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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述

圖書館團體包括國內外在臺灣地區的

圖書資訊專業組織或團體。所謂圖書館專

業組織是圖書資訊專業人員為發展學術或

服務專業理念，秉持公益精神下所組成的

社會團體。依照〈人民團體法〉規定，專

業團體設立須經中央的內政部或地方各縣

轄市政府立案。

依據內政部全國人民團體資訊管理

系統，以圖書或資訊素養立案的社會團體

共計有 11 個社會團體。扣除其中 5 個非

圖書館專業團體之後，共計有 6 個圖書館

資訊專業團體，即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中華圖書資訊

館際合作協會、中華資訊素養學會、臺灣

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與臺灣醫學圖書館學

會。

除上述 6 個已經登記立案圖書館專業

團體外，另增加 2 個專業團體，分別是有

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與國外圖書

專業團體的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等，共計 8 個圖書館團體。8 個圖書館專

業團體之中，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成立

時間最早，同時會員人數最多。在各專業

團體中，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與台

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成員皆是團體會員，

以機關主管作為會員代表。8 個圖書館團

體 106 年基本資料詳見表 204。

圖書館團體

莊道明

表 204
圖書館團體基本資料表（106年）

單位
立案（成立）

時間
理事長

個人會員

（名）

團體會員數

（個）
會址地點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42 年 11 月 柯皓仁 1,355 399 臺北市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72 年 蔡天怡 181 -- 臺北市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81 年 5 月 黃元鶴 435 57 臺北市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88 年 3 月 陳光華 -- 364 臺北市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92 年 1 月 林志敏 46 7 臺中市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95 年 12 月 徐澤佼 54 31 基隆市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103 年 9 月 林志敏 -- 46 臺中市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104 年 9 月 梁君卿 125 49 臺北市

註：（1）依成立時間排序 （2）會址地點依據內政部立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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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民國 106 年 8 個圖書館團體，

除例行性理監事與會員大會年會活動外，

各個團體會務及活動集中在學術活動、教

育訓練、服務推動、會員聯誼或發行學會

刊物。各個圖書館團體發展現況，分述如

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創立於民國 14

年 6 月北京市的「中華圖書館協會」，42

年 11 月 12 日以「中國圖書館學會」為名

在臺北市復會。94 年 12 月經第 49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通過更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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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下設理事會、監事

會，24 個委員會與 1 個小組，協助推動會

務與相關活動。

第 54 屆（106 年）學會組織如下：

（一） 理事長：柯皓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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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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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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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委員會、小組名稱及各委員會之主

任委員（召集人）名單如表 205。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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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會員人數統計

如表 206。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106 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的會務活

動包括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舉辦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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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圖書館學會年會

第 5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圖書館

事業的蛻變與挑戰研討會」106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

開，有來自全國各級圖書館團體與個人會

員約 300 人出席。上午舉行第 55 屆理監

事選舉投票、會員大會、專題演講與頒獎

典禮；下午為研討會分 3 場次進行。同時

舉辦公共圖書館海報展、公共圖書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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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題演講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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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hool Chair-Elect 的 Dr. Sam Oh 主 講

What does the iSchool movement have in 

store for library services?；高雄市立圖書

館館長潘政儀主講「高雄市立圖書館行政

法人化的蛻變與挑戰」。會中並頒發特殊

貢獻獎於王行仁先生（如圖 59）。

表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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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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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右表）

表20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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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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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認證委員會

長青會員委員會 汪雁秋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陳書梅

表 20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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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424 314 399 1,754

繳費數   617* 194   81 330 1,222

註：（1）本表資料統計至 106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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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七年圖書館年鑑 

382

圖 59　王行仁榮獲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特殊

貢獻獎

（二）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1.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於 4 月 22、23

日辦理「重新頌書香」閱讀市集活

動，全國各縣市民眾約 2,000 人次

參加。

2.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與書香社會推動

委員會配合世界書香日及臺灣閱讀

節，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三）舉辦學術研討演講論壇

各委員 106 年舉辦學術研討會或論壇

活動，詳見表 207。

表 20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委員會舉辦研討會統計表（106年）

研討會主題 日期 主辦單位 內容備註

第 39 屆醫學圖書館工

作人員研討會

3 月 30-31 日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與醫

學圖書館學會合辦

海峽兩岸資訊暨媒體素

養教育學術研討會：素

養教育再創新

10 月 7 日 資訊素養委員會與世新

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合辦

針對資訊素養教材發展的標

準、資訊素養數位教學與教案

內容進行理論與實務的探討，

共計 200 位師生參加。

圖書館策展研討會 10 月 28 日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全國各縣市館員約 300 人參

加。

圖書館創新服務研討會 11 月 24 日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與正修科技大學圖書館

合辦

探討圖書館各項創新服務與作

為，邀請各學者專家進行專題

演講。

2017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

位論文獎助發表會

12 月 22 日 教育委員會 於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辦。

2017 公共圖書館海報展 12 月 9 日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與書

香社會推動委員會合辦

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B1 穿堂

舉行。計有 8 間國內公共圖書

館，11 件作品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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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國際專業團體活動

學會會員參加國際圖書館專業團

體舉辦學術活動，例如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2017 年會、第 83 屆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IFLA）年會等，具體成果如

下。

1.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協助組團於 7

月 29 日到 31 日參加湖南長沙舉辦

之「第 7 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

壇」，並參訪大陸湖南省長沙市青

園小學、長沙東郡小學、寧鄉城郊

中心小學、寧鄉城郊九年一貫制學

校，共 4 所學校圖書館並與之經驗

交流。臺灣地區共發表 10 篇專業

論文。

2. 學會於 6 月 21 日至 28 日組團赴

美國芝加哥參加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2017 年會，由理事長柯

皓仁率團共計 12 人與會，成員來

自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北美國學校圖書館、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等 6 個單位。除

參加海報展展出海報 3 件外，理事

長柯皓仁也在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

會（CALA）年會中發表演講；團

員順道參訪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芝

加哥公共圖書館總館及華埠分館，

與拜訪國立中央圖書館前館長李志

鍾。

3. 學會於 8 月 17 日至 27 日組團赴

波蘭弗羅茨瓦夫參加第 83 屆國際

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年會，

由理事長柯皓仁率團共計 20 人參

加，成員來自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圖

書館、國家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

館、國立中興大學、世新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等 11 個單位與會，並參加海報展

展出 8 件作品。參與論文發表者有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蔡明月、國立中

興大學副教授宋慧筠、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教授吳可久與臺北醫學大學

圖書館館長邱子恒、臺北市立圖書

館館長洪世昌與啟明分館主任何健

豪等，共發表論文 4 篇，並順道拜

訪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等。

（五）精進館員專業工作知能

基於增進館員專業知能，學會定期於

每年暑期辦理專業研習班課程，並由各委員

會依據各自領域主題不定期舉辦相關訓練課

程。106 年重要研習課程成果如表 208。

1. 教育委員會委託各圖書館與圖資系

所辦理圖資專業之研習班，共為圖

書館在職人員規劃 8 場研習班，

其中 6 場次順利開班。106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開班，共計

244 人次參加研習。辦理情形如表

208。

2. 分類編目委員會與國家圖書館於 6

月 30 日、8 月 11 日、10 月 20 日

合辦 3 場 IO Talk 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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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8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委託辦理暑期研習班一覽表﹙106年﹚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數

數位策展與創新服務規劃研習班 7/17-7/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

圖書館營運績效評估研習班 7/25-7/28 國立中興大學圖資所暨圖書館合辦 -

圖書館創新服務典範研習班 7/31-8/4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合辦

49

突圍與蛻變：變革時代圖書館的

決勝關鍵研習班

8/7-8/11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1

創意行銷 3.0―圖書館網路行銷

與社群經營研習班

8/7-8/11 臺北市立圖書館 50

圖書館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班 8/18、8/25、9/1 國家圖書館 34

圖書裝幀與保存研習班 8/21-8/25 國立臺灣圖書館 31

第一次就上手―新媒體與圖書館

行銷研習班

8/28-8/3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59

3.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與臺中市立

圖書館合作於 6 月 14、21、28 日

連續三週，辦理 2017 年「書目療

法種子教師」培訓課程，有臺中市

立圖書館各分館主任及總館同仁共

35 人參加，課程時數為 18 小時。

4. 分類編目委員會於 9 月 23 日辦理

資訊組織分析師認證能力考試，70

人應考、49 人及格獲頒證書。

（六）編印圖資專業論著刊物

1.《圖書資訊學研究》（半年刊）

106 年各期正常穩定出刊，並被收

錄於國外資料庫 LISA 及 DOAJ

等。106 年 6 月份出版第 11 卷第 2

期、12 月份出版第 12 卷第 1 期。

2.《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

（月刊），由出版委員會負責按月

編輯發送。

（七）獎勵圖資從業館員師生

學會基於鼓勵圖書資訊從業人員與對

圖書館有貢獻人士，每年辦理各項獎勵作

業，包括對在學學生提供獎學金或學位論

文獎徵選。106 年各獎項獲獎情形如下：

1. 學會榮譽獎勵：特殊貢獻獎：王行

仁；社會服務獎：財團法人味丹文

教基金會、莊文欽、南華大學無盡

藏圖書館等 3 個單位（個人）；資

深服務獎：陳宜慧、釋自衍。

2. 頒發學會獎學金：沈祖榮暨沈寶環

教授、蔣復璁、韋棣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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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飛資得獎

學金」頒發作業。106 年計有國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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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圖書資訊系所 41 位學生或館員獲

獎，獎學金總額為新臺幣 30 萬元。

3. 獎助學位論文活動：共有 13 件碩

士論文申請（臺大 1 件、臺師大 4

件、政大 2 件、中興 1 件、輔大 1

件、淡江 4 件），2 件博士論文申

請（臺師大 1 件，政大 1 件）。

獲獎優秀博士論文：張衍 1 名；優

秀碩士論文：尤玳琦、林孟瑢、朱

凱纓、沈宗霖等 4 名；另有佳作 2

名：林詩涵、鄭英鳳。於 12 月 22

日下午在國家圖書館 1 樓簡報室舉

行「2017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

文獎助發表會」。

4. 國際學術會議參與獎助：論文發表

獎助：吳亭佑、余秋芸（韋棣華獎

助金）、何健豪、謝順宏（張鼎鍾

教授獎助金）。海報發表獎助：

蕭淑媛（韋棣華獎助金）等共計 5

名。

（八）國內同道經驗交流分享

1. 會員發展委員會建置學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學會社群網站，粉

絲人數總計 698 人。

2.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建置專屬 FB 粉

絲專頁「公共圖書館大小事」，鼓

勵全國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加入，

分享各館活動資訊及相關圖書館議

題。 至 106 年 10 月 26 日， 計 有

185 人加入，309 則活動訊息分享。

3.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持續更新

FB 粉絲專頁，張貼委員會活動相

關訊息，以及閱讀與心理健康之相

關資訊。

4. 長青會員委員會於 3 月 22 日舉辦

業務觀摩及經驗分享，參訪上海商

業儲蓄銀行行史館。

5.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於 6 月 2 日參訪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

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

6.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辦理圖書館

同道實務分享會共 5 場，延伸 105

年實務分享會之議題，進行館員工

作交流。

（九）其他重要工作事項

1. 學會接受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委託

研究案「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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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長柯皓仁主持。期

限至 106 年 12 月 15 日。

2. 學會接受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研究

案「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

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之探討」，由

政治大學副教授林巧敏主持。期程

至 12 月 15 日。

3. 學會刊物《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於 3 月 31 日榮獲國家圖書館

所頒「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

的「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圖書

資訊學學門第 1 名。

4. 學會 4 月 13 日召集各類型圖書館

委員會舉行〈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

準〉擬請修正意見討論會議。並於 5

月 26 日向教育部提出建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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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會於 6 月 9 日召開圖書館事業發

展白皮書修訂編輯第 1 次會議。

6. 長青委員會辦理退休館員口述歷史

訪問計畫，於 11 月 3 日召開退休

館員訪問計畫工作小組第 3 次會

議，討論體例、版式、注釋、名

稱、文稿順序、出版、相片等事

項。106 年訪問 2 位，加上 105 年

度，共訪問 8 位，完成 8 篇訪問

稿。（郭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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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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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處理館合協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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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芳；

理事王健文、李婷媛、林福仁、林麗娟、

洪玉貞、胡豫湘、袁賢銘、崔燕慧、潘政

儀。常務監事洪世昌；監事李宜涯、陳英

一、閔蓉蓉。各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召集

人）請見表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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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專門圖書

館等圖書資料單位皆可申請入會。106 年

會員單位共計 364 個。

二、會務及活動

（一） 發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通訊》

通訊於 99 年 12 月起改以電子形式發

行（http://www.ilca.org.tw/ilcael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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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底止，已發行至

第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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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系統量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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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件的會員館提供文獻轉介服務。原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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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在 99 年 8 月 10

日通過「館際合作轉介服務改由各區分別

負責」服務。106 年各分區轉介館北區為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區為中國醫藥大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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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服務自

96 年 1 月 10 日公告實施後，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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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員大會

協會於 106 年 3 月 24 日假靜宜大

學國際會議廳舉行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大

會。大會邀請柯皓仁副理事長以「大學圖

書館空間再造與創新服務設計」專題演

講，並邀請館長陳明柔與設計師劉孟晉共

同分享「圖書館空間改造與服務設計的對

談」座談會。

（四） 召開第 13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

席會議

106 年第 13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

聯席會議共召開 4 次（召開日期分別為

2 月 15 日、6 月 16 日、9 月 22 日、12

月 22 日），各次會議紀錄均刊載於協會

網 站（http://www.ilca.org.tw） 及 通 訊

（http://www.ilca.org.tw/ilcaeltr/）。

（五）各委員會重要學術活動

1.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為增加閱讀的樂趣和情境，

營造讀者與文學作品的互動體驗，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與國家圖

書館及南臺科技大學於 4 月 14 日

表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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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華（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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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前館長）

中部分區委員會 林時暖（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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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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舉辦「圖書館利用虛擬實境

VR 之閱讀新體驗」活動，邀請館

合協會會員單位參與。以當前熱門

虛擬實境 VR 技術為題，現場展示

南臺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

學系為圖書館繪製及撰寫 3D 閱讀

軟體，營造一個穿梭古今環場情

境，讓年代久遠古人漢學著作，提

升讀物的接受度和親近性，增進讀

者的閱讀興趣。

2.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為協助各會員館推動國際合

作與文化交流，國際館際交流委員

會於 9 月 15 日與「日本圖書館總

合展營運委員會」舉辦茶會，藉由

兩個團體相互介紹了解學會成立宗

旨、組織營運及活動，增進日本圖

書館業界對我國圖書館合作組織瞭

解。

3. 北部分區委員會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於 4

月 26、27 日舉辦「圖書館行銷研

習活動―新媒體基礎課程」研討

會，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強化參與者

想像力及創造力，引導館員發想、

學習概念，藉由新媒體行銷技巧以

吸引年輕人使用圖書館資源，提高

借書率與使用率。

4. 南部分區委員會

為提升館員自主學習，增進

自我專業能力，崑山科技大學圖書

資訊館於 4 月 28 日舉辦「自主學

習與圖書館研討會」。大會邀請專

家學者進行 2 場專題演講，講題為

「從大學生的自主學習看圖書館服

務創新」、「學生自主學習風潮下

的圖書館員角色」，會中並以「圖

書館重構」工作坊實例演練，促進

館員學習成長。

5. 中部分區委員會

為加強圖書館員對著作權之基

礎觀念及數位授權契約之瞭解，國

立中興大學圖書館於 5 月 17 日舉

辦「著作權基礎觀念及簽定數位授

權契約的注意事項」專題講座，邀

請城邦媒體控股集團法務部專家演

講，針對著作權及簽訂數位授權契

約時的注意事項加以範例說明。

6. 東部分區委員會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於 7 月

13 日辦理「地質與環境教育：圖書

館主題閱讀推廣與行銷工作坊」，

分享地質學家及圖書館從業人員，

實際推廣經驗與具體執行方法，彼

此交流分享知識優化主題學習的推

廣與行銷。

12 月 20 日該館舉辦「愛上圖

書館―志願服務在圖書館的運用分

享會」，藉由圖書館同道分享其運

用與管理志工的經驗，讓與會各館

瞭解可藉由志工的協助，補充人力

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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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探討國內、外創新館際合作機

制，如香港高校圖書館 JULAC 的

合作模式，經由通用借書證、協作

館藏發展、合作編目等機制，增加

館際合作方案。

8. 會務設計委員會

安排協會第 13 屆理監事會議舉

行、協助承辦單位舉辦年度會員大

會，協調各委員會間的活動，並與

秘書處合作籌劃協會之會務營運。

9.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規劃圖書館聯合採購事宜，於

「105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

館長聯席會」上討論共識並列入後

續追蹤事項，未來獲得教育部同意

後執行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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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係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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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 （以下簡稱 NDDS）。

NDDS 系統服務對象有國內具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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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需繳交系統使用費取得會員使用

資格。目前館際合作運作方式：國內部分

是藉由線上聯合目錄查詢國內 400 餘館

的圖書期刊館藏，提出申請全文複印及圖

書、博碩士論文與技術報告借閱；國外資

料複印則是依照需求提交到歐美、日本、

大陸與香港等地圖書館進行支援合作，最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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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共計有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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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近半數使用者類型為博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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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種，全年總申請件數為 4 萬 4,814 件，

又以期刊論文複印為最多，占 44.37 %，

請參照表 210。

表 210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總申請件―依文獻申請件類
型統計

文獻申請類型 申請件數 百分比

期刊論文 19,883 44.37%

圖書借閱 17,009 37.95%

博碩士論文 / 研究報告  5,030 11.22%

國外文獻申請件  1,572  3.51%

會議論文  1,320  2.95%

總計 44,8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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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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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際複

印系統、區域圖書館各自拓展館際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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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為維護服務品質，NDDS 系統每年均

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106 年起依照精進

和優化系統介面需求重新改版 NDDS 系

統。進度已接近完成階段，預計 107 年 9

月及 12 月分 2 階段上線，將推出嶄新的

操作介面與服務項目統計、介接圖書期刊

相關系統查詢及電子期刊傳送機制，期能

配合新科技發展與資源發展趨勢，切合圖

書館於數位時代的資源取用服務。﹙林孟

玲﹚

圖 60  近五年申請文獻與圖書申請件數

資料來源：取自歷年之 NDDS 使用統計及服務績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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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一、組織管理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CALISE） 於 民 國

81 年 5 月 30 日成立，同年亦向內政部申

請立案核可。學會成立宗旨在研究、發

揚與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推動研究與

推廣圖書資訊學教育；研討圖書資訊學

學制與課程；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方法

與經驗之交流；推動學用合一以及專才

專用制度；增進圖書資訊學教育之國際

合作等。106 年 12 月 31 日止，學會的

永久會員共計 78 人、普通會員共計 207

人、學生會員共計 150 人，團體會員共

計 57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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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陳世娟，副秘書長

彭于萍、陳冠至，總務林靜宜。

第 12 屆第 3 次理監事與系所主管聯

席會議，於 10 月 30 日，假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文開樓 503 室召開。

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於 12 月 9

日，假國家圖書館 421 教室舉行，會議主

要活動包含辦理會員投票，選舉第 13 屆

理監事成員。第 13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

於 12 月 29 日，假國家圖書館讀者餐廳舉

行。會議選舉結果為第 13 屆理事長是世

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主任莊道明。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舉辦教師聯誼會：學會與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合辦，輔仁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世新大學圖書

館協辦的「教育遊戲化工作坊暨圖

書資訊領域教師餐敘聯誼會」於 2

月 17 日，假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

室舉行。主要目的為提供設計良好

的遊戲化教學方案，讓圖書資訊領

域教師實際體驗，從中學習遊戲化

教學方案之設計原理、應用方向與

原則，深入認知遊戲化教學意涵，

未來可融入圖書資訊領域教學情

境，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興趣及成

效。邀請對象涵蓋國內圖書資訊領

域系所專兼任教師及博士生，與會

成員來自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共計

18 人與會（如圖 61）。由臺科大

迷你教育遊戲設計團隊專案講師、

遊弈思歐洲桌上遊戲工作坊創辦人

劉忠岳規劃課程內容，包含遊戲化

方案體驗與解析、內外在動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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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練習等主題。與會人員分組參與

講師所設計的遊戲活動，實際領略

遊戲融入教學的情境，所有與會者

熱烈參與實作過程，歷時 8 小時，

動腦也動手，享受學習的快樂。中

午餐敘由與會者分享研究主題與方

向、教學專長、研究或教學經驗

等，促進圖書資訊領域資深教師及

新進教師交流與傳承教學經驗機

會。

（二） 頒發學生獎助金；學會第 13 屆

第 1 次會員大會中，頒發學會

CALISE 獎學金。獲獎人計有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二

年級黃瓔珞、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系碩士班二年級許詩怡、輔仁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二年級沈

彤玲、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游子

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張婷嫥、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

班二年級陳思婷、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邱愉涵。由飛資得公司、台灣國

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凌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漢珍數位圖書公

司等，贊助學會頒發研究生獎學

金。（黃元鶴）

 

圖 61  「教育遊戲化工作坊暨圖書資訊領域教

師餐敘聯誼會」全體與會者合影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Chinese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ociation, CILA）成立於民國

92 年，以促進資訊素養相關領域的專業研

究及推廣教育為宗旨，結合關心資訊素養

教育的學者、專家、各級教師、圖書館館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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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設置理事 9 人、監事 3 人，任期

2 年。第 6 屆理監事名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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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於 1 月 13 日在逢甲大學圖書

館舉辦「資訊翻轉、素養創新」研

討會，以資訊素養創新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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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資訊尋求行為及磨課師課程教

學設計等議題進行研討，並透過案

例分享深化資訊素養的推動與應

用。研討會安排 6 場主題演講，

由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黃鴻珠主講「資訊素養創新模式以

美國高等教育為例」、世新大學資

訊傳播學系教授阮明淑主講「走出

圖書館，資訊素養全校出擊」、大

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迺貞主

講「轉身發現新世界？資訊素養課

程於翻轉教室之實踐」、國立交通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王美鴻主講

「資訊素養通識課程的理念與實

踐」、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參考組

組長姜義臺主講「從資訊素養與資

訊尋求行為談大學圖書館利用教

育」、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

研究所教授陳姿伶主講「談資訊素

養 MOOCs 化的教學設計」。

（二） 11 月 24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開

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資訊安

全之管理與應變研討會」。邀請產

官學專家講授資訊安全相關知識，

針對數位創新、物聯網、FinTech

金融科技、政府資安策略及案例分

享等議題，提出對抗資安威脅之因

應對策，建立防範資料外洩與駭客

入侵等機制，以期有效降低資安風

險，強化全民資安意識，並為未來

可能面臨的資安風險提出相關建

言。

（三） 12 月 15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與台

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共同舉辦「聚

焦學習 X 共創價值：大學圖書館的

進擊攻略」研討會，針對大學圖書

館因應數位時代的營運趨勢進行研

討。（張惠茹）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一、組織與管理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成立於民國 90

年，成立宗旨主要透過聯盟的機制，集結

團體購買力量，降低會員電子資源採購相

關成本、電子書館藏共建共享的目標。93

年 9 月經內政部核准，正式成立有限責任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Taiwan E-Books 

Supply Cooperative Limited, TEBSCo），

持續推動發展多元化圖書館聯盟，建立良

好的館際合作網絡，凝聚採購談判力量，

協助成員圖書館有效節省採購成本，發展

電子資源館藏。該社章程明訂社員分成法

人社員及個人社員 2 種，社員以公私立大

專校院為主，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總

計有 46 個社員。

合作社設理事 7 人，候補理事 2 人，

任期 2 年；監事 3 人，候補監事 1 人，任

期 2 年。106 年 5 月 12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

館召開社員大會，並舉行第 5 屆理事、第

11 屆監事選舉，名單如下：理事主席林志

敏；理事吳有基、陳献庚、楊智晶、黃皇

男、廖淑娟、蔡榮婷；監事主席林時暖，

監事李仁鐘、陳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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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舉辦年度社員大會

5 月 12 日召開年度社員大會，邀請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產業分析師兼

組長童啟晟以「萬物風潮下大數據應用趨

勢」為題進行演講，以期能協助社員掌握

新知與趨勢。

（二） 辦理社員圖書館電子書推廣活動經

費補助

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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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學習活動中，進而提升

電子書的使用效益。總計有 20 個社員圖

書館提出推廣活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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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表 211 
有限責任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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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大華科技大學 「就是愛看書―悠遊在雲端」電子書推廣活動

中國醫藥大學 E 書在手，E 覽無遺

中華大學 一起闖蕩 e 書世界

亞洲大學 飛閱雲端，e 起看 Book

東海大學 遇見，福爾摩斯

南開科技大學 我要成為海借王：出發吧！進入偉大的航道！

南臺科技大學 iRead 電子書南臺科大借閱王就是您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書答題競賽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書閱讀及智慧財產權宣導」演講會

國立宜蘭大學 作伙來讀冊：e 起來創意地質旅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 書在手，E 起分享趣

國立清華大學 電子書嘉年華：揪團� e 起來旅行 !

國立嘉義大學 「查電子書 戳獎品」活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遨遊 Ebook 寶藏庫，建構知識黃金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手寫 E 書的美好―圖書館明信片傳情活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7 iRead 一起愛閱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 起去旅行：跟著書海遨遊趣

國立聯合大學 愛上圖書館～好禮雙重送！！

逢甲大學 Libraryman ～圖書館特務：nice 圖 meet you!

朝陽科技大學 中華數字書苑電子書線上有獎徵答活動重返青春三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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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辦「聚焦學習 X 共創價值：大學

圖書館的進擊攻略」研討會

12 月 15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舉辦

「聚焦學習 X 共創價值：大學圖書館的

進擊攻略」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分別就

數位化學術研究服務新趨勢、學習共享空

間，以及遊戲式學習、虛擬實境在數位學

習中的應用等主題進行研討。大會並邀請

該社會員分享電子書推廣活動經驗，希望

引領同道深度交流，進而激盪出服務推廣

新思維。（蔡幸珮）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一、組織與管理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S&T），前身為美國資訊科學暨科技

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SIS&T 共 計

14 個區域性分會（regional chapters）、39

個學生分會（student chapters）、17 個主題

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s, SIGs）。

台北分會自民國 72 年創立以來，透過辦理

各項學術活動，促進學界發展。近年台北

分會不但積極辦理各項學術活動，更持續

召募成員，並透過多元的方式提升分會在

國際間的能見度。台北分會 Facebook 粉絲

專 頁（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1388718341347023/）自 102 年創立以來，

成員持續增加，至 106 年 12 月底共 181

位成員。而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總會之

會報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SSN

　1550-8366）第 43 卷第 3 期（頁 3-5、26-

27）與第 43 卷第 5 期（頁 3-6）皆報導了

關於台北分會之內容。106 年學會組織成

員包括：會長蔡天怡（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助理教授）、副會長林素聿（淡

江大學資訊與圖書學系助理教授），與秘

書長張映涵（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博士生）。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一） 圖書資訊學研究設計暨論文寫作與

發表論壇

在台北分會前會長邱銘心（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的促成下，台北分會與亞太分會於 106

年 3 月 27 至 28 日在香港大學合辦圖書

資訊學研究設計暨論文寫作與發表論壇

（The Symposium on Research Design, 

Paper Writing & Publishing in Information 

Science）。有賴香港大學教授朱啟華與亞

太分會傾力辦理此論壇，議程內容非常豐

富，與會學生近 50 位。其中，來自臺灣

的與會者包括會長蔡天怡、副會長林素聿

及 3 位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博士生李

宗曄、梁鴻栩及楊誠。

本次論壇 2 日上午共計安排了 8 位

講者進行 4 場專題演講，下午則為小組

寫作與討論時段，由 9 位教師擔任導師

（mentor）帶領學生針對彼此的寫作進行

討論與分享。專題演講講者與各場主要內

容包括香港大學教授朱啟華與新加坡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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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學助理教授 Natalie Pan 談如何設

計具有高影響力之研究；JASIS&T 主編

Javed Mostafa 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林

瑋以 JASIS&T 為例，談期刊走向與投稿

相關事宜，並提出投稿相關建議；OCLC

資深研究員 Dr. Lynn Connaway 與密西

根大學教授 Soo Young Rieh 分別就其研

究經驗談質化研究方法之運用；香港大學

助理教授胡曉及國立臺灣大學助理教授蔡

天怡則分析 ASIS&T 及 iConference 歷來

最佳論文中之量化研究，輔以個人研究經

驗，探討量化研究實施與寫作之問題。

寫作討論導師包括 Lynn Connaway

（OCLC）、Natalie Pang（南洋理工大

學）、朱啟華（香港大學）、胡曉（香港

大學）及蔡天怡（國立臺灣大學），以及

其他 4 位教師：James E. Andrews（南佛

羅里達大學）、Hong Huang（南佛羅里

達大學）、Patrick Lo（筑波大學）及林

素聿（淡江大學）。

（二） 會員大會暨行動裝置資料與使用者

研究工作坊（Annual Meeting and  

Workshop on Mobile Data and User  

Studies）

會員大會暨行動裝置與使用者研究工

作坊由台北分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共同主辦，於 10 月 13 日假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舉辦。年度會員大會由

會長蔡天怡主持，介紹台北分會及其近來

之發展。此次大會暨工作坊共計 70 人參

與。與會者主要來自 9 所學校，人數多至

寡依次為：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世新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清華大

學、淡江大學與國立中興大學。

年會同時舉辦行動裝置資料與使用者

研究工作坊，旨在探究運用行動裝置蒐集

資料能為研究議題帶來之助益與此方法之

挑戰。工作坊共計邀請 3 位資訊相關領域

專家學者分享其研究經驗，講者與講題包

括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張

永儒講授的「應用行動科技記錄與研究人

們日常生活行為與脈絡」、國立臺灣大學

智慧聯網創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游創文

講授的「Supporting People with Alcohol-

related Problems using Mobile Connected 

Devices」，以及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陳書儀講授的「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行動社群網絡中的資訊偶

遇」。

此次工作坊邀請圖資領域博士生分

享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講者包括鄭惟

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陳勇汀（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兩位博士生，以及一位博

士後研究員董蕙茹（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暨研究所）。

台北分會首度舉辦「無聲競標拍賣

會」（silent auction），進行小額募款。

「無聲競標拍賣會」是國外行之有年的小

額募款方式，透過與會者提供物品拍賣，

再透過與會者在每件物品旁所擺放的競標

單上，以紙筆進行「無聲」競價，最終將

拍賣所得作為募得之款項；未賣出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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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物品提供者攜回。拍賣會由工作坊與

會者共襄盛舉，共計有 39 件物品成交，

所得全數作為分會基金，拍賣所得明細

已於會後隨即公告於活動網站（https://

asist-taipei.wixsite.com/workshop2017/

silent-action）。

（三） 其他學術交流活動―五分鐘快報 

活動

學會於 5 月 18 日在淡江大學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主辦的「教學與研究成果發表

會」中，合作辦理研究交流活動（research 

forum）。由於 105 年所辦理之 5 分鐘研

究快報活動（five-minute madness）迴響

熱烈，台北分會再度邀請各校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碩士生與博士生參與，利用簡短的

5 分鐘分享其研究。5 分鐘研究快報活動報

告人來自 5 所學校，共計 1 位博士生、5

位碩士生，依議程次序包括蕭宗銘（國立

臺灣大學）、賈逸翔（國立臺灣大學）、

陳瑞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志雍

（輔仁大學）、蔡雨農（世新大學）、賴

佳柔（淡江大學）。5 分鐘快報活動由副

會長林素聿主持，活動開始前由祕書長張

映涵進行會務報告，當日共計 9 位淡江大

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師參與，並惠予學

生諸多建議。（蔡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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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成立於民國

104 年 9 月 3 日，成立之宗旨為與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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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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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團體會員有 49 個單位，

個人會員有 124 名，學生會員 1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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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醫學圖書館國際研討會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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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圖書館承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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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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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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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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華盛頓州會展中心（Washington State 

Convention Center）舉行之第 117 屆美

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17th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計有來自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圖書館館員呂宜欣、黃菊芬及臺北醫學

圖書館館長邱子恒、蕭淑媛共 4 位團員參

加，共發表 2 張學術海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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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醫學圖書館員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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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舉辦第 1 次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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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

（五） 選舉第 2 屆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理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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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監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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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 年的會務。（邱子恒）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由黃文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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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鈺、謝淑熙、涂進萬等倡議成立，成

立目的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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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舉辦圖書館利用教育及資訊素養研

討會、講習、培訓、觀摩等活動，

提供中小學圖書館工作者相關資訊

及經驗交流的管道。

（三）發行中小學圖書館相關出版品。

（四） 規劃中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及提升

資訊素養發展策略及評鑑方案，提

供政府制定圖書館利用教育及提升

資訊素養政策建議。

106 年學會人事：常務理事 5 名，理

事長徐澤佼、陳宗鈺與涂進萬為副理事

長、范綺萍擔任祕書長、劉文明、陳江海

擔任常務理事；監事長：謝淑熙。目前會

員人數，學校團體會員 31 名，個人會員

54 名，會員合計共 85 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參加及協助辦理在湖南長沙舉辦之

「第 7 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

壇」

「第 7 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於 7 月 28 日至 31 日於湖南省長沙市天心

區維也納國際酒店舉行，由香港《閱讀 ‧

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世界華語學

校圖書館館長聯盟主辦（如圖 62）。臺

灣參訪團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陳昭

珍教授擔任總領隊，高級中學輔導團國際

交流組徐澤佼、范綺萍負責策劃、召集，

共 18 位與會，再加上師大圖資所學員 17

位，政大林巧敏教授與 2 位國小圖書教

師，共 38 位與會。本屆論壇共有 20 篇

論文發表，獲選口頭暨書面發表之平行講

座共 11 場，臺灣代表占 7 篇；獲書面發

表之平行講座共 9 篇，臺灣地區共 4 篇，

臺灣代表總共發表了 11 篇論文。大會於

7 月 29 日下午安排參觀長沙和寧鄉學校

閱讀教育成果、圖書館及校園，就青園小

學、東郡小學、寧鄉城郊中心小學（附有

其他寧鄉學校展示）、寧鄉城郊九年一貫

制學校 4 所學校。

（二）接待大陸圖書館、閱讀教育參訪團

香港夢飛翔慈善關懷基金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安排湖南省長沙市閱讀推動

教師、11 月 28 日安排湖南省寧鄉市教育

局，至臺灣進行圖書館及閱讀教育參訪。

由學會予以安排高中參訪部分，參觀地點

為新北市立秀峰高中圖書館。

（三） 協助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輔導工作坊暨研習辦理工作事項及

內容，詳見「中小學團」專題。

（范綺萍）

 

圖 62　106 年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TTLA）國際交流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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