小

朋友，讓國圖到處充滿了愉悅的氛圍。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致詞表示，今年是

國圖與趨勢教育基金會第5年合辦兒童劇場活

動，感謝趨勢教育基金會在推廣經典文學不遺餘

力，並鼓勵現場的小朋友多多閱讀，以書籍內容

豐富大家的生活。

「河神忘記了」故事靈感源自作家黃春

明、鄭清文等人的作品內容，以城市漫步與探險

為主軸，透過小孩與老人的對話，引領親子探索

河川溪流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認識

人與河的關係與歷史發展。末路小花劇團以生動

活潑的戲劇演出帶領觀眾共同經歷一場奇幻的旅

程，現場的大朋友及小朋友隨著劇情起伏時而歡

笑，時而傷心，一同折服於劇團多元形式的演出

技巧與改編故事的絶活，透過輕鬆有趣的戲劇表

演感受到文學閱讀的樂趣，度過了愉快的週末時

第2場講座，楊照講述「政治與文學交會點上的蘇東坡」

第3場講座，與會貴賓合影(右起王冠強導演、馬蘭老師、

曾淑賢館長、林庭瑜老師、陳怡蓁執行長、唐文華老師、

王安祈老師、張育華團長、溫宇航老師、朱安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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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劉昱慈）

 

三、 《新編用有聲書輕鬆聽出英語力—

廖彩杏書單168本英語啟蒙經典》新

書發表暨主題演講【9月8日下午2：

00】

由本館與華品文創合作辦理的《新編用有

聲書輕鬆聽出英語力—廖彩杏書單168本英語啟

蒙經典》新書發表會，在9月8日下午於本館演講

廳登場。

 本活動由華品文創陳秋玲總編輯開場，

接著由本館曾淑賢館長致詞，感謝華品文創推廣

閱讀不遺餘力，並鼓勵家長陪同孩子一起閱讀。

演講中，廖彩杏老師以臺灣環境中學習英語的觀

點談起，「英語是外語還是母語？」「是閱讀習

慣還是考試科目？」廖老師提出，聽、說、讀、

寫是學習語言的順序，強調可以透過聽有聲書讓

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就能學習英語。演講過程介

紹新著作中推薦的各種英文好書，也搭配播放有

聲書、音樂劇等來讓聽眾體驗從聽有聲書來學習

英語的方式，鼓勵聽眾可以透過書中介紹的168

本英文啟蒙經典繪本，引領孩子循序漸進學習，

並記錄學習軌跡，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更有趣的

方式陪同孩子一同學習英語。廖老師也引用Dr. 

Seuss ”The more you read, the more things you will 

know. The more that you learn, the more places you'll 

go. ”鼓勵大家多多閱讀，並透過閱讀增廣視

野。本演講精彩有趣，約有480人參加。演講結

束後，廖老師為聽眾簽書，也回答聽眾提出關於

孩子學習英語時遇到的問題，並分享相關經驗。

（知識服務組溫晏）

四、 文學四季現場播：島之河─文學川流

【9月15日下午2：00】

由國家圖書館、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國立教

育廣播電台共同合辦的「文學四季現場播：島之

河─文學川流」活動，在9月15日於國家圖書館

B1演講廳舉辦，活動現場吸引約370位民眾到場

參加。

現場民眾及大小朋友與主持人熱情互動

廖彩杏老師生動演講

「趨勢文學兒童劇場-河神忘記了」陪小朋友度過快樂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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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演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陳義芝教

授、清華大學中文系楊佳嫻老師共同主持，邀請

簡媜、劉克襄、瓦歷斯．諾幹、平路等作家同台

分享詩文。由導演李易修、音樂總監施璧玉，

率領葉盈汝（大提琴）、謝維倫（吉他、口簧

琴）等音樂團隊、林小得、林瑞瑜兩位舞者以及

操偶師李書樵，在音樂、舞蹈與聲響的搭配下詮

釋現代文學細膩且醇厚的情感，也讓與會民眾一

窺廣播訪談現場，一次滿足視覺及聽覺的饗宴。

節目安排作家們依次朗誦〈遙遠的河〉、〈女人

河〉、〈水證據－給河流〉、〈無岸之河〉、

〈金色的河流〉、〈大肚溪口〉、〈接近了秀姑

巒〉等作品，並經由主持人的訪談深入了解作家

創作背景與作品所要傳達的訊息，探討人類與河

流如何共生共存。現場廣播劇突破傳統對於廣播

的既定框架，以詩文朗誦結合音樂、舞蹈與藝

術，讓廣播劇走出播音室，貼近聽眾與讀者，傳

遞文學最原初的感動。（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劉昱

慈）

五、 蔣勳《莊子，你好：逍遙遊》新書巡

迴講座【9月29日下午2：00】

在107年9月29日的秋涼午後，逾600位民眾

齊聚國家圖書館，參加本館和趨勢教育基金會合

作辦理的蔣勳《莊子，你好：逍遙遊》新書巡迴

講座，現場聆聽蔣勳溫暖的聲音，蔣勳老師透過

一篇篇寓言故事，讓現場聽眾聽見莊子最自由奔

放的心跳聲。莊子的故事是神話，也是寓言，好

似今日的魔幻文學充滿超現實的想像力。

主持人陳義芝教授（左）與楊佳嫻老師

楊牧詩作〈接近了秀姑巒〉展演過程

劉克襄詩作〈大肚溪口〉展演過程

李渝小說〈無岸之河〉展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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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老師引〈逍遙遊〉開篇：「北冥有

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為鳥，其名為鵬。」引領我們進入莊子的奇想世

界，不同於儒家以人為中心認知世界的方式，莊

子面對浩瀚的宇宙採取謙卑的態度，而能免於為

追求務實反落入短視的境地。蔣勳老師在演講最

後揭示〈逍遙遊〉之核心思想，「逍遙」是心靈

的自由，不被客觀現實綑綁，不被成見拘束，使

人領悟自己可以成為你嚮往的自己。在將近2小

時的演講中，全場民眾跟隨蔣勳老師幽默風趣的

講述，擺脫現實種種束縛，享受心靈上的自由，

悠遊於莊子的逍遙世界，度過美好的週末時光。

（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劉昱慈）

六、 曾端真教授與師長們分享如何鼓勵孩

子邁向勇氣之路【9月29日下午2：

00】

本館與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7

年9月29日（星期六）下午舉辦「鼓勵孩子邁向

勇氣之路─曾端真談阿德勒親職教育心法」講座

活動，由於此議題切中師長們的心聲，於是活動

現場吸引約270位民眾到場參加本場次講座。

活動一開始由曾教授的恩師劉焜輝教授致

詞，劉教授認為今天前來參加活動的家長們相當

有福氣，因為曾端真教授乃是阿德勒學派的第一

把交椅，此次出版的新書《鼓勵孩子邁向勇氣

之路─阿德勒學派案例解析與策略》當中，對於

如何關心孩子的健全成長，提供非常有幫助的解

答。

曾端真教授的演講以自身成長的經歷開始

說起，曾教授自認為是一個非常害羞內向的人，

但在劉教授的鼓勵之下，進而產生寫書以及持續

進修的勇氣，這樣的人生經歷正好呼應了阿德勒

學派的核心思想，也因此曾教授深入鑽研阿德勒

學派，成為了亞洲第一位獲得「古典阿德勒學派

深層心理治療師」證照的阿德勒學派專家。曾端

真教授憑藉著多年豐富的實務與教學經驗，在今

日的講座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並搭配實際案

例的說明，與在場民眾分享如何以阿德勒學派的

觀點看待孩子「不良行為」背後的心理脈絡，了

解原因之後，方能信任孩子、給孩子機會，讓孩

子產生突破自己的勇氣，曾教授也認為這就是父

母、師長所能給予孩子人生的最大禮物。同時，

曾教授也希望每個人都能夠鼓勵周邊的人，使其

能力綻放至其所能達成的境界、地步。曾教授今

日的演講內容，著實讓在場師長獲益良多，活動

主講者蔣勳老師

民眾踴躍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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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在曾教授與民眾的熱烈互動、討論以及簽

書活動中圓滿成功落幕。（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林

冠吟）

國家圖書館親子日活動與大
朋友攜手表演熱舞揭開序幕

迎接暑假的來臨，本館於107年8月6日利用

休館日舉辦員工親子日活動，讓同仁們藉此機

會帶著孩子到館，了解同仁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性

質，體驗平時的工作日常。本次活動，特別邀請

前來參加的大朋友與人事室同仁以熱舞方式揭開

活動序幕，本館曾淑賢館長親臨現場致詞，歡迎

所有前來參加的同仁及眷屬，並期盼透過親子日

的舉辦，能更為增進同仁親子間的感情。

當日活動內容精心設計，依照成員的年齡

層，在閱覽大廳辦理兩項活動，包括為8歲以下

的孩童設計「童趣派對」：氣球歡樂秀及彩虹傘

親子互動遊戲，及超過8歲的參加者，於現場抽

籤分成兩隊，進行「圖書資訊九宮格及桌遊」比

賽，現場氣氛熱鬧輕鬆歡樂，歡笑聲不斷。活動

結束後，帶著孩子們到各單位參觀，拜會國圖各

路英雄。

最後，為了感謝同仁及眷屬熱情參與，由

本館曾淑賢館長一一致贈紀念品給前來參加的孩

子們，並一同合照留念。辦理此活動，目的不僅

在為員工營造一個與子女交流的機會，讓眷屬了

解同仁工作的辛勞、認識平日辦公環境，更希望

藉由寓教於樂的活動，創造親子間共同的快樂回

憶。（人事室林雪霞）

近悅遠來：
近期重要外賓參訪

本館一向重視國際交流，不僅與各國駐臺

代表處保持良善之互動關係，亦常有國外或大陸

圖書館界同道來館參訪。107年7至9月計有7團33

人來館拜會或參觀。

本期間有數位貴賓來館拜會館長及交流，

曾端真教授演講風采

曾端真教授與參與民眾熱情合影

107年親子日活動大小朋友熱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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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為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東亞圖書館員劉雯玲

女士於7月3日來館進行交流座談，針對高密度

書庫館藏之選擇、保存及入藏處理流程、紙本

及數位資源館藏評鑑，以及國際交換合作等議

題，以「An Overview of IU’s Auxiliary Library and 

Collection Assessment」為題，與本館同仁進行簡

報及經驗分享，雙方互動十分熱烈。

其 二 為 波 蘭 亞 捷 隆 大 學 （ J a g i e l l o n i a n 

University）日本與漢學系教授Dr. Ewa Zajdler則

於7月24日來館拜會館長，討論漢學研究、華語

教學、漢學家交流等不同議題；該大學於105年

成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並持續與本館保持

密切互動。

其三則為德國不來梅市立圖書館Barbara 

Lison館長，於9月6日蒞臨本館演講，在演講前

特別拜會本館曾淑賢館長，除了敘舊情誼，並分

享雙方圖書館目前重點業務推動之現況，以及讀

者使用圖書館資源之情形，同時亦討論未來參訪

及合作等各項事宜。

於參訪方面，107年7至9月計有大陸、泰

國、韓國等國團體來館參訪。依來訪時間先後，

分別為泰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局科技知識服務中

心Dr. Titima Thumbumrung一行三人於7月6日下午

來館參訪及交流，並拜會曾館長，交流臺灣及泰

國相關數位資源物件系統之建置現況與發展，亦

為未來與泰國數位資源相關交流與合作之契機建

立了開端。結束會晤後，本館同仁針對本館數位

資源內容之類型、規範與標準、管理及發展等面

向，為來訪貴賓進行簡報，並為貴賓導覽本館數

位中心、善本書室及其他服務設施。

韓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管理發展計畫研究委

員韓美鏡教授為調查並蒐集海外圖書館古籍相關

實務案例，選擇國家圖書館作為臺灣的首要參訪

單位，於7月24日來館參訪，針對古籍保存、維

護及管理等內容與本館同仁進行交流，亦參觀善

本書室、古籍修復室，以及數位中心。韓教授對
曾館長致贈國圖文創紀念品及出版品予波蘭

Ewa Zajdler教授（左）（107年7月24日）

德國不來梅市立圖書館Barbara Lison館長（左）

與曾淑賢館長交流及分享（107年9月6日）

劉雯玲女士（右4）與本館同仁座談（10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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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館古籍典藏管理及各項加值服務與資源皆表

高度肯定，亦企盼未來彼此有更多合作與交流機

會。

8至9月份期間則有南京醫科大學圖書館、海

南醫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醫學圖書館、南方醫

科大學圖書館等校一行9人於8月23日來館參訪；

以及由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安徽大學

等校組成的兩岸基礎法學與公法法律研究生交流

團於9月18日來訪，除參觀本館各服務設施，亦

欣賞了「臺灣記憶─梁丹丰寶島風情畫特展」，

更增參訪行程之豐富性。（國際合作組杜依倩）

寰宇漢學講座／中秋茶會／
國慶酒會

一、寰宇漢學講座

（一） 8 月 2 3 日，邀請金家德（ J u d d  C . 

Kinzley）教授、范瑟琳（Céline E. 

KERFANT）女士演講

107年8月23日舉辦2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

兩位本中心獎助訪問學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分校歷史系金家德（Judd C. Kinzley）副

教授，及西班牙羅維拉威爾吉利大學第四紀和

史前國際博士學程博士候選人范瑟琳（Céline E. 

KERFANT）女士，分享研究成果。

首場演講由金家德教授主講「當代新疆民

族問題的自然資源與經濟根源」，邀請國立政治

大學民族學系趙竹成教授主持。過去二十年來，

中國最西境的新疆見證著種族衝突和國家鎮壓

之間的循環不斷攀升。對這個距離首都北京四千

公里，居民以維吾爾族為主的邊陲省分，自滿清

以降的中國政府，一方面不特意用心治理，一方

面卻盤算著對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做最有效的利

用。因此，新疆的工業和基礎建設發展，很大程

度牽涉到鄰國—蘇聯的投資和放貸。1930年代任

職新疆督辦的盛世才採取親蘇政策，蘇聯的地質

曾館長致贈本館紀念品予訪賓Dr.Titima Thumbumrungu（左

3）一行三人並合影留念（107年7月6日）

大陸醫科大學圖書館訪賓參觀本館5樓臺灣

記憶特展區（107年8月23日）

兩岸法學研究生交流團參觀本館梁丹丰特展（10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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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標定了石油、鎢礦、鈹礦、銅礦等礦藏。並投

資交通基礎建設，以公路連結主要城市阿爾泰、

伊利、塔城，在礦產地附近修築碼頭等設施。金

教授指出，中國許多曾受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邊

疆地區，如西藏、滿州、西南等地，經濟因素和

種族、宗教等有同等份量的影響力。

第二場演講由范瑟琳女士講述「薑目植物

在製繩與編籃的應用：以臺灣及菲律賓為例」，

邀請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蔡玉珊教授主持。從

日常生活到特殊活動，植物材料在許多人類活動

中佔有重要地位。幅員廣及七千多個島嶼的菲律

賓擁有大量植物品種，包括許多特有種。而臺灣

跨越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其植物多樣性更孕育出

豐富的纖維植物種類。范女士的演講由民族植物

學角度帶領聽眾進一步認識編織傳統，並探討在

巴士海峽的南北兩端—菲律賓極北之巴淡島及臺

灣最南的蘭嶼—如何將薑目植物產出的原始素材

運用於這項工藝。

（二） 9 月 1 1 日，邀請野村悠（ H a r u k a 

NOMURA）女士演講

9月11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

獎助訪問學人，澳洲國立大學歷史系野村悠

（Haruka NOMURA）博士，分享在臺研究成

果，並邀請中央研究院黃克武教授主持。

野村女士的講題為「1840-1890年代晚清的

世界秩序建構」，由譚嗣同（1865-1898）《仁

學》出發，檢視晚清中國對「世界」的再思考。

《仁學》是譚嗣同1897年完成的作品，當中寄託

了他的思想結晶以及「掃蕩桎梏，衝決網羅」的

力挽狂瀾救國決心。野村女士認為傳統經世思

想像是譚氏的啟發裝置（heuristic device），並藉

此在知識維新中建立新的世界觀。此書以「以

太」、「仁」與「心力」為核心，處處顯露出譚

嗣同嘗試西方新知與東方思維的交融痕跡。（漢

學中心學術交流組洪俊豪）

二、2018年外籍訪問學人中秋茶會

漢學中心於107年9月14日假國立臺灣工藝研蔡玉珊教授（左）、范瑟琳女士（107年8月23日）

趙竹成教授（左）、金家德教授（107年8月23日）

黃克武教授（左）、野村悠博士（10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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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蕃薯藤自然食

堂舉辦「茶與樂的對話」外籍學人中秋茶會，邀

請外交部「臺灣獎助金」及本中心「外籍學人來

臺研究漢學獎助」外籍學人於中秋節前夕共度佳

節，希望在學者研究學問之餘，能體驗我國傳統

民俗節慶的文化內涵。共有來自20個國家約43餘

位外籍學人及眷屬參加。

本次活動由曾淑賢館長主持，除了邀請教

育部終身教育司顏寶月副司長蒞臨、外交部研究

設計會孫麗薇副主任等嘉賓，並安排青年大使擔

綱表演傳統音樂舞蹈、原住原鼻笛吹奏，活動

另邀請國際知名臺灣布袋戲團「亦宛然」壓軸演

出。學人除了感受臺灣多元精緻文化的內涵，也

期盼在臺研究期間能夠貼近臺灣民間節慶習俗，

將這份濃濃的研究經驗傳播到世界各角落。（漢

學中心學術交流組楊宜霖）

三、 外籍訪問學人受邀參加107年國慶酒

會

中華民國國慶酒會是每年國慶活動盛事之

一，本（107）年國慶酒會循例於10月10日在臺

北賓館舉行。為加強國際學術文化交流，本館

安排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

助」、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訪問學人及其眷屬

出席盛宴。學人們對於受邀參加我國國慶酒會皆

深感榮幸，尤其臺北賓館係國家重要儀式場所，

鮮少對外開放，更顯機會難得，彌足珍視。 

 今年出席國慶酒會的學人及眷屬共計26國

46人，由本館曾淑賢館長及館內單位主管陪同參

加。晚會包含各式臺灣特色，如冰雕臺北101、

國慶雙十標誌等，還融入電玩、布袋戲cosplay概

念，充分回應本次國慶主視覺設計理念「臺灣共

好」主題。酒會除備有各式中西美食，特別提供

具寶島特色傳統小吃、客家料理、原住民風味餐

等，更有珍珠奶茶和芒果冰提供賓客享用。

學人們對於活動中有機會見到我國蔡英文

總統，政府各單位首長、外交使節等，感到榮

幸；部分訪問學人也藉此機會與政經人士交流、

交換觀點，留下珍貴難得的回憶與情誼。（漢學

中心學術交流組楊宜霖）

中秋茶會合影（107年9月14日）

參加國慶酒會學人合影（107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