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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目的　索引編製目的有三：1. 便於檢索專名、主題及重要事項出現於正文之頁

碼，以便檢得相關說明文字；2. 可以將分散於書中各處之同一專名、主題或語詞匯集

起來，起到匯通的功能；3. 可以檢視年鑑所使用之專名、主題或語詞是否統一、一

致，俾作為日後編製年鑑之參考。

2. 內容結構　索引正文分為內容字順索引、作者字順索引 2 單元。索引正文之前，另編

有「編例」。

3. 選條標準　所選之索引條目，經歸納整理包括下列 4 種：1. 專名，即機關、團體、會

議及文獻等名稱，文獻名加註標識書名號（《》），以資識別；2. 具檢索意義的事

項，例如××計畫、××活動等；3. 具檢索意義的一般語詞；4. 年鑑篇目名稱及作

者。

4. 立條說明　有關索引條目立條之說明內容，歸納整理如下：

（1） 索引條目直接取自《圖書館年鑑》一�○八年版專文及專題 2 部分，專文全部文章均

為索引對象，專題則選錄大部分內容，惟「圖書館統計」及「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2 單元未選錄。另外，為了顧及索引篇幅，「圖書資訊學研究」之文獻名及作者，

並未提作索引條目。歸納而言，凡具有檢索意義之專名、主題或語詞均選錄之。

（2） 提作索引條目之原詞如係副題形式之詞組（形式為××：××或××－××），

副題如有檢索意義者，則副題另予立條。

（3） 作者索引依文章作者數編製相應的索引條數，例如某篇文章有 2 位作者，即編製 2

條索引條目。另外，專題中之文章如係彙集若干分篇而成的作品，亦仿本原則編製

索引條數。

（4） 凡提作索引之詞語或專名，如同時具有中文、英文及簡稱者，為增強檢索效能及檢

索便捷起見，均分別編製中文、英文及簡稱之索引條目。

5. 倒裝條目　凡以年代、年度、屆次開頭的條目，例如××年、××年度、××學年

度、第××屆、第××次等形式條目，分別編製正裝和倒裝 2 種索引條目，俾便從

不同筆畫均可檢得該條目。

6. 多級條目　本索引部分條目採取二級條目形式編製。其具體作法是將主條目與其子條

目（或副條目）各自分行緊排在一起，以匯集相關條目期能增強檢索功能，或對主條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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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進一步加以區分或限制以提高檢索效率。子條目（或副條目）一般採縮格形式，以

資醒目。

7. 索引地址　索引條目後所附之阿拉伯數字，即為該條之起始頁碼，依此即可檢得該詞

在全書中的確切位置。索引地址有 2 組（含）以上頁碼，兩者間空 1 空格（即 1 個中

文字間隔），以資醒目。

8. 編排說明　有關索引之編排說明，歸納如下：

（1）內容字順索引、作者字順索引，依《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冊》筆畫多寡排列。

（2） 條目中如含有表示順序之屆次或年代者，則改按屆次或年代排列，不依條目筆畫

多寡排列，以免顛倒失序。例如 " 第×屆 " 諸條目，即依 " 第 1 屆、第 2 屆、第 3

屆、第 4 屆、第 5 屆……" 順序編排。

（3） 凡以阿拉伯數字及羅馬字母開頭的索引條目，則分別排在中文 1 畫之前，並依二者

本身固有順序排列。

（4） 凡索引條目較長需排印兩行者，回行時縮進 2 個中文字。至於多條目之子條目或副

條目，則縮進 1 個中文字排印，以資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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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字順索引

A-Z

AAS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見　

亞洲研究學會

ALA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見　美

國圖書館學會

ALA 2018 年年會　見　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2018 年年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見　美

國圖書館學會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The 

(2018)　見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

大會

ASIS&T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見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The (AAS) 見　

亞洲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SIS&T)　見　資訊科學暨

與科技學會

Bookstart　19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見　閱讀起步走

Born to Read　20

CALA (Chinese  Amer ican  L ibra r ians 

Association)　見　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

CALIS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見　 中

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CALA)　見　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CALISE)　見　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CLAL Annual Conference　見　美國華人圖書

館員協會 (CALA) 年會

CONCERT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見　全國學術電子

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CONCERT)　見　全國學術電子

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EAHIL Conference 2018　見　歐洲健康資訊

暨圖書館學會 (EAHIL) 年會

EAHIL　見　歐洲健康資訊與圖書館學會

ETD 2018 TAIWAN　見　電子學位論文國際

研討會

ETTLIS 2018　見　圖書資訊服務的新興趨勢

和技術國際研討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EAHIL)　見　歐洲健康資

訊與圖書館學會

IFL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見　國際

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2018 年年會　見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年會

iLib Guider 尋書導引系統　218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見　 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見　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erging 

Trends and Technologies in Libra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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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rvices　見　圖書資訊服務

的新興趨勢和技術國際研討會

LAROC (Taiwan)　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LAROC (Taiwan))　見　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　見　美國

醫學圖書館學會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18th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見　美國醫學圖

書館學會 (MLA) 年會

MLA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見　美國

醫學圖書館學會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NDDS)　見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見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 ( 第 10 屆 ) 

(2018，11 月 28 日至 29 日 )　70　351　

357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　 見

　太平洋鄰里協會

PNC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見

　太平洋鄰里協會

PNC 2018 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　見　太平洋鄰里協會 (PNC) 

2018 年年會

PNC 2018　見　太平洋鄰里協會 (PNC)2018

年年會

Reach Out and Read　20

Read to Me　20

TAEBDC (Taiwan Academic Electronic Book 

& Database Consortium)　見　臺灣學術

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Taiwan Academic Electronic Book & Database 

Consortium (TAEBDC)　見　臺灣學術電

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　

見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　見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TCI 資料庫　見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資料庫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2018　見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

會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 2018 

Annual Conference　見　亞洲研究學會 

(AAS) 2018 年年會

TMLA (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見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TRCCS　見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0 畫

2018 ALA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見　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 2018 年年會

2018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84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見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年會

2018 閱讀好酷嘉年華暨送書到學校贈書儀式　

62

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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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畫

人工智慧　59　204　214　216　217　218　

229　230

人臉辨識　94　112　130　203　211　212　

213　216　217　230　369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70　354

( 中國 ) CALIS 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學術年

會暨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 (2018

年，6 月 11 日至 14 日 )　193　194　352 

353　355　364　37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LAROC 

(Taiwan))　37　59　69　87　131　132 

192　193　196　202　258　274　282　

347　349　352　355　361　362　363　

372　376　37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362　364　366

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362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41　48　362　363　365

公共關係委員會　362　364　366

分類編目委員會　362　365

出版委員會　362　365

年會籌備委員會　362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362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362　364

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362

長青會員委員會　362　366

研究發展委員會　362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192　202　362

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　362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46　362　363　364

國際關係委員會　349　362　364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192　202　362

教育委員會　362　365

會員發展委員會　362　366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40　45　46　48　 

362　364　366

資訊素養委員會　362　372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　362

《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　362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　362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192　193　196　202　

352　362　364　376　37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 ( 月刊 )　365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brar y  & Informat ion Sc ience 

Education, CALIS)　274　282　352　

353　361　364　372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93　194　353 

361　367　377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通訊》　367

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　22　86　101 

105　106　107　

公共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計畫　86　88 

99　101　

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計畫　60　86　93　

95　

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　87　

101　107　

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　86　88 

93　95　101　116

太平洋鄰里協會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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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C)　57　70　354

太平洋鄰里協會 (PNC)2018 年年會 (PNC 

2018 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 PNC 2018) (2018 年，10 月 27

日至 30 日 )　57　70　354

5-6 畫

世界書香日　見　世界閱讀日

世界閱讀日　44　104　105　106　107　108 

110　111　363　364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 私立 )　233　290　

349　353　356　372　373　376

世新資傳系見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 私

立 )

台北國際書展 ( 第 26 屆 ) (107 年，2 月 6 日至

11 日 )　64　65　104

玄覽論壇 ( 第五屆 )　70　89　354

生物特徵辨識認證　203　211　230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NDDS)　131　136　203 

209　210　230　368　370　371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67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　150　151　153　155　

164

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統 (http://libstat.ncl.

edu.tw/)　117　138　187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 

CONCERT)　131　134　135　136　370

印象太陽 VR　223　225　226　227

百閱公益計畫 ( 歐德集團 )　143

自動倉儲系統　203　204　206　230

7-10 畫

私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見　世新大學資

訊傳播學系 ( 私立 )

私立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見　淡江大

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亞洲研究學會 (AAS) 2018 年年會 (AAS，

Annual Conference 2018) (2018 年，3 月

22 日至 25 日 )　8　70　354

亞洲研究學會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　8　70　354

社區共讀站　142　143　157　158

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讀網絡計畫　21

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

畫　57　59　60　87

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計畫　見　建

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

計畫

指靜脈辨識　211　213

政大圖檔所　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 國立 )　

233　238　285　290　291　349　357　

369　373　

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 (CALA) 年會　347

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CALA)　347

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2018 年年會 (2018 年，

6 月 22 日 至 6 月 27 日 )　70　347　352 

354　355　356　364

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49　69　70　347　352　354　

355　356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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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MLA)　193　197　352 

353　364　377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MLA) 年會 ( 第 118 屆 ) 

(2018 年，5 月 18 日至 5 月 23 日 )　193 

197　352　353　364　377

香港圖書館學會　365

師大圖資所　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書目關係 RDA 編目參考手冊初稿》　66

校園閱讀角　141　142　155　158　159　169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 第 14 屆 ) 

(2018 年，7 月 6 日至 7 月 8 日 )　283　

353　356　357　358　359　372

11-13 畫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簡稱國資圖 )　44　59 

62　64　75　77　81　83　85　86　87　

88　89　90　93　96　97　100　101　

103　108　112　113　116　196　200　

218　222　347　349　351　354　355　

363　369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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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圖書館 ( 簡稱國臺圖 )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1　33　44　45　

59　61　62　64　77　81　83　85　86　

87　88　89　90　93　97　100　103　

108　112　113　195　250　287　289　

347　349　351　352　354　355　366

國家圖書館 ( 中華民國，簡稱國圖 )　3　4　5 

8　13　15　16　17　18　19　28　38　

57　58　59　60　61　62　63　65　66　

67　68　69　70　71　73　87　88　89　

90　93　101　113　117　130　131　135 

138　139　187　194　195　198　223　

225　227　260　271　274　287　289　

291　293　347　349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72　373

《國家圖書館年報》　58　276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建設計畫 

57　58

《國家圖書館館刊》( 半年刊 )  ( 國家圖書館 ) 

277　278

國資圖　見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圖　見　國家圖書館

國臺圖　見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年會 ( 第 84 屆 ) 

(2018 年 , 8 月 24 日至 8 月 30 日 )　70　

114　349　350　352　354　355　356　

364　366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70　114　349　350　352　354 

355　356　364　365　36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校園社區化

改造計畫之學校社區共讀站作業要點　

142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季刊 ) ( 臺灣教育傳

播暨科技學會 )　277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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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季刊 ) ( 淡江大學 ) 

277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 私立 )　233　

238　285　290　291　358　359　372　

373　

淡江資圖系　見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第 10 屆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2018)　見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

大會

第 14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見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第 21 屆電子學位論文國際研討會 (ETD 2018 

TAIWAN)　見電子學位論文國際研討會

第 84 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年會　見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年會

第 118 屆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18th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見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

會 (MLA) 年會

雲端圖書管理系統　204　206　208

黃金種子計畫 ( 玉山銀行 )　143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SIS&T)　353　

357　361　376

資訊素養融入教學　139　140　148　149　

150　162　163　164　175　176　177　

185

電子學位論文國際研討會 (ETD 2018 TAIWAN) 

( 第 21 屆 ) (2018 年，9 月 26 日至 28 日 ) 

57　66　283　351　355　356　359　364

14-15 畫

圖書教師　139　144　145　146　148　150　

151　152　153　155　159　160　161　

164　165　172　185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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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354

《圖書資訊學刊》( 半年刊 ) ( 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所 )　277

《圖書資訊學研究》( 半年刊 ) ( 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 )　277　365

圖書館法　57　187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131　141　157　167 

185

圖書館傑出人士貢獻獎　60　61　62　89　90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半年刊 ) (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　277

《圖資與檔案學刊》( 半年刊 ) (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　277

臺大圖資系　見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季刊 ) ( 臺北市立圖

書館 )　277　278

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　93　137　351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 簡稱

TCI 資 料 庫 )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31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 國立 )　38　40　46　 

233　238　285　290　353　373　376

《臺灣出版與閱讀》( 季刊 ) ( 國家圖書館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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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 國立 )　233 

238　250　285　290　291　347　349　

357　373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　8　57　68　

71　72　347　354

臺灣閱讀節　62　90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363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Taiwan Academic  

Electronic Book & Database Consortium, 

TAEBC)　131　136　370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　192　193　194　

196　197　202　352　353　356　361　

376　377

輔大圖資系　見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 )　233　238　285　290　359　373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見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歐洲健康資訊暨圖書館學會 (EAHIL) 年會

(2018 年，7 月 9 日 至 13 日 )　194　364 

377

歐 洲 健 康 資 訊 與 圖 書 館 學 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EAHIL)　194　364　377

閱讀起步走　20　21　22　24　26　28　30　

33　86　88　104　105　106　107　108 

112　114　148

閱讀起步走～ 0-3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21　30

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21

閱讀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

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148

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102-105 圖書館創新服

務發展計畫 ( 第二期植根計畫 )　19　20

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98-101 圖書館創新服務

發展計畫 ( 第一期植根計畫 )　19　20　

21　30

閱讀黃金十年成果展　63

閱讀磐石獎　153　154　165

16-21 畫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365

嬰幼兒閱讀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30　31　33　34　88　104　105 

106　108　109　114

《檔案半年刊》( 半年刊 )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 )　277　278

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193　196　197 

377

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認證　194　377

作者字順索引

4-7 畫

王美惠　 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

聯席會議　128

王珮琪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其他專門

圖書館 )　200

江瑞顏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資訊素養融入教

學　175

何祖鳳　 大專校院圖書館　117

余遠澤　 圖資服務再造邁向智慧校園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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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美　 國家圖書館　57

宋慧筠　 圖書資訊學教育　233

車廷倫　 大學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科技應用舉

隅　228

8-10 畫

周利玲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醫學圖書

館 )　198

官淑雲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閱讀教學　170

林于靖　 國民小學圖書館館藏資源與利用　

140

林志鳳　  國際交流與合作　347

林孟玲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134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136

　　　　 NDDS 改版改善文獻傳遞服務流程 

20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服務統計　

370

林荷鵑　 專門圖書館專業組織大事紀要 ( 神學

圖書館委員會 )　192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宗教圖書

館 )　195

林榆真　 圖書資訊學研究　271

林頌堅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376

邱子恒　 專門圖書館　187

　　　　 專門圖書館專業組織大事紀要 ( 醫學

圖書館委員會 /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

會 )　193

邱郁雅　 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

聯席會議　128

邱蘭婷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其他專門

圖書館 )　201

施錦瑢　 國民中學圖書館資訊素養融入教學　

162

柯皓仁　 圖書館資訊科技與應用　203

段翰文　 大學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科技應用舉

隅　229

洪淑芬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的發展歷程與現況　3

范綺萍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國際交流　182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378

孫繡紋　 大學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科技應用舉

隅　228

11 畫

張家祥　 國民中學圖書館館藏資源與利用　

155

張素娟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367

張惠茹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373

張甄珍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館藏資源與利用 

167

張慧瑾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醫學圖書

館 )　197

莊惠茹　 虛擬實境印象太陽　223

莊道明　 圖書館團體　361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372

郭美蘭　 圖書館事業大事記　38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362

陳文進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工作　

177

陳昭珍　 中小學圖書館　139

　 　 　 　 國民小學圖書館輔導團工作　150

　 　 　 　 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磐石獎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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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小學圖書館國際交流　155

　 　 　 　 國民中學圖書館輔導團工作　164

　 　 　 　 國民中學圖書館閱讀磐石獎　165

陳秋雯　 國民中學圖書館建築空間　157

陳書梅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與

前瞻　35

陳維華　 圖書館應用生物特徵多元認證　211

陳慧華　 自動倉儲與雲端圖書管理系統　204

陳麗君　 圖書館統計　379

12-14 畫

彭　慰　 國際交流與合作　347

彭淑珍　 大學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科技應用舉

隅　230

曾元顯　 圖書資訊學研究　271

曾品方　 國民小學圖書館館藏資源與利用　

140

　 　 　 　 國民小學圖書館建築空間　141

　 　 　 　 國民小學圖書館資訊素養融入教學　

148

童師薇　 國民中學圖書館閱讀教學　159

黃素英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醫學圖書

館 )　198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376

黃嫃嫆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醫學圖書

館 )　198

楊淑芬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醫學圖書

館 )　196

廖淑娟　 人工智慧於圖書館的應用　216

廖淑霞　 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教學　144

20 畫

劉文明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建築空間　168

劉仲成　 公共圖書館　75

劉應琳　 自動倉儲與雲端圖書管理系統　204

歐美伶　 國民小學圖書館建築空間　141

蔡幸珮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374

蔡金燕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36

鄭岱杰　 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　137

賴威光　 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

聯席會議　128

賴麗香　 iLib Guider 尋書導引系統　218

鍾穎潔　 大專校院圖書館綜述　117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分享活動紀

實　132

釋自衍　 專門圖書館年度重要活動 ( 宗教圖書

館 )　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