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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述

根據我國〈圖書館法〉第 4 條規定，

專門圖書館係指由政府機關（構）、個

人、法人或團體所設立，以所屬人員或特

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特定主題或

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門性資訊服務之圖

書館。依 CNS13151 又可分為七大類：

一、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係指以政府

機關（構）、政府部門或各級民意機

關所屬人員為主要對象的圖書館，包

括國際、中央及地方政府組織。

二、 醫學圖書館：係指以醫院或醫療衛生

專業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三、 學（協）會圖書館：係指以學（協）

會之會員及會務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的圖書館。

四、 工商圖書館：係指以工商企業所屬人

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五、 大眾傳播機構圖書館：係指以傳播媒

體及出版業從業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

的圖書館。

六、 宗教圖書館：係指以宗教團體成員與

信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圖書館。

七、 其他圖書館：係指任何不包含於以上

類型之專門圖書館，如各國駐華單位

之文化中心圖書館。

本節依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調

查統計系統」（http://libstat.ncl.edu.tw/

statFront/）網站所蒐集「專門圖書館」

之分類名錄；另由國家圖書館於 107 年 4

月 13 日至 5 月 8 日期間發函進行「106

年專門圖書館統計調查」，調查對象為名

錄中的專門圖書館，計有 189 館填報回覆

（回收率 31.7%），以下綜整專門圖書館

各項服務及資源統計，以呈現我國專門圖

書館之設置情形及發展現況。

一、設置情形

依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調查

統計系統」網站所蒐集之資料，106 年

我國專門圖書館共計有 597 所（詳如表

123），依類型分以政府機關（構）圖書

館 181 所，所占比例最高（30.32%），

其次為醫學圖書館 166 所（27.81%）、

宗教圖書館 110 所（18.43%）、工商圖

書館 107 所（17.92%）、學（協）會圖

書館 16 所（2.68%）、其他專門圖書館

10 所（1.68%）、大眾傳播圖書館 7 所

（1.17%）。

專門圖書館

邱子恒



中華民國一○七年圖書館年鑑 

214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的數量逐年遞減，

與 105 年相較可發現 106 年工商圖書館

減少 3 所，政府機關（構）圖書館減少 2

所，學（協）會圖書館減少 1 所，其他專

門圖書館也減少 1 所，而大眾傳播圖書

館和醫學圖書館數量則維持不變，比較特

別的是宗教圖書館增加了 2 所，詳見表

124。

表 123
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6年）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81 30.32%

工商圖書館 107 17.92%

大眾傳播圖書館   7 1.17%

醫學圖書館 166 27.81%

學（協）會圖書館  16 2.68%

宗教圖書館 110 18.43%

其他專門圖書館  10 1.68%

合計 597 100.00%

表 124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2年至106年）

                                      年度

 類型    
102 103 104 105 106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204 202 187 183 181

工商圖書館 112 112 109 110 107

大眾傳播圖書館   8   8   7   7   7

醫學圖書館 171 169 166 166 166

學（協）會圖書館  17  17  17  17  16

宗教圖書館 111 111 109 108 110

其他專門圖書館  11  11  12  11  10

合計 634 630 607 602 597

二、發展現況

（一）服務人數

106 年專門圖書館服務人數如表 125

所示，專門圖書館係以服務母機構為主，

據資料顯示填答統計的專門圖書館之母

機構員工總計 20 萬 9,736 人，但總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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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達 24 萬 2,358 人，且服務人數有 63

萬 6,645 人。顯示七大類的專門圖書館之

中，部分專門圖書館亦開放給外界使用。

（二）人力資源

106 年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如表 126

所示，填答統計的 187 所專門圖書館之專

職與兼職館員 106 年合計 540 人，其中專

職館員中具圖資背景者計有 275 位，即專

職的專業館員比率為 68.4%；然而一個館

平均專職館員人數不到 3 人，顯示了我國

專門圖書館多半規模較小、人力較少的特

性。

表 125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數（106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平均數

員工人數 209,736 188 1,115.6

服務對象總人數 636,645 177 3,596.9

總辦證人數 242,358  187 1,296.0

表 126
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106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平均數

專職館員人數 402 187 2.15

兼職館員人數 138 187 0.74

專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275 187 1.47

兼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17 187 0.09

（三）館藏統計

106 年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源數量如表

127 所示，專門圖書館的館藏資源類型包

括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等。

填答統計的專門圖書館之各類型資源總計

數量以紙本圖書最多，達 668 萬餘冊；裝

訂期刊次之，總計 97 萬 8 千多冊；現期

期刊總數電子期刊遠多於紙本期刊；視聽

資料總計 53 萬 4 千多件；電子資料庫總計

2,259 種。然而從平均數來看，紙本圖書一

館只有 3 萬 5 千多冊、電子書 4 千多冊、

裝訂期刊 5 千多冊、紙本現刊 7 百多種、

電子期刊 2 千多種、視聽資料不到 3 千

件、電子資料庫不到 12 種，顯示我國專門

圖書館因為蒐集特定主題或類型之圖書資

訊，館藏數量普遍較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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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項目

106 年專門圖書館提供的服務項目

情形如表 128 所示，就填答統計的專

門圖書館所勾選的服務項目來看，半數

圖書館有提供的服務依次為：館內閱覽

（96.83%）、參考諮詢服務（88.89%）、

館藏資料借閱（85.19%）、資料庫檢索

（77.25%）與推廣服務（69.31%）等 5

項，為專門圖書館所提供的主流服務；而

電子報（18.52%）和專題選粹（20.11%）

則是最少見的服務項目，少於五分之一的

專圖有提供這兩項服務。

表 127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源統計（106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平均數

紙本圖書（冊） 6,684,182 189 35,366.0

電子圖書（冊） 872,332 187 4,664.9

現期紙本期刊（種） 141,462 189 748.5

現期電子期刊（種） 400,938 189 2,121.4

裝訂期刊（冊） 978,487 186 5,260.7

視聽資料（件） 534,330 188 2,842.2

電子資料庫（種） 2,259 189 11.9

其他（件） 338,446 182 1,859.6

表 128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06年）

項目 服務館數 填答館數 百分比

館藏資料借閱 161 189 85.19%

館內閱覽 183 189 96.83%

參考諮詢 168 189 88.89%

推廣服務 131 189 69.31%

資料庫檢索 146 189 77.25%

期刊目次選粹  57 189 30.16%

提供電子報  35 189 18.52%

館際合作服務  95 187 46.03%

全文影印或傳遞  78 187 41.27%

專題選粹  38 18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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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06 年專門圖書館之服務統計如表

129 所示，填答統計的專門圖書館之進館

人次總數達 348 萬 6,602 人次，年度總借

閱冊數為 78 萬 5,860 冊，借閱總數量達

26 萬 809 人次，顯示許多讀者入館從事

館藏資料借閱以外的活動，而有借書的讀

者一次平均借出 3 冊；至於有提供館際合

作服務的 95 個圖書館之服務統計，則是

圖書貸出總計 3,748 冊、借入總計 3,529

冊，複印服務貸出 2,954 件、借入 5,089

件，顯示專門圖書館間館際合作服務在圖

書方面是互為借貸，兩者數量相差不多，

而在複印服務方面則以向他館尋求幫忙為

多，但總的來說，一館平均一年館合服務

總量約 160 件，一個月服務量約 13 件，

服務量實在不大。

表 129
專門圖書館服務統計（106年）

項目 總計 填答館數 平均數

閱覽席位 6,438 189 34.1

進館人次 3,486,602 179 19,478.2

年度借閱總冊數 785,860 187 4,202.5

年度借閱總人次 260,809 187 1,394.7

圖書借入量（冊／件） 3,529 95 37.2

圖書貸出量（冊／件） 3,748 95 39.5

影印借入量（件） 5,089 95 53.6

影印貸出量（件） 2,954 95 31.1

貳、專業組織大事紀要

專門圖書館是蒐集專門主題的圖書

館或資料中心，目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以所屬的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

書館委員會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較具規模

與制度，另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 於

104 年 9 月正式成立，茲分述其 106 年的

重要活動。

一、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一）舉辦第 1 屆工商圖書館聯誼會活動

為凝聚各類型專門圖書館並落實 105

年問卷調查支持舉辦交流之結果，舉辦

第 1 屆專門圖書館聯誼會，於 6 月 2 日

（五）假金屬中心舉辦「全國專門圖書

館互動交流營」（如圖 17），共有 21 所

專門圖書館、23 名館員參加，活動成效

如表 130。為了讓交流營更具吸引力，邀

請世新大學教授葉乃靜擔任主講人，講授



中華民國一○七年圖書館年鑑 

218

「如何有效營造圖書館活力氛圍」。整個

活動進行得非常順利，參與夥伴們互動相

當熱烈，並提出許多建議，做為日後舉辦

類似活動之參考；同道對於分組交流感到

新奇，認為是很好的設計；也希望以後能

定期舉辦交流活動，並邀請專門圖書館專

家演講；認為專圖的管理人員大多不是圖

資專業人員，建議新增專門教育圖書館管

理、編目等系統操作單元；有人覺得時間

太短，希望活動時間可以再增加。

表 130
「全國專門圖書館互動交流營」滿意度調查結果

項目 細項
滿意度

（滿分 5 分）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符合 4.8

活動時數長短 4.8

活動地點安排 4.7

講師內容 講師專業程度 4.8

講師授課技巧 4.8

講師解答能力 4.8

圖 17　第 1 屆工商圖書館聯誼會活動―全國

專門圖書館互動交流營

（二）舉行專業參訪

106 年舉行金屬中心圖書館及高雄市

立圖書館總館之參訪活動。金屬中心圖書

館主要以金屬二次加工技術及其自動化為

核心，旁及產業電子化等學科，近年更觸

及能源、生技、醫療及光電等新興產業。

該館歷經多年的搜集與累積，在館藏方面

已建立了金屬加工專業圖書館的特色，不

僅對內服務同仁，也為南部的業者提供資

料查尋的管道。參訪金屬中心圖書館時，

先透過專責單位詳細導覽該中心的研發重

點，之後再由該館詳細介紹改建後的環境

及客製化的圖書館系統。之後便轉往高雄

市立圖書館總館，在參訪過程中，了解整

體環境透過巨型天井設置空中庭園營造綠

色氛圍，引進大量自然光源，並藉著戶外

庭園空氣流動循環達到自然換氣，當戶外

低於攝氏 26 度的時候，即可關閉中央空

調系統以達節電效果。此行參訪南部地區

二所最具特色的圖書館，對於專門圖書館

館際間交流有相當大的助益。（邱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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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一） 舉行 106 年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

會暨研討會

面對人手一機，行動科技快速發展

的現代，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以「從行動科

技看服務思維的轉變」為主題，在 2 月

10 日於位在新竹的中華信義神學院舉行

「106 年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會暨研討

會」（如圖 18），共計 21 位人員與會。

研討會邀請駱英豐主講「行動科技在門外

叩門：又一波口號，還是翻轉的契機」、

黃泰運主講「淺談行動裝置在圖書館的應

用：以信神圖書館經驗分享」，荷蘭 Brill

出版社及凌網科技公司等廠商亦針對可提

供應用的科技進行介紹。會中並安排館員

工作經驗分享交流的時間，各館分享工作

中的困難及解決方法，以加強神學圖書館

之間的交流與互動。

（二）整合聖經資源及使用指引

由中華信義神學院負責，於 3 月至 5

月間將聖光神學院圖書館提供的聖經地理

資訊網及多種電子資源操作影音介紹等資

源，整合至神學圖書資訊網（信望愛網站

提供技術支援），提供其他神學圖書館使

用。

（三）舉辦資料庫及神學電子書聯合採購

延續以往聯盟採購的成功經驗，於 4

月辦理中文期刊電子資料庫聯盟採購，5

月間辦理西文神學電子書的聯盟採購與議

價。（林荷鵑）

圖 18　106 年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會暨研討

會

三、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臺灣醫學圖書館

學會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於 104 年 9 月成

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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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臺灣的醫學圖書館大多規模不大、且

熱心投入專業組織活動者有限，因此該學

會選舉出來之理事長通常亦接受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理事長之邀請，擔任該學會醫

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辦理全國

醫學圖書館事業發展之相關事宜。

（一）舉辦醫學圖書館國際研討會

3 月 30 至 31 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

中心召開「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17 年

國際研討會、第 39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

員研討會」，共有 9 場專題演講，計有

歐洲、美國、日本和香港等地約 130 位

國內外醫學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與會。

亦邀請歐洲醫學圖書館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EAHIL）會長 Maurella 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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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 擔任嘉賓，並發表主題演講。

（二）組團出席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

5 月 26 至 31 日組團出席於美國西

雅圖之華盛頓州會展中心（Washington 

State Convention Center）舉行之美國醫

學圖書館學會第 117 屆年會（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17th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計有來自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圖書分館館員呂宜欣、黃菊芬及臺

北醫學圖書館館長邱子恒、組長蕭淑媛

共 4 位參加，並發表 2 幅學術海報（見表

131）。期間並安排參訪西雅圖公共圖書

館、西雅圖大學圖書館、西雅圖兒童醫院

圖書館、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等。

（三） 出席歐洲醫學圖書館學會（EAHIL）

年會

6 月 12 至 16 日 臺 北 醫 學 大 學 圖

書館館長邱子恒代表臺灣醫學圖書館

學會受邀出席在愛爾蘭首府都柏林舉

辦的第 12 屆國際醫學圖書館事業會議

暨 2017 年歐洲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聯合

會（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edical Librarianship and the 2017 EAHIL 

workshop）。此次會議共有來自 33 個

國家（其中有 9 個歐盟以外的國家）、

近 400 位健康科學圖書資訊專業人員與

會，此次特別在會議前舉辦一場小型圓

桌會議，邀請非洲健康科學圖書館學會

（The Association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in Africa, AHILA）、澳洲健 

康科學圖書館學會（ALIA Health Libraries 

Australia, HLA）、加拿大健康科學圖書館學

會（Canadian Health Libraries Association, 

CHLA）、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和臺灣醫

學圖書館學會代表出席，共同商議國際醫

學圖書館事業相關議題及彼此之間的合作

構想，這些專業組織自 2017 年起，成為

EAHIL 的姊妹學會（如圖 19）。

（四）舉辦第 1 次醫圖專業人員認證考試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於 8

月 26 日假臺中中山醫學大學教室舉辦第 1

次醫學圖書館員專業人員認證考試，為我

國圖書館界首次辦理館員專業能力檢定和

頒證。共計有來自全國各地 47 名醫學圖

書館工作人員報考，37 位通過考試，取得

該學會頒發的「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

表 131
第117屆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參展海報一覽表

入選海報名稱 參展單位 著者

Integrating library resources with 
curriculums: a case report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蕭淑媛、邱子恒、游曉芬

Why Are Liaison Librarians so Busy?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 梁君卿、黃菊芬、呂宜欣、

鄭英鳳、黃嫃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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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

圖 19　EAHIL 在其官網上呈現 TMLA 為其

姊妹學會

（五）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第 2 屆理監事

選舉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於 10 月 25 日召

開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選舉第 2 屆理

監事，當日會員們投票選出 15 位理事及 5

位監事，隨後召開第 2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

互相票選常務理監事，由臺北醫學大學圖

書館館長邱子恒當選理事長，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圖書館主任李明錦、中國醫藥大學

圖書館館長林時暖、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

館館長胡豫湘、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圖書分

館主任孫智娟當選常務理事，馬偕醫學院

圖書館館長楊明正當選常務監事，推動與

監督 108 至 109 年的會務。

（六）辦理專業發展繼續教育

106 年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與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圖書館主辦 2 場專題演講，

為全國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提供專業發展

繼續教育之機會。第 1 場於 11 月 9 日假

臺大醫圖 4 樓閉架圖書室會議室進行，

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處長暨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副教授余遠澤擔任講

者，題目為「智慧校園經驗分享」；第 2

場於 11 月 30 日在同一場地進行，邀請

Fulbright Specialist、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

前任館員 Kathy Kwan 擔任講者，題目為

「與 Ms. Kathy 暢談 PubMed – Informal 

chat on PubMed and NCBI literature 

resources」。（邱子恒）

參、年度重要活動

我國專門圖書館的種類眾多，活動辦

理與交流方式依母機構性質而多所不同，

茲列舉 106 年各類型專門圖書館之代表性

活動簡介如下。

一、宗教圖書館

（一）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面對紙本與數位資訊並存的時代，

圖書館如何有效過濾、選取、整理資訊，

推介與展現給讀者。當今的「策展」顯然

是一個門徑，如何將特定有意義的主題，

結合文字、聲音、多媒體、影像等各種形

式有系統的介紹給讀者並創造資訊使用的

價值，這是圖書館推廣行銷的重要業務，

也是圖資人不可或缺的知能。因此，財團

法人伽耶山基金會特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共

同主辦「圖書館策展研討會」，由香光尼

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於 10 月 28 日假新

北市立圖書館三樓演講廳舉行，計有來自

各地圖書館界、教育界、佛教界等人士近

二百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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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討會規劃 3 個議題，1. 圖書館

行銷與策展的關係；2. 實體與數位策展的

規劃與管理；3. 圖書館策展之實務分享。

全程安排 2 場專題演講及 3 場專題論文研

討，內容涵蓋創意、國際策展趨勢、策展

技巧、進化服務等面向。第 1 場專題演講

為普拉爵文創執行創意總監暨創辦人薛良

凱主講的「如何更有創意？」，以改變、

轉念、意外、組合、自覺、行動六大方

法，提供籌劃策展者，發揮創意的來源；

第 2 場專題演講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館

管理系教授蘇國垚主講的「進化服務」，

以圖書館的服務及策展工作為主軸，提

出如何做到以客為尊的有感服務。3 場專

題論文研討邀請到博物館、圖書館等策展

領域之學者專家，就「圖書館行銷與策

展」、「策展規畫與管理」、「圖書館策

展實務分享」等主題進行專文發表，內容

包括策展詮釋與技巧、數位內容策展的發

展、策展對圖書館推廣服務的加值與創新

等，以及結合策展活化館藏，為圖書館開

啟多元的新型態。另外亦邀請圖書館界實

務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及圖書館的策展經

驗，由國家圖書館組長黃文德分享國家圖

書館特展策劃理念變遷分析、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助理輔導員葉翠玲分享透過「視

覺藝術」、「表演藝術」、「藝術節慶」

展覽內容延伸圖書館既有之服務機能、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組長呂

智惠介紹臺師大圖書館精選策展故事，分

享圖書館員策展小撇步。

面對當今科技快速變遷的時代，圖書

館更應提供多元的資訊服務，「圖書館策

展研討會」的召開，就是跨領域、跨思維

的內容安排，不僅讓與會者學習策展的技

巧，更提倡以「實際行動」實踐策展，創

造圖書館多元的創新服務。（釋自衍）

（二） 中華信義神學院墨蘭頓圖書資訊

中心

該館為全國唯一以馬丁路德（Luther, 

Martin, 1483-1546）思想為館藏核心之圖

書館，欣逢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特舉辦

「馬丁路德研究資料特展」，內容包括馬

丁路德生平著作、創作聖詩、路德研究核

心期刊、路德研究重要中西文出版品（包

含論文、多媒體）、信義宗人物介紹等，

並作為該院創校五十周年紀念暨提供國內

路德研究學者參考。

（三）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

該館因應分校設立，106 年於高雄籌

設分校圖書館。4 月進行場地及閱覽書架

設備的安置，5 月館藏進駐上架，同時與

系統廠商進行分館參數設定，8 月進行館

員教育訓練與營運測試，於 9 月正式營運

上線。至 12 月底，分館藏書共 1,862 冊，

設置 16 個閱覽座位。除實體館藏外，分

校使用者亦可利用總館「電子資源遠端��認

證系統」，連線使用所有電子資源。

（四）中台神學院圖書館

1. 更換軟硬體設備，採用「HyLib 整

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館藏資

料進行轉檔並正式啟用。

2. 為了提供更為友善、人性化的「悅

讀」環境，鑒於「牽一髮而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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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該館事先妥善規劃有限空間

的重新配置，並利用 6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暑假期間，進行內部空間

大改造工程。

（五）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圖書館

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圖書館於開學

後，邀請臺北以諾書房於 10 月 17 日到院

舉辦書展。

（六） 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中心

1. 106 年舉辦 6 次主題書展，分別為

基督教經典圖書特展、基督教經典

圖書特展―畢德生的藏書閣、盧雲

靈修特展、性別與同性議題探討、

生命教育繪本展、周聯華牧師著作

特展。

2. 4 月 10 日至 11 日支援學校接受教

育部校務評鑑的到校審查。

3. 為紀念該校前董事長周聯華牧師逝

世週年，圖書館與歷史資料中心

在 8 月 6 日至 9 日期間，開闢 3 個

展場，包含周聯華牧師著作特展、

周聯華牧師辦公室與文物展、歷史

資料中心兩間周聯華牧師照片、手

稿、墨寶等文物展場。

（七）聖光神學院立青圖書館

1. 該館於 1 月至 12 月間製作電子資

源操作影音介紹，包含聖光電子資

料庫簡介、華藝線上圖書館、Brill 

Online Books and Journals、 萬 方

數據查詢介紹、期刊文章查詢、

館外查詢暨館際合作、聖經地理

查詢操作介紹等，網址 http://lib.

webits.com.tw/。

2. 10 月 1 日至 30 日舉行「宗教改革

五百週年」書展活動，展覽布置共

展出 200 餘本書籍。

（八）道生神學院圖書館

該館選用寶慶文化公司 M7 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106 年進行館藏建檔電腦化，

提供網上館藏目錄查詢。為慶祝圖書館全

面電腦化，11 月 21 日舉行道生圖書館感

恩禮拜，截至 12 月底共建檔 4,500 餘筆

書目資料。（林荷鵑）

二、醫學圖書館

（一）舉辦醫學圖書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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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辦，國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暨臺大醫院圖書

室承辦，於 3 月 30 日至 31 日假臺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廳召開「臺灣醫學

圖書館學會 2017 年國際研討會、第 39 屆

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暨臺大醫學院

120 週年院慶醫學圖書館國際研討會」，

共計有歐洲、美國、日本和香港等地約

130 位國內外醫學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與

會，會場並設置海報展場及贊助廠商宣傳

攤位。

本次研討會共安排 9 場各種主題專題

演講及入選海報作者分享，藉以瞭解在資

訊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醫學圖書館員如

何由教育、創新、服務角度，觀察與提供

母機構在醫學教育、翻轉教育的理念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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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幫助與啟發，同時就學術資訊傳播、學

術倫理、醫療品質的實證應用等議題進行

探討。透過國際研討會的辦理，使醫學圖

書館同道得以充分學習，亦促進國內外醫

學圖書館之交流與分享，以提升專業素養

及專業知能。（呂宜欣）

（二）傅爾布萊特專家計畫

傅 爾 布 萊 特 專 家 計 畫（Fulbright 

Specialist Program, FSP），由美國國務院

教育和文化事務局（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ECA）於 2001 年啟動。計畫目的

在於媒合美國學者、專業人員與國外主辦

機構，讓美國的專家學者們得以在國外分

享他們的專業知識；透過 FSP 計畫，除了

促進專家學者與機構聯繫交流外，也讓這

些專家學者有機會磨練技能並獲得國際經

驗與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藉由臺灣

醫學圖書館學會的支持，得以向美國國務

院申請 FSP 專家 Ms. Y. Kathy Kwan 來

臺交流（如圖 20）。自 3 月起經過多次

與美國在台協會往返聯繫，Ms. Kwan 於

10 月 15 日來臺，進行六週的交流（106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 日及同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3 日）。Ms. Kwan 訪臺的

研究主題為開放科學（open science），

並對臺大醫圖未來推展作者研究歷程服務

（author service） 如 Copyright、Journal 

Selection、Research Impact 等 議 題， 提

供課程規劃協助。臺大醫圖館員經過密

集聯繫與完整的行程規劃，陸續安排 Ms. 

Kwan 進行約 20 場的個人及焦點團體訪

談與 6 場講座論壇，並針對臺大醫學校

區、中央研究院、衛生福利部及國家研究

院等研究人員進行線上問卷調查。透過本

次 FSP 計畫，除了讓 Ms. Y. Kathy Kwan

完成臺灣開放科學現況的環境檢視與研究

外，也透過假日參觀訪查，讓 Ms. Kwan

深入探索臺灣的人文風景與美食文化；

此外，臺大醫圖館員也透過本次與 Ms. 

Kwan 的交流，有機會再重新思考公開取

用、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等相關議題對於開

放科學的影響。（李明錦）

圖 20　Ms. Kwan 與疾病管制署同仁合影

（三）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認證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指派其教育委員

會於 106 年 8 月下旬舉辦第 1 次醫學圖書

館員認證考試，此為國內圖書館界首次辦

理館員專業能力檢定和頒證，可謂邁出歷

史性的一步，饒富意義。依據該學會實施

的〈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認證辦法〉，考

試分為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及醫學圖書

館管理師兩類，申請者應符合各類其中一

項條件，始得報考。首批共有 47 名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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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其中不乏行將退休者，也有遠從東

部來的考生，結果有 37 名醫學圖書館專

業工作人員通過考試，取得學會頒發的高

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證書。此外，學會亦

接受以個人學術著作申請醫學圖書館專業

人員認證，由教育委員會初審後，再經學

會監事會複審，通過後同樣可取得證書。

該證書有效期限為 5 年，爾後可累積教育

訓練的時數獲得換證。證書的價值一如時

任學會理事長的梁君卿所指出，國內醫學

院校和醫院圖書館勢必更加重視館員的專

業程度和學習精神。梁理事長期待不久的

將來能爭取衛生福利部等其他政府機關，

以及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簡稱醫策會）等上級指導機構的明文認

可，將其納為機構考評指標，鞭策各級醫

院並鼓勵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積極參與認

證活動。（陳冠年）

（四）兩岸醫圖服務特色論壇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9 月 22 日舉辦

「兩岸醫學圖書館特色服務論壇」，邀請

兩岸 13 所醫學校院圖書館共 60 餘人參

與。國內部分由北醫圖書館館長邱子恒以

「全年度圖書資源推廣活動：北醫圖集

點樂」為題，分享透過創意點子推廣圖

書資源利用；臺大醫圖主任李明錦提出

由學科館員「走出圖書館，走入臨床與

研究室」，推動建置臺大學術庫完成率

達 92%；臺北榮總館長胡豫湘以「臺北

榮總圖書館：設於醫學中心的醫學專業圖

書館」為題，介紹院內系統連結臨床資料

庫及 360 度環景導覽特色服務；陽明大學

圖書館館長吳肖琪分享推動培訓學科館員

成為知識傳遞者。大陸醫學圖書館則由上

海交通大學醫學圖書館館長仇曉春分享該

館教學、科研、臨床、管理全方位服務推

動；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于雅楠分享「閱

讀 ‧ 遇見之美：基於讀者共同體的閱讀

推廣實踐」一條鞭式深化閱讀推廣；南京

醫科大學圖書館倪慧明以「紫金山下的南

京醫科大學圖書館」分享在圖書館聯盟、

閱讀推廣及深層次資訊的特色服務。透過

本次論壇，與會者交流了兩岸醫學圖書館

的推廣服務特色。（黃素英）

三、其他專門圖書館

（一）美國資料中心

美國資料中心（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106 年重要活動如下 :

1. 舉辦「描繪美國：美國文學行旅特展」

（America’s Literary Landscape）

美國在台協會與國立臺灣文學

館於 106 年 4 月 7 日至 107 年 2 月

25 日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共同主辦

此特展，介紹 14 位美國作家與他

們筆下的美國風景。這些美國作家

以生動的筆法，創造出令人難忘的

角色，書寫出他們對自身居住土地

的情感與印象，如馬克吐溫的《頑

童歷險記》與密西西比河；傑克倫

敦的《野性呼喚》與阿拉斯加；約

翰 ‧ 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

與加州；華盛頓歐文的《李伯大

夢》與卡茲奇山。透過作家的描

述，搭配相片、影片，並運用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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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360 度環景影片，讓觀

眾宛如置身美國的自然山川，深切

感受美國作家筆下的土地與環境意

識。展覽期間，國立臺灣文學館並

同時舉辦「綠色之夢―當代臺灣自

然書寫特展」。兩場以自然環境為

主題的展覽開幕典禮於 4 月 7 日同

時舉辦，出席開幕典禮有時任文化

部次長丁曉菁、時任臺南市市長賴

清德、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

梅健華（Kin W. Moy）、詩人曾

貴海醫師、畫家陳輝東、陳香吟、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長詹景裕等多

位貴賓。

2. 舉辦「NASA 黑客松」

106 年「NASA 黑 客 松 」 以

「我們的地球」作為主題，希望利

用美國太空總署所提供的開放數

據，透過黑客松的方式，能讓全世

界的人一起為地球面臨的問題從軟

硬體等角度一起提供各種創新的解

決方案，解決地球相關的問題，如

水資源、氣候變遷等嚴峻的問題。

美國資料中心與科技部、國立臺灣

大學以及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等單位

合作，於 4 月 29 日至 30 日假國立

臺灣大學首度在臺灣舉辦「NASA

黑客松」，這場國際黑客松全程

48 小時，全球共有 187 個城市加

入，2 萬 5,140 名參賽者參加，總

共提出 2,017 項科技應用。本次黑

客松臺北場的冠軍團隊 Space Bar

利用 NASA 提供的開放數據，設

計了一個讓大眾易於解讀土石流資

料的應用程式，並可讓大眾進一

步與防災管理人員分享其觀察，

Space Bar 在 106 年 NASA 黑客松

的全球競賽中亦獲得「最佳概念

獎」的殊榮。在臺北黑客松挑戰獲

得第 2 名的 Magic Conch，也入選

為全球最佳數據運用的 5 支決選隊

伍之一。

3. 舉辦「臺美繪本家的自說自畫」 

論壇

美國資料中心及美國創新中心

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合作，於 11

月 17 日在松山文創園區美國創新

中心共同舉辦「臺美繪本家的自說

自畫」論壇，邀請美國知名繪本創

作家 Jon Agee 以畫帶話，現場作

畫並暢談其創作歷程，並與臺灣繪

本創作家劉旭恭、林小杯，針對繪

本創作進行深度交流及分享。（王

珮琪）

（二）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1. 舉辦 106 年愛書人抽獎活動

廣受同仁好評的愛書人抽獎

活動已第 5 年舉辦，總計全年共有

4,221 筆借閱紀錄，共計有 367 位

同仁借閱，92 位同仁借書點數達

20 點以上，可獲得餅乾乙份，總共

有 27 位同仁抽到獎項。

2. 舉辦「萃戀你的美」書展

為了協助同仁了解生技相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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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書展內容以專業生技美容與養

生為主軸，一共展出 53 本書籍，平

均一本圖書預約率為 1.61 人。書展

活動中所舉辦的精油手作課程，出

席率為 100%、問卷回收率達 77%、

滿意度為 4.96 分（滿分 5 分）。

3. 舉辦「左眼電子書、右臉讀書會」

書展活動

為推廣電子資源和推動讀書會

活動，於 10 至 12 月間舉辦書展，

亦首次舉辦讀書會，共計 5 場，分

別為 10 月 31 日「關於邏輯學的

100 個故事」、11 月 14 日「八卦

醫學史」、11 月 23 日「解憂雜貨

店」、12 月 8 日「擁抱 B 選項」

及 12 月 22 日「科學大歷史」，更

以創新手法透過 FB 金時談社團和

Line@ 進行線上導讀，提升讀書會

活動成效。（邱蘭婷）

（三）台北歌德學院圖書館　

1. 策劃 2017 台北國際書展展位，合作

出版線上寫作計畫成果小說中譯本

106 年台北歌德學院策劃台北

國際書展「德國館」的參展重點

是繪本，邀請繪本作家 Anke Bär

女士來臺。此外，自 105 年 4 月

起，德國 C.H. Beck 出版公司和歌

德學院合作進行一個線上寫作計

畫，邀請世界各地具備德語 B2 等

級以上的朋友和德籍作家 Tilman 

Rammstedt 一起寫小說。作家每

天依照約定書寫 2 頁故事內容，報

名登記線上寫作計畫的各地讀者閱

讀作家書寫的內容之後，提出個人

的質疑、問題或是建議，作家在參

考讀者的回饋意見之後，再行修改

內容。此項線上寫作計畫於 105 年

11 月圓滿結束，在計畫進行的同

時，台北歌德學院也邀請輔仁大學

德語系師生進行翻譯工作，106 年

1 月商周出版公司出版了這本由全

球讀者和作家共同創作的精彩小說

《明日待續》，其同時也是該本德

文小說的第 1 本外文譯本。

2. 舉辦「設計思維與未來出版」演講

106 年 3 月，邀請德國波茲坦

HPI 設計思想學院院長烏爾里希•

溫 伯 格（Ulrich Weinberg） 教 授

演講「設計思維與未來出版」。對

現代人而言，環境數位化已經是愈

來愈普及的狀態，數位化不再受到

競爭、個人風格、階級制度及專家

文化等因素之影響，人們需要的是

一個專注於網路的新思維和行動概

念；就閱讀習慣而言，首先面臨衝

擊的即是傳統的紙本閱讀。透過這

次活動，引領參與者以全新的角度

思考如何提升閱讀與文字表達的思

索能力。

3. 舉辦「德國作品周末導讀」活動

從 101 年起，台北歌德學院在

每個月的第 1 個週六下午，在圖書

館裡舉辦「德國作品周末導讀」活

動，至今已進入第 6 年，介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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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本德國作家的作品。每一場導讀

皆請到大學老師、專業譯者或是出

版社編輯擔任導讀講師，希望藉此

推廣閱讀的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德

國作家的作品，知曉有越來越多的

德文作品已被翻譯成繁體中文在臺

灣出版，即使不諳德文，也一樣能

欣賞德國作家作品之美。除了從文

學的角度出發，也多方嘗試從音樂

和電影的角度切入，希望結合「閱

讀和音樂」及「閱讀和電影」，讓

讀者體會並發現閱讀的多樣趣味和

面貌。（王惠玫）

肆、結語

專門圖書館是以母機構所屬人員或

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特定主題

或類型圖書資訊，提供專門性資訊服務之

圖書館或資料中心，近年來也多有以文件

管理中心或知識管理中心為名者。其主要

的任務是透過各種媒介和方法，為特定的

讀者提供服務，各行各業內所設置負責資

料、資訊與知識蒐集、組織、典藏、傳播

等系列環節之單位皆可歸類為專門圖書

館，因此專門圖書館是所有圖書館中最為

龐大和繁雜的類型，存在方式也常依母機

構性質而異。

此類型圖書館常因母機構性質不同而

有著極大的差異，發展也因各領域而有相

當大的落差，目前較具規模的專業組織為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所屬的專門圖書館委

員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神學圖書館委

員會，以及 104 年成立的臺灣醫學圖書館

學會。106 年這些專業組織也積極發揮功

能，規劃辦理各式各樣活動，提供相關圖

書資訊從業人員間互相交流、分享和結盟

的機會，並提升同道的專業知能；其中臺

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於 8 月舉辦第 1 次醫學

圖書館員專業人員認證考試，為我國圖書

館界首次辦理館員專業能力檢定和頒證，

可謂邁出歷史性的 1 步，饒富意義。

106 年各專門圖書館組織學術研討

會、進行各種業務精進活動、舉辦多元推

廣活動，提升各產業圖書館從業人員的專

業地位，進而為相關產業從業人員提供更

優質、更專業的圖書資訊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