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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吳英美

壹、綜述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依據

〈圖書館法〉第 4 條所賦予之服務對象、

設立宗旨，並以「2015-2020 年策略計

畫」及「中央政府總預算國家圖書館預算

總說明」為營運方針，辦理各項年度業務

及漢學中心的營運；同時，各項施政及補

助計畫皆訂有工作計畫、執行期程且落實

進度及品質管控，因而近年來各項對讀

者、圖書館界、出版界乃至國際合作的館

務無論在質與量皆逐年向上提升。

計畫期程只有 4 年的「國家圖書館南

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建設計畫」自 107

年開始執行，由於期程短促，所以計畫各

環節節奏非常快，已依進度分別完成專案

管理及建築設計監造團隊的遴選，並進入

基本設計階段。當然，未來相關營運所需

的各項業務政策、作業流程、管理機制、

系統設備規格等的研訂、討論也如火如荼

地展開。

國圖對國內公共圖書館的輔導作為向

來是不遺餘力，107 年除持續精進區域資

源中心的館藏及營運作為外，在人員培訓

方面，國圖組團遠赴美國及歐洲進行海外

異地培訓及標竿學習。另外，107 年所進

行「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

程個案計畫」的先導計畫，象徵臺灣公共

圖書館的體制將得以翻轉是指日可待的。

另外，在國際交流上，除持續每年

擴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新據點外，

並分別在各據點舉辦「臺灣漢學講座」、

學術研討會及展覽，同時也邀請國際重要

的圖書資訊學專家到臺灣與圖書館界進行

交流，派員參加國際會議並鼓勵勇於參加

海報展，107 年以「全球共享的國家記憶

網站之建構：以『臺灣記憶展覽與管理系

統』為例研究」獲得「太平洋鄰里協會

（PNC）2018 年年會海報展」首獎。此

外，國圖在 9 月 26 日至 28 日一連 3 天舉

辦「第 21 屆電子學位論文國際研討會」

（ETD 2018 TAIWAN），這是目前全球

最具規模的國際型電子學位論文合作組織

NDLTD（The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首度在臺灣

舉辦年會及董事會議，在臺灣的學術傳播

能見度上，意義非凡。

對於各項法定職掌項目的執行，國圖

均以貫徹政府施政目標為依歸，撙節公帑

創造最高的績效目標，勇於創新、努力提

升服務品質並建立專業形象。本文就「完

成南館暨聯典中心之競圖」、「輔導全國

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推動閱讀活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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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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各項重

要業務的推展成果，文中各項資料皆由各

組室提供原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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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而各項統

計數據皆來自各組室的工作統計。

貳、完成南館暨聯典中心之競圖

106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正式核定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建

設計畫」，建設期程自 107 年至 110 年

止，總經費新臺幣 42 億 8,208 萬元。國

圖旋即於 107 年開春即快速陸續展開第 1

年的工作項目，包括遴選專案管理團隊、

委託設計與監造團隊，以進行地質鑽探及

基本設計等。

一、辦理新建工程競圖評選作業

在 3 月 15 日「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

暨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

術服務」案決標作業中，遴選出誠蓄工程

顧問為專案管理團隊後，4 月 2 日教育部

召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

心籌建諮詢會」聽取各專家學者的意見。

在 5 月 29 日獲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通過用地變更後，立刻辦理「國家圖書

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委託

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案，6 月 6 日假臺

南市新營文化中心辦理第 1 場招標說明

會，6 月 19 日假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辦理

第 2 場招標說明會，6 月 22 日上網公告

招標，8 月 28 日至 30 日假臺南市辦理競

圖評選。共有 9 組設計團隊符合資格參與

競圖，由於允許本國廠商與國際廠商共同

投標並須以本國廠商具名投標，因此 9 組

投標者多數組成國際聯合團隊，經由 11

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的競圖評選委員會

聽取設計理念簡報、問題答詢、模型導覽

及綜合討論後，在律師的見證下，8 月 30

日評選結果產生，由「九典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獲得首獎，第 2 至第 5 名則分別為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黃明威建築

師事務所」、「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9 月 4 日至

11 日分別在臺南市新營文化中心及國圖

辦理競圖成果展，9 月 14 日於國圖辦理

簽約儀式並進行競圖結果頒獎。11 月 13

日在臺南市長黃偉哲、各級民意代表及新

營地區鄉親們的見證下舉行新建工程奠基

典禮。

二、脫穎設計理念打造夢想南館

獲得首獎的「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

所」與義大利 Carlo Ratti Associati 合作，

以「小鎮大圖」的設計理念獲得全數評選

委員的肯定。Carlo Ratti Associati 由卡羅

・拉提（Carlo Ratti）在義大利與他人合

夥主持的國際設計及創新工作室，他同時

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可感城市實驗室

（MIT the Sensible City Laboratory）主持

人，曾經被 Fast Company 雜誌評為「美

國最具影響力的 50 位設計師」之一。

依據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在評選會

中所提出的設計理念，其所建構的圖書館

服務空間，係以基地南北為軸線，讓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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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即可同步進行感知學習，同時也引

進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科技，讓圖書館

成為創造知識生活的場域。建築團隊同時

關心環境永續與創新，以打造全臺首座循

環圖書館及建立鑽石級的綠建築圖書館為

目標，除保留基地 86% 的樹木外，並以

現有阿勃勒大道與小鎮相接、建置太陽能

天棚等。民眾在穿過阿勃勒大道、草木扶

疏的庭園後即可沿著生活大街，經過戶外

書屋、圖書博物館、自動倉儲典藏庫、小

鎮戲院（演講廳），並且可隨時停下腳步

享受綠意與咖啡香，體驗全新的圖書館使

用經驗。

新建工程竣工後，南部分館將提供圖

書資訊專業發展基地、圖書館服務創新育

成中心、圖書文獻保存及修復實驗中心、

本土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中心等 4 項

服務功能；國家聯合典藏中心則有可容

納 200 萬冊圖書的自動典藏庫、容納高達

1,300 萬冊圖書的聯合典藏館及數位資源

保存中心，將建置全國規模最大的自動化

倉儲系統及高層高效倉儲書架，除期待拉

進南北圖書資訊資源不均的差距外，並能

成為南臺灣文化建設的亮點。

由於國內圖書館界至今仍無高層高效

倉儲及聯合典藏中心的籌建與管理經驗，

國圖於 11 月 6 日至 7 日特邀請由美國紐

約公共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及哥倫比亞

大學組成且營運已長達 18 年的研究館藏

與保存聯盟（The Research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Consortium, ReCap）執行長

安・部格斯（Ian Bogus）及專案經理羅伯

特・理坦浩斯（Robert Rittenhouse）來

臺分享哈佛模式高架倉儲建置與管理的

經驗。

參、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

107 年國圖對公共圖書館的輔導，除

了持續擴展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的館

藏資源及精進資源共享服務機制、進行二

年一度的選拔並表揚圖書館傑出人士之

外，同時也賡續組團遠赴海外標竿學習。

運籌一段時日的「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

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畫」亦經行政院核

定並進入先期規劃作業，為為期 4 年的執

行實務建立依循的機制與策略。

一、建構合作共享公圖系統計畫

行政院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核定攸

關國內公共圖書館營運機制邁向新里程碑

的「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計

畫」，該計畫以打造組織系統化、服務專

業化、資源共享化的公共圖書館營運模式

為願景，由國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

國立臺灣圖書館聯合執行，107 年為先期

規劃，108 年至 111 年四年期間藉由「健

全直轄市立圖書館之運作體系，強化城市

競爭力」、「建立公共圖書館協調管理之

組織體系，整合縣市公共圖書館資源」二

大具體方案之推動，達成「扶植地方公共

圖書館發展」、「建立公共圖書館協調管

理之健全組織體系」及「提出公共圖書館

品質建議」等三大目標。

107 年委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

長柯皓仁及理事葉乃靜共同進行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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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部於 4 月 26 日召開「建構合

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

畫」說明會，並由國圖於 10 月 24 日及

25 日辦理「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

統工作坊」。教育部於 9 月 25 日核定並

公告「教育部 108 年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

營運體制實施計畫」及「教育部 108 年推

動公共圖書館總館―分館體系實施計畫」

由國圖受理縣市提案並辦理審查作業，總

計有 5 個直轄市及 8 個縣市提案，經學者

專家書面審查、現場簡報及複審後，經教

育部決審核定，共選出 2 個直轄市及 4 個

縣市成為 108 年度館獲得經費補助推動計

畫。

二、組團向國際圖書館標竿學習

國圖繼 106 年首度辦理海外異地培訓

標竿學習，以擴展公共圖書館主管人員的

國際視野及精進經營理念，107 年除美國

外，足跡更遠及歐陸，返國後也分別在 10

月 24 日及 12 月 11 日在國圖辦理的分享

會中分享參訪學習心得。

（一） 美國紐約費城公共圖書館參訪學

習團

本參訪團的學習模式採經驗分享與

參訪交流並重，主要團員組成為來自 107

年「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得獎人、

「推動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補助專案

計畫」典範館主管，以及縣市主管公共

圖書館業務的單位代表等，並由國圖館

長曾淑賢擔任團長，國立臺灣大學謝寶

煖兼任副教授及美國拉德諾紀念圖書館

技術服務組組長姜又梅擔任隨團老師，

另外有 2 名工作人員，全團共計 15 名，

於 9 月 9 日至 17 日赴紐約及費城地區圖

書館參訪。紐約公共圖書館總裁丹尼斯・

華柯（Dennis Walcott）率領總館館長及

各部門主管分別就該圖書館系統的願景、

目標與各項創新服務等為團員進行簡報分

享與經驗交流。另外，也參訪紐約及費城

的 10 所公共圖書館，包括皇后區圖書館

總館（Central Library）、皇后區圖書館

法拉盛圖書館（Flushing Library）、皇

后區圖書館森林小丘圖書館（Forest Hills 

Library）、皇后區圖書館艾姆赫斯特圖書

館（Elmhurst Library）、紐約公共圖書

館斯蒂芬・A・施瓦茨曼大廈（Stephen 

A. Schwarzman Building）、 紐 約 表 演

藝術公共圖書館多蘿西和劉易斯・B・庫

爾曼學者和作家中心（New York Public 

Library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Dorothy 

and Lewis B Cullman Center）、紐約公

共圖書館漢密爾頓農莊圖書館（Hamilton 

Grange Library）、紐約公共圖書館第 53

街圖書館（53rd Street Library）、紐約公

共圖書館大中央圖書館（Grand Central 

Library）以及費城自由圖書館百匯中央

圖書館（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 - 

Parkway Central Library）等。

（二） 荷蘭、丹麥與德國圖書館參訪學

習團

本參訪團著重在實地參訪歐洲知名

的公共圖書館，團員主要來自六都市立

圖書館館長、107 年「圖書館傑出人士貢

獻獎」得獎人、各縣市主管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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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局（處）長及科長等，並由國立

臺灣圖書館館長鄭來長擔任團長，全團

包含 2 名工作人員，共計 15 名。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5 日止參訪荷蘭、丹麥

及德國共 11 所圖書館，包括荷蘭阿姆斯

特丹公共圖書館（Openbare Bibliotheek 

Amsterdam）、台夫特理工大學圖書館

（TU Delft Library）；德國不來梅市

立 圖 書 館（Stadtbibliothek Bremen）、

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柏林市立圖書館（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 Berlin）、柏林洪堡

大學圖書館（Universitätsbibliothek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柏林

自由大學圖書館（Universitätsbibliothek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柏林自

由大學語文學院圖書館（Philologische 

B i b l i o t h e k  d e r  Fr e i e n  U n ive r s i t ä t 

Berlin）；丹麥的赫爾辛格文化碼頭 

圖 書 館（Bibl ioteket  Kul tur værf te t , 

Helsingør）、哥本哈根市立圖書館總館

（Københavns Hovedbibliotek）與奧胡斯

Dokk1 圖書館（Dokk1, Aarhus）。

三、落實資源中心共享服務機制

國圖在公共圖書館完成 4 所區域資

源中心 8 所分區資源中心的建置後，除

館藏的充實外，接續的服務機制也相繼上

線，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

台」、各縣市公共圖書館提供 12 所區域

資源中心館藏圖書通借通還服務、開啟超

商取書與還書的免費服務，107 年更完成

電子書書目整合於資源共享平台中。107

年利用超商取還書服務共計有 1 萬 3,353

件、2 萬 3,630 冊。

107 年 12 所區域資源中心共新增中

文 圖 書 3 萬 1,653 冊、 西 文 圖 書 6,084

冊、東南亞語文圖書 5,511 冊、視聽資

料 1,382 件、電子書 518 件，合計 4 萬

5,148 冊（件），自 102 年迄今已累計採

購 45 萬 2,114 冊（件）。107 年借閱冊數

達 94 萬 1,276 冊，平均每冊（件）借閱

2.08 次；自 103 年 4 月 30 日啟用以來，

累計借閱量達 337 萬 3,905 冊，平均每冊

（件）被借閱率達 7.46 次。

107 年區域資源中心聯合行銷閱讀活

動，分別是 3 月至 6 月辦理「跨館借書

好禮相送活動：獨享『杯』、『袋』著

走」，10 月至 12 月辦理「閱讀無限・好

禮攻略」跨館借書活動及 11 月至 12 月辦

理「樂活攻略」巡迴書展活動。12 個區域

資源中心在 107 年共辦理 1,106 場閱讀推

廣活動，計有 106 萬 6,120 人次參與，平

均每場次 964 人次參加，無論是辦理場次

或參與人數皆是歷年之最。自 103 年起，

累計共辦理 3,627 場活動，總計有 250 萬

2,837 人次參加。

四、選拔並表揚傑出圖書館人士

教育部自 101 年起設立「圖書館傑

出人士貢獻獎」獎項，並由國圖承辦每二

年一次的評選工作，107 年進入第 4 屆，

依據 5 月 8 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107 年

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選拔獎勵要點」，

自核定公告日起至 6 月 8 日止公開接受推

薦，共獲推薦 18 件，經評選委員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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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後評選出 5 位地方首長、3 位圖書館

主管及 3 位圖書館館員。

頒獎典禮於 12 月 1 日「107 年臺灣

閱讀節閱讀嘉年華開幕暨圖書館傑出人士

貢獻獎頒獎典禮」中，由部長葉俊榮親自

頒獎表揚。榮獲本次圖書館傑出人士殊榮

者分別為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臺中市市長

林佳龍、彰化縣員林市市長張錦昆、苗栗

縣三灣鄉鄉長温志強獲頒「地方首長貢獻

獎」，國圖主任耿立群、國立臺灣圖書館

主任周淑惠獲頒「傑出圖書館主管獎」，

國圖助理編輯陳麗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專員陳慧珍、彰化縣文化局圖書資訊科

科員施志融獲頒「傑出圖書館館員獎」。

肆、推動閱讀活動打造書香社會

國圖在 107 年間的閱讀推廣活動內容

與主題朝向多元族群努力，例如首次走入

社區，6 月 25 日於臺北市中正老人服務暨

日間照顧中心辦理 107 年公共服務日「國

圖 easy go ！資訊服務到您家」公益活

動；10 月 20 日與科林研發公司於新竹市

文化局水景廣場合作舉辦「2018 閱讀好酷

嘉年華暨送書到學校贈書儀式」活動。同

時也兼顧品牌塑造，例如「四季閱讀」、

「臺灣閱讀節」，透過網路、電子媒體託

播「閱讀・臺灣最美的風景」影片，行銷

閱讀成果。

一、品味穿越古今的「四季閱讀」

（一） 春季閱讀「輕舟已過萬重山：跟著

詩人遊歷天下」

自 2 月 24 日至 4 月 28 日，邀請國

內 7 位知名專家學者領隊，帶領讀者穿越

時光隧道由古而今，與詩人一同優遊於壯

麗山川間。7 場講座共吸引 2,016 人次參

與。

（二） 夏季閱讀「詠嘆・樂未央：原住民

文學世界中的想像、真實與記憶」

自 5 月 12 日 至 7 月 28 日， 由 6 位

學者分別從文化傳統、詩歌、音樂等角度

系統性地引領讀者深入瞭解臺灣原住民文

學。6 場講座共有 871 人次參與。

（三） 秋季閱讀「細說江湖：談武論俠話

古今」

自 8 月 4 日至 10 月 13 日，由 6 位講

者從文學作品到電影，橫跨古代到當代。

6 場講座共有 1,441 人次參與。

（四） 冬季閱讀「與自然同行：品味西洋

生態文學」

自 10 月 27 日至 108 年 1 月 26 日，

在 7 位專家學者的引領之下，藉由文學作

品與電影一起關心環保議題。7 場講座共

有 1,051 人次參與。

二、愛在森林閱讀的「臺灣閱讀節」

106 年首度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合作，將閱讀嘉年華會場

景開拔至大安森林公園，擴大民眾參與並

做為引導民眾將生活與閱讀連結的橋樑，

107 年續以「森林閱章・夢想起飛」為年

度「臺灣閱讀節」的主題，在大安森林公

園與民眾共享戶外閱讀饗宴。並與往年相

同，結合 2 所國立公共圖書館及全國 22

縣市公共圖書館同步舉辦系列活動，其中

「全國閱讀小小兵」活動反應熱烈，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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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圖書館響應辦理、3,200 位小學生參

加，激發民眾對閱讀向下扎根的認同與

熱情。

12 月 1 日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行的活

動，在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黃月麗，及

國圖館長曾淑賢帶領 500 位分由各級學校

學生、閱讀團體成員、圖書館員精心裝扮

的「森林閱章・夢想起飛大遊行」隊伍抵

達森林公園後展開，整場活動分為「閱讀

黃金十年成果展」及「閱讀嘉年華會」二

部分。「閱讀黃金十年成果展」展出由教

育部補助全國公共圖書館 10 年來所執行

的閱讀成果，現場除靜態展外並有多項互

動活動，吸引逾 2,000 位民眾參與。「閱

讀嘉年華會」活動內容設計新穎、處處驚

奇，共有 12 項 174 場的活動，吸引 1 萬

5,663 人次參與，參與人數是 106 年的翻

倍。教育部部長葉俊榮也在森林故事村中

為孩子們說故事。

三、充滿閱讀活力的各類型活動

國圖每年除了舉辦前述各項大型活動

以提升閱讀風氣外，也同時與政府部門、

民間組織、出版機構等合作辦理閱讀推廣

活動。以下依「主題講座倡導閱讀」、

「影音饗宴立體閱讀」、「藝文展覽延伸

閱讀」、「新書分享發現閱讀」、「弘揚

學術厚植閱讀」等 5 類區分未見於本文各

節的 107 年相關活動。

（一）主題講座倡導閱讀

全年共計辦理 20 項 43 場次各類主

題及系列講座，1 月 7 日與小魯文化合作

辦理「宮西達也超神奇魔法繪本推廣與講

座」。2 月 3 日與書林出版合辦「書林第

七屆全國高中職英文讀書心得比賽閱讀講

座暨頒獎典禮」；2 月 10 日與青林國際

共同舉辦「Let’s Play ！熊貓先生：史蒂

夫・安東尼的親子繪本工作坊」；2 月 11

日與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合辦

以色列童書作家亞納茲・利維（Yannets 

Levi）以「What an adventure! Yannets 

Levi talks about his writing and stories」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2 月 24 日與中華文物

保護協會合辦「文物鑑賞講座系列」，全

年共計 6 場；2 月 25 日與駐臺北以色列

經濟文化辦事處、德國在臺協會共同舉辦

「2018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3 月 3

日與美商葛羅里合辦「Scholastic Taiwan

推動閱讀系列講座」，全年共舉辦 7 場；

3 月 4 日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訊雜誌

社合辦「前往烏托邦：文學、音樂與社

運」講座；3 月 18 日與大塊文化共同舉

辦「《image3》以圖像語言呼喚世界暨圖

畫書裡的典故」講座；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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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辦趨

勢說演劇場「山海諸神：東方神話裡的當

代心靈」。5 月 19 日辦理「不愛讀書不

是你的錯：幾米談繪本創作的故事」專題

演講。7 月 7 日、14 日及 21 日與趨勢教

育基金會合作舉辦 3 場「趨勢經典文學講

座：蘇東坡如何定風波？」。8 月 11 日舉

辦「我的繪畫心路歷程」專題演講；8 月

11 日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辦「2018 趨勢

文學兒童劇場：河神忘記了」。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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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英語

在臺灣國際競爭力中的關鍵角色」系列演

講，全年共舉辦 5 場次；9 月 15 日與趨勢

教育基金會合辦「文學四季現場播：島之

河―文學川流」活動。10 月 17 日與聯經

出版共同舉辦「繪本，讓社會課變得更好

玩！」閱讀講座。11 月 3 日與趨勢教育基

金會合辦趨勢經典文學講座「天上人間：

李後主」；11 月 4 日與聯經出版、人間福

報合作辦理「我奉持的金剛經三個版本」

講座；11 月 9 日與科林研發於國立交通大

學合作辦理「閉上眼睛一下下，跟著幾米

繪本去旅行」講座活動。

（二）影音饗宴立體閱讀

全年共計辦理 2 項 7 場次，分別是

5 月 26 日起以「人生選修課：電影療癒

學」為題，舉辦 6 場「晨光電影院」；6

月 5 日辦理「《悅讀：紐約公共圖書館》

紀錄片播映會」。

（三）藝文展覽延伸閱讀

107 年分別在館內外舉辦 7 檔次展

覽，分別是 2 月 6 日結合國立臺灣圖書

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共同以「書海奇

航」為主題參加第 26 屆台北國際書展；

4 月 18 日舉辦「金匱 85：版本大觀園特

展」，慶祝 85 周年館慶；6 月 1 日與捷

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斯洛伐克經濟文化

辦事處合辦「捷克斯洛伐克建國百年特

展」，並由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林昂

（Ondrej Klimes） 以「Remembering the 

Milestones of  Czechoslovakian History」

（追憶捷克斯洛伐克歷史的里程碑）為題

發表專題演講；6 月 30 日舉辦捷克畫家湯

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夢想，

觸手可及」（Touch your dreams）工作

坊；11 月 26 日與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

文化辦事處合作舉辦「生命的慶典―墨西

哥亡靈節」特展。

除總館在 107 年舉辦「余光中紀念書

展」等 15 檔次的主題書展外，藝術暨視

聽資料中心舉辦 5 檔次展覽，分別是 1 月

30 日舉辦「海上綠色公園：金門」海洋

教育視聽資料主題展；2 月 8 日舉辦「關

於藝術家�卡蘿」視聽資料主題展；4 月 13

日與臺北市立大學、來春教育基金會合

辦「第 13 屆春天畫展：用愛溝通・無遠

弗屆」作品展；7 月 7 日舉辦「燕鷗的故

鄉：馬祖」海洋教育視聽資料主題展；10

月 20 日舉辦「漫遊臺灣：從漫畫認識福

爾摩沙」主題展，並於 12 月 23 日辦理漫

遊臺灣講座。漢學研究中心亦舉辦「紅樓

夢裡顯世情：館藏圖書文獻展」及「蘭心

蕙質綻文彩：女性文學圖書文獻展」2 檔

次主題書展。

（四）新書分享發現閱讀

全年與國內各出版社合作舉辦 9 場

次新書發表會，分別是 3 月 10 日與大塊

文化共同舉辦「解開中醫經絡和自我保

健的奧秘：《經絡解密》新書發表暨主

題講座」；4 月 27 日與麋鹿出版社合作

辦理「捷克著名插畫家湯瑪士・瑞杰可

（Tomas Rizek）的插畫故事《達羅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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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新書發表會」；4 月 29 日與雄獅圖

書合作辦理「《故宮法書精粹導讀》新書

座談分享會」；5 月 6 日與南一書局共同

舉辦「《不純的閱讀 2.0：讀寫素養�深思

快寫》新書座談會」；5 月 20 日與臺灣

商務印書館合辦「《21 世紀婆媳學：黃

越綏解答新世代婆媳問題》新書講座」；

9 月 8 日與華品文創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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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與臺

灣商務印書館合作辦理「《辛老師的私房

美學課》新書講座：悠遊中西美學，從藝

術出發」；11 月 11 日與大塊文化合作辦

理「《長照》新書發表閱讀講座」；12 月

16 日與大塊文化共同舉辦「《從易經看孫

子兵法》新書發表暨主題講座」。

（五）弘揚學術厚植閱讀

107 年共舉辦 8 場次館藏捐贈儀式及

與異業合作的論壇、學術研討會，以厚植

無形與有形的閱讀軟實力，分別是 2 月 6

日台北國際書展「騰飛創意―香港館」舉

行捐贈儀式，同時授權聯經復刻出版《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新書發表會；3 月 2 日

舉辦「106 年臺灣閱讀風貌發布暨社區資

訊站啟動記者會」；4 月 19 日舉辦「『雲

世紀下的新傳奇：古籍加值與詮釋』國際

研討會」，慶祝 85 周年館慶；5 月 24 日

辦理「耕莘文教基金會耕莘青年寫作會課

程錄音資料捐贈儀式」；6 月 2 日與臺灣

研究基金會、長風文教基金會合辦「從西

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21 世紀新興全球

秩序之探索國際研討會」；6 月 26 日舉

辦「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贈書儀

式」；11 月 3 日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

華文寫作中心合辦「2018 第 5 屆全球華文

作家論壇暨第 15 屆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雙年會」；11 月 5 日舉辦「陳柏森建築師

捐贈國家圖書館建築圖說手稿儀式」。

伍、落實施政目標創造優質績效

國圖依據「2015-2020 發展策略」及

107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國家圖書館預算

總說明」第 2 項「國家圖書館 107 年度施

政目標及重點」編訂 107 年度施政計畫，

以下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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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大項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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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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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4

冊、期刊 8,414 種、報紙 52 種、非書資

料 1 萬 3,851 件、電子資源 254 種。得自

個人及機關團體捐贈的珍貴書刊文獻共

計 9,673 冊（件），其中團體捐贈包括台

北書展基金會捐贈臺灣當代插畫 136 幅、

香港館贈書 350 冊、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

處贈書 75 冊、印度 Offshoot Books 出版

社捐贈外文出版品 98 冊、耕莘文教基金

會青年寫作會則捐贈課程錄音資料 1,661

卷；個人贈書則以退休教授贈書為大宗，

包括余光中、羅宗濤、蔡茂松、張繼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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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茂源、陳葆文、繆寄虎等多位教授之贈

書高達 7,000 冊以上，以文史類為主，其

中劉茂源教授贈書以考古學、人類學日文

書為主，郭達仁醫師捐贈則為鳥類主題的

外文書 353 冊。107 年徵集當代名家手稿

包括瘂弦、梁丹丰、余光中、李家同、曾

永義、簡媜、華嚴、李永平、張朋園、羅

宗濤、韓秀等共 60 位，計 7,004 件；其

中包括陳柏森建築師將國圖設計圖共 414

件全數捐贈圖書館，對國圖館史典藏相當

具有意義。另外，107 年透過拍賣市場競

標，徵集得《泉幣圖說》、《官板書傳纂

疏》等古籍 8 種、拓片 2 種、名家信札手

稿 5 件、相簿 1 冊、照片 30 張，並購得

《波斯志》、《吳顧鮑陳四家賦鈔》等古

籍 8 種。

107 年全年出版品國際標準書號申

請量為 4 萬 3,481 筆，出版品預行編目

2 萬 3,438 筆，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

碼 3 萬 5,444 筆。圖書的法定送存呈繳，

在 106 年申請 ISBN 且出版於 107 年底

完成送存呈繳率為 88.88%，在 107 年申

請 ISBN 且出版於 107 年底完成送存呈繳

率為 55.88%；電子書的法定送存呈繳，

在 106 年申請 ISBN 且出版於 107 年底完

成送存呈繳率為 93.76%，在 107 年申請

ISBN 且出版於 107 年底完成送存呈繳率

為 87.89%；視聽資料的法定送存呈繳則

有 3,143 件。

在書目編製上，各類型書目資料年

度編製量達 19 萬 4,693 筆；上傳 OCLC 

WorldCat 資料庫原始中文書目紀錄計有 4

萬 4,523 筆，中文書目原編上傳量全球第

3 名。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100 個合作館（含國圖、63 所大專圖書

館、21 所專門圖書館、15 所公共圖書

館）書目紀錄總量達 1,372 萬 8,712 筆，

館藏註記 2,374 萬 1,518 筆，人名權威

紀錄 70 萬 6,168 筆。107 年上傳人名權

威紀錄至「虛擬國際權威檔」（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VIAF）共 1

萬 4,868 筆，累計上傳 9 萬 3,991 筆新建

及更新的中文權威紀錄。

在 107 年完成《書目關係 RDA 編目

參考手冊初稿》的編撰後，有關 RDA 相

關規範的編訂至此暫時告一個段落。7 月

1 日起實施中文圖書採 RDA 編目，繼自

103 年起實施西文圖書採 RDA 編目後，

新進館藏全面由 AACR 2 轉換採行 RDA

為編目規範。

二、推動知識服務與典藏加值

在學術傳播方面，國圖在 99 年加入

NDLTD（The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組織，截至

107 年止上傳臺灣學位論文書目超過 105

萬筆，占 NDLTD 全球總書目的五分之

一，僅次於 OCLC，為第二大書目貢獻成

員。106 年國圖館長曾淑賢成為 NTLTD

的董事委員，並順利爭取到 2018（107）

年「第 21 屆電子學位論文國際研討會」

（ETD 2018 TAIWAN）主辦權，9 月

26 日國際學術研討會首度在臺灣舉辦，並

於 9 月 25 日舉行年度董事委員會。研討

會自 9 月 26 日至 28 日舉行 3 天，共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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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 14 個國家 212 位專家學者出席，

會中共發表 30 篇論文（投稿 83 篇、錄取

51 篇）及 7 篇海報。除此而外，國圖依據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所收錄

的 143 所大學 106 萬 2,742 筆博碩士論文

進行統計分析，於 4 月 12 日發布「106 年

臺灣學位論文研究趨勢與學術影響力分析

報告」。

另外，自 102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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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書書目資料為基礎，

每年定期發布「臺灣圖書出版趨勢」報

告。107 年計有 4,940 家出版社，出版 3

萬 9,114 種新書，雖沒能延續 106 年的光

景而回跌至 4 萬種以下，但較 105 年多

出 307 種；電子書則有 4,340 種，占全年

新書出版總數的 11.10%，較 106 年呈微

幅成長。另外，自 88 年 1 月創刊的《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發行至 106 年 12 月第

228 期後即劃下句點，轉型為《臺灣出版

與閱讀》季刊，以刊載與出版及閱讀相

關領域論述為主並深入介紹優質臺灣出

版資訊。

在學位論文授權推廣方面，5 月 18

日與南臺科技大學合作辦理「2018 年第

10 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文授權發表暨競

賽」，共有 13 校 24 位碩博士生代表發表

論文；並於 9 月 26 日召開「第 3 屆臺灣

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年會」，共

有來自各大學 48 位代表出席。

國圖持續為公務人員、高中生及外

籍學人設計圖書資訊利用推廣課程及活

動，107 年對象加入樂齡族群。其中，為

公務人員於全國巡迴舉辦 6 場次「文獻搜

尋工作坊」，共有 218 位公務人員參加；

又於 11 月 12 日舉辦「2018 金資獎：全

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競賽」，共計

有 32 位來自全國公務機關及學校的參賽

者；另外，自 7 月 9 日至 27 日止，為高

中生舉辦 3 梯次「青年學者養成營」，共

有來自全國 103 名高中生參加。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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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人次參加。藝

術暨視聽資料中心舉辦「跨世代桌遊同樂

會」活動，5 月 9 日配合國際家庭日，以

樂齡族群為主要對象，辦理「跨世代桌遊

同樂會」第 1 場次，帶領民眾體驗「卡米

諾」、「作伙來辦桌」以及「快手疊杯」

等 3 款遊戲，共計 18 人參加。10 月 12 日

配合重陽節，辦理「跨世代桌遊同樂會」

第 2 場次，帶領民眾體驗「卡米諾」、

「UNO」以及「快手疊杯」等 3 款遊

戲，共計 13 人參加。

至於館藏數位化工程的發展，107

年完成臺灣期刊論文掃描 31 萬 6,365 影

幅，至 107 年 12 月止（以下同）累計達

2,681 萬 1,751 影幅；期刊論文索引建檔 5

萬 424 筆，累計達 162 萬 2,516 筆詮釋資

料（metadata）。報紙掃描 5 萬 2,934 影

幅，累計達 1,056 萬 7,769 頁。臺灣人文

社會引文索引建檔 114 萬 4,524 筆，累計

達 946 萬 5,608 筆，在清理刪除重複引文

後，現有資料量累計達 680 萬 7,546 筆；

權威資料建檔 2 萬 120 筆，累計達 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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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6 筆。完成政府公報、政府統計兩項

資料共建置 5 萬 374 筆之詮釋資料，累計

達 190 萬 3,276 筆；數位化 46 萬 7,588 影

幅，累計達 835 萬 4,037 影幅。數位影音

384 筆，累計檔案達 51 萬 1,070 筆。另

外，自 102 年起進行民國舊籍館藏轉製電

子書，107 年完成 2,314 冊，截至 107 年

止共完成 2 萬 1,834 冊。

107 年圖書文獻合作數位化工作，合

作單位增加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紙本圖書

文獻掃描包含有經濟部工業局 7 冊 2,465

影幅、臺南市立圖書館裝訂報紙 12 冊

1,424 影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和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掃描 1,891 冊 34 萬 8,860 影

幅；並完成澎湖縣文化局之出張所資料掃

描 3 冊 1,134 影幅。

三、強化特藏文獻合作與傳布

107 年「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

對象新增美國灣莊漢和圖書館（Elling 

Eide Center）、丹麥皇家圖書館（Royal 

Danish Library）等 2 所，累計合作館 81

所，收錄逾 76 萬筆中文古籍書目資料。

自 94 年起與美國猶他學會合作家譜數位

化開始至 107 年為止，經由國際合作的古

籍數位化數量已逼近 299 萬影幅；107 年

與韓國國家圖書館以交換方式進行中文古

籍數位影像合作交換，國圖以 47 部 224

冊朝鮮本中文古籍影像交換，取得韓國國

家圖書館 38 部 248 冊貴重本中文古籍影

像 3 萬 4,836 影幅。另外，持續參與「世

界數位圖書館」（World Digital Library, 

WDL）計畫，陸續編製館藏善本古籍文

獻摘要及詮釋資料（metadata），至 107

年止已上傳 160 筆，內容涵蓋天文曆算、

醫學、軍事、地理、文學、藝術等範疇。

館藏特藏文獻數位化方面，107 年古

籍數位掃描 471 種 4,244 冊，27 萬 84 影

幅；微捲（片）數位化轉製 522 種 2,688

冊，20 萬 22 影幅，合計共 47 萬 106 影

幅；拓片數位化 11 種，167 影幅；另新

增古籍鈐印底片轉製數位檔案一項，將早

年所拍攝善本古籍內的 1,500 枚鈐印底片

轉製數位化。當代名人手稿掃描 8,500 影

幅，書畫高階掃描 2,000 影幅，影像詮釋

資料著錄 3,274 筆，館史資料掃描 4,090

影幅。「通用型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在 106 年完成基礎系統開發後，107 年除

進行功能優化外並新增 40 種明人文集全

文影像匯入。而自 106 年啟動的館史資料

整理作業，至 107 年止已完成 4,000 頁文

獻掃描、100 筆全文資料建置及 5,500 筆

詮釋資料。

在文獻展方面，107 年策辦「國家圖

書館之最」特展（展期自 4 月 20 日起）、

「出版的黎明：明代初期古籍特展」（展

期自 7 月 3 日起）兩大古籍文獻主題展

覽。107 年海外古籍特展，則分別於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0 日配合國圖設於泰國朱拉

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的啟用，在該校舉辦「儀

態萬千：臺灣記憶中的泰國」主題文獻展

覽；11 月 29 日至 12 月底在德國萊比錫大

學圖書館舉辦「天之道：道教與地方宗教

主題文獻展」。另外，配合 85 週年館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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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辦 3 場風格別具的展覽，分別為 4 月 18

日至 22 日「國家寶藏大觀：國家圖書館

慶祝建館 85 周年國寶特展」、7 月 31 日

至 9 月 19 日「記憶臺灣：梁丹丰寶島風

情畫特展」、6 月 30 日至 7 月 29 日捷克

插畫家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

「夢想，觸手可及」個展。

107 年授權大塊文化公司合作出版

《註東坡先生詩精選集》、聯經出版公司

合作出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及授權

臺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子海珍本編：

國家圖書館珍藏子部善本 . 第三輯》65

種，共計 32 冊。另外也勉力完成《教乘

法數》、《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劉

向說苑》、《篁墩程先生文集》、《御

製文集》、《道園學古錄》、《朱子語

略》、《五倫書》、《纂圖附釋文重言互

註老子道德經》、《文選》、《註東坡先

生詩》、《莊子南華真經》等 12 種古籍

電子書之製作，推廣古籍數位閱讀。

四、增進圖書館館員專業素養

國圖於 104 年開始為全國公共圖書館

館員開設系統性的專業發展訓練課程，並

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非正規教育課程認

證機構之學分認證，107 年分別於雲林、

基隆、彰化開設 3 場次「公共圖書館管理

基礎訓練課程」，113 人次參與；分別於

臺中、新竹及花蓮舉辦 3 場次「公共圖書

館管理進階訓練課程」，132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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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期

「圖書館專業人員進修學士學分班」，計

有 67 位學員選修課程。此外，遠距學園

在 107 年總計開設 167 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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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餘人次上網學習，並有 2 萬

8,569 人次取得時數認證。

國圖在 107 年辦理多項專業訓練課

程，以因應全國圖書館工作實務及技能新

知的需求，循例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

作，於 8 月 17 日、24 日、31 日以跨週

方式辦理「圖書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

班」，計有 47 位來自各類型圖書館編目

人員參與訓練，同時本課程也申請非正

規教育課程認證。書目中心於 9 月 13 日

舉辦「NBINet 合作編目研習會」，計有

121 位合作館編目人員參加。10 月 5 日與

16 日，於高雄市立圖書館舉辦「學校及公

共圖書館技術服務教育訓練」，計有 251

人次參與。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編委

員會分別於 6 月 22 日、11 月 23 日合辦 2

場次 IO Talk 論壇，共有 119 人次參與。

國圖為提升館員籌建南部分館所需

的建築空間與創新服務知能，自 10 月

9 日起為館員辦理「創建與拓展圖書館

的創新空間」（Creating and Expanding 

Innovative Spaces in Your Library） 數 位 

課 程， 此 課 程 係 由 美 國 圖 書 館 協 會

（ALA）與聖荷西州立大學資訊學院

（SJSU iSchool）合作開設，共 12 次課程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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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場次各類

議題講座及研習，計有 1,268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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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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派員參加國際會議與文

教活動計 22 團 39 人次，分別是海外 16

團 28 人次、中國大陸 6 團 11 人次，出席 

的重要會議包括圖書資訊服務的新興趨

勢 和 技 術 國 際 研 討 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erging Trends and 

Technologies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ETTLIS 2018）、亞洲研究學

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2018 年年會、圖書館領導研習班

（Library Leadership Institute）、美國圖

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2018 年年會、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2018

年年會、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

會議、中文名稱規範聯合協調委員會、

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2018 年年會、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等。

107 年有來自全球各地 34 團 246 人

次到館訪問、進行交流。同時，國圖邀請

德國不來梅市立圖書館（Stadtbibliothek 

Bremen in Germany）館長芭芭拉・莉松

（Barbara Lison）於 9 月 6 日以「二十一

世紀德國國家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

（The Socioeducational Roles of  the 21st 

Century Library）為題發表專題演講。12

月 11 日邀請丹麥奧胡斯圖書館（DOKK1 

Library of  Denmark）館長瑪麗・歐斯

特賈德（Marie Østergård）以「丹麥奧

胡斯圖書館 Dokk1 的空間改造及願景」

（DOKK1: Re-designing Spaces and 

Vision）及「丹麥奧胡斯圖書館 Dokk1 的

服務改造及任務」（DOKK1: Re-designing 

Services and Mission）為題進行專題演

講。

另外，由國圖與南京圖書館合作辦理

的「第五屆玄覽論壇」，107 年 8 月 21 日

於南京圖書館舉行，國圖館長曾淑賢率領

國立公共圖書館館長及縣市圖書館科長與

會，並赴上海圖書館參加「聯盟城市總分

館體制下的管理與服務創新」座談會，出

國人員 10 月 25 日於國圖舉辦的分享會中

分享心得。

經過數年的努力，於 9 月 19 日和土

耳其國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內

容除雙邊專業館員交換、出版品交換外，

同時也進行館藏數位化、古籍修復與保

存、共同學術研究等合作與交流並分享知

識與學術活動訊息。截至 107 年底，國圖

共計與 87 國（607 個單位）有國際出版品

交換合作關係，107 年共輸出 30 國（90

個交換單位），567 種（1 萬 633 冊）圖

書，輸出 86 國（519 個交換單位），106

種（1 萬 8,374 冊）期刊；輸入則有 23 國

（75 個交換單位），8,162 冊圖書、392

片光碟，29 國（145 個交換單位），531

種（4,683 冊）期刊、9,457 件微片、577

件散頁。107 年專案贈書單位有俄羅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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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兒童圖書館、蒙古兒童中央圖書館、印

度安南百年誕辰紀念圖書館、美國灣莊漢

和圖書館（Elling Eide Center）、泰國中

華國際學校（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等，共計 28 個單位，贈送書籍

達 702 種 2,168 冊。鑒於前述國際出版品

交換及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館藏

建置，部分出版品係來自國內政府機關及

研究單位的捐贈，5 月 29 日國圖也首度舉

辦國際交換機構感恩會，會中除致贈感謝

狀予歷年來 59 個貢獻度較高的政府及學

術機關外，同時也展示「捐贈查詢系統」

以徵信所捐贈出版品的流向。

（二）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活動

107 年漢學研究中心共有 12 國、21

位外籍學人接受「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獎助」來館進行漢學相關研究；受外交部

委託辦理的「臺灣獎助金」，則有 104 位

來自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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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舉辦「寰

宇漢學講座」18 場次、「寰宇漢學學友講

座」1 場次及「臺灣獎助金」學人研究成

果發表會 4 場次。

漢學研究中心與捷克科學院亞非中

心於 6 月 7 日合作舉辦「操控媒體：明

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

討會」，共有 17 位學者分別就「媒體、

社會以及政治控制」、「新聞文類」、

「謠言、故事與虛構」、「宣傳與異議論

述」、「新媒體與社群媒體」等五大主題

發表論文。

107 年跨海深度對話的國際學術研

討會主題為「道教與地方宗教：典範的

重思」，於 11 月 30 至 12 月 1 日與德

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pzig）合作假該校圖書館盛大舉行。就

長期被激烈討論的道教與地方宗教之間的

關係出發，透過評估並釐清現存各種觀點

與立場，進行更深入的辯論，共計有來自

德國、法國、美國、臺灣、日本及香港等

地 35 位學者與會並發表 13 篇論文。

（三）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與講座

107 年計有 5 所新設的「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啟用，分別是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及北歐亞洲研究中心（5 月 16 日簽約啟

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10 月 30 日簽

約啟用）、義大利威尼斯大學（11 月 16

日簽約啟用）、義大利羅馬大學（11 月

20 日簽約啟用）、英國愛丁堡大學（11

月 22 日簽約啟用）。自 101 年起，已先

後在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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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丹麥、

泰國、義大利等 21 國設置 31 個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遍及美洲、歐洲、亞洲及大洋

洲，其中設立於研究機構者有 3 處，設於

大學者有 26 處，設於國家圖書館者則有 2

處，位於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較特殊，是由

國圖與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哥本哈根大學

跨文化與區域研究學院三方共同簽署合作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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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漢學講座一覽表（107年） 

辦理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107.05.08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研究員

依違於帝國之間：臺灣民主及國

家認同的形成（Caught between 

Empires: Democracy and Nation-

state Formation in Taiwan）

匈牙利科學院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07.05.10 李賢中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

系教授

從思想單位研究先秦儒、墨哲學

（Study on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ught Units）

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

大學（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107.06.26 祝平次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系教授

數位人文在臺灣：過去、現況，與

未來（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Taiw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日本京都大學

（University of  Kyoto）

107.06.29 祝平次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系教授

臺灣的數位人文研究與教育：現況

與困境（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of  

Taiwan: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Predicaments）

韓國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

107.10.30 陳佩修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

亞學系教授

臺灣的泰國研究及泰國形象

（Thai Studies and Thai Images in 

Taiwan）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07.11.09 蘇蘅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

學院教授

民粹主義、社交媒體與 2018 年臺

灣縣市長選舉（Populism, Social 

Media and 2018 Mayoral Election 

in Taiwan）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07.11.26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所長

明清文學想像中的族群呈現

（Representing Ethnicity in Ming-

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

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107.11.29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

宗教研究中心特聘

講座教授

送瘟與代巡：道教與儒教 / 家對

瘟疫流行的兩種詮釋（Expelling 

Plagues and“Patrolling on 

Behalf  of  Heaven”: Two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Plagues Between 

Daoism and Confucianism）

德國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y of  Leipzig）

107 年分別在亞洲、歐洲等國圖所設

置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所在地舉辦 8

場「臺灣漢學講座」，其中亞洲 3 場、歐

洲 5 場，各場次資訊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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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綜觀國圖 107 年度業務推展皆能達

成既定目標，除得力於全館齊力發揮專

業知能外，落實管理制度的優質行政管

理也發揮相當的穩定支撐力量。首先是

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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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就採購、營繕管理、

全球資訊網網站管理維護作業等 3 項目

進行年度稽核，就文書管理、人事管理

業務、資訊系統維護管理、出版品管理

作業等進行 2 次專案稽核，並完成年度

自行評估且提報「內部控制聲明書」至

行政院，稽核結果所列缺失皆列管、追

蹤並限期改善。其次在業務精進方面，

持續於年終聘請外部專家學者到館為各

組業務進行評鑑，各組檢討、修正及改

進，以突破框限，提供讀者專業、親民

的服務，107 年的讀者滿意度調查顯示，

讀者對圖書館整體滿意度達 4.33 分（滿

分 5 分），其中又以「館員服務態度」

項獲得比整體滿意度高的 4.50 分。

文末以「各類型資料徵集」（表

10）、「出版品送存呈繳」（表 11）、

「館藏數位化作業」（表 12）及「重要

資訊系統使用人次」（表 13）等統計數

據呈現國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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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列）。

表 10
國家圖書館各類型資料徵集年度統計（107年）

資料類型 107 年

實體館藏

　圖書（冊） 138,194

　善本舊籍 16

　期刊（種） 8,414

　報紙（種） 52

　非書資料（片、捲、張、幅、件） 13,851

　小　計 160,527

電子化館藏

　電子資料庫（種） 254

表 11
出版品送存呈繳年度統計（107年）

項目 107 年

圖書 107,874

電子書 1,992

視聽資料 3,143

合　計 113,009

表 12
國家圖書館館藏數位化作業年度統計（107年）

項目 107 年

期刊掃描（影幅） 316,365

期刊篇目索引建檔（筆） 50,424

引文資料庫篇目建檔（筆） 1,144,524

報紙掃描（影幅） 52,94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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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7 年

政府公報及政府統計資料（影幅） 467,588

政府公報及政府統計篇目建檔（筆） 50,743

數位影音（筆） 384

民國舊籍館藏轉製電子書（冊） 2,314

古籍 掃描種數（含轉製） 471

掃描影幅（含轉製） 270,084

拓片 掃描種數 11

掃描影幅 167

當代名人手稿 掃描影幅 8,500

高階數位拍攝影幅 2,000

詮釋資料筆數 3,274

館史資料 掃描影幅 4,090

表 13
國家圖書館重要資訊系統使用人次年度統計（107年）

項目 107 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585,863,243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7,888,458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5,148,545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12,853,243

臺灣記憶系統 8,664,586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3,738,211

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 2,815,183

表12（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