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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述

圖書館團體是在臺灣地區由圖書資

訊人士成立的國內外專業組織或團體。圖

書館專業組織基於學術或專業服務理念，

由圖書資訊專業人員秉持公益精神，向內

政部或地方各縣轄市政府依人民團體法立

案的設立。本專題共記錄 8 個圖書館相關

專業團體 107 年運作及活動軌跡，包括依

法向內政部登記立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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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外，「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與「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2 個

團體亦為本專題紀錄對象。8 個圖書館專

業團體，除「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與「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

社」會員是以團體會員為主外，其餘團

體之會員皆包含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

8 個圖書館團體基本資料，詳見表 184；

107 年計有 6 個組織辦理理監事改選，包

括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柯皓仁續

任）、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理

事長林頌堅新任）、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

學會（理事長莊道明新任）、中華圖書資

訊館際合作協會（理事長陳光華續任）、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理事長范綺萍

新任）、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理事長邱

子恒新任）等。綜觀民國 107 年各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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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推廣、實體與線上教育訓練、服務推

動、會員聯誼、或發行學會刊物等。

圖書館團體

莊道明

表 184
圖書館團體基本資料表（107年）

團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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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 400 臺北市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臺北分會 72 年 林頌堅 183 -- 臺北市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81 年 5 月 莊道明 111 38 臺北市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88 年 3 月 陳光華 --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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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綺萍 49 15 基隆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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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設址於國家圖書

館內，組織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設理事會、監事會，並設有 24 個委員

會、1 個小組協助規劃並推動會務。

107 年（第 55 屆）人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柯皓仁；常務理事于第、王

梅玲、宋雪芳、邱子恒、邱炯友、

施純福、洪世昌、莊道明、曾淑

賢、蔡明月；理事于玟、余顯強、

吳美美、吳錦範、林志鳳、林奇

秀、林珊如、俞小明、姜義臺、陳

亞寧、陳書梅、曾品方、曾苓莉、

黃元鶴、黃明居、黃慕萱、蔡淑

香、賴忠勤、賴麗香、謝寶煖。

（二） 常務監事黃鴻珠；監事朱則剛、林

光美、張慧銖、陳雪華、彭慰、童

敏惠、黃靖斐、楊美華、盧秀菊、

顧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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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委員會、小組名稱及各委員會主任

委員（召集人）名單如表 185。

表 18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5屆各委員會、小組及
主任委員（召集人）一覽表﹙107年﹚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召集人）

教育委員會 林奇秀

研究發展委員會 唐牧群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何祖鳳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楊智晶

會員發展委員會 曾苓莉

出版委員會 張玄菩

年會籌備委員會 （無）

公共關係委員會 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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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仲成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王珮琪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邱子恒

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林巧敏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黃明居

分類編目委員會 陳淑君

國際關係委員會 林志鳳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林荷鵑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張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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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宇凡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 鄭來長

長青會員委員會 彭　慰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陳書梅

表 184（續）

團體名稱
立案（成立）

時間
理事長

個人會員
（名）

團體會員數
（個）

會址地點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103 年 9 月 林志敏 -- 45 臺中市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104 年 9 月 邱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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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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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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473 353 400 1,842

繳費數 616 196   74 325 1,211

註：（1）本表資料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止。（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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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7 年主要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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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會員大會及活動

第 55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於 107 年 12

月 8 日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開，共

有來自全國各類型圖書館團體與個人會員

約 250 人出席。清晨 6 時 30 分於中正紀

念堂舉辦「Librarian Happy Run」以路跑

揭開年會序幕，約 40 位同道參加。年會

上午議程安排專題演講，邀請韓國 Dong-

Geun Oh 教授與泰國 Chutima Sacchanand

教授分別主講韓國與泰國圖書資訊學發

展 現 況； 下 午 舉 辦「Librarian Fashion 

Show」活動，由各館組隊展現創意，同時

段並舉辦大專校院圖書館海報展暨票選活

動、2018 大專校院圖書館精進與創新競賽

優勝作品展，以及圖書資訊展等活動。會

中頒發各項獎學金，並表揚 107 年圖書館

週活動標語徵選優勝作品。

（二）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1.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於 4 月 21 日辦

理「2018 世界書香日―讀你，幸福

的瞬間」系列活動，包括在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戶外廣場設置 36 個

關卡找尋幸福寶藏、辦理小小書香

騎士―閱讀代言人徵選、「幸福的

瞬間」影片徵選活動等，共有 1 萬

6,342 人次參與。

2.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與書香社會推動

委員會，響應世界閱讀日及臺灣閱

讀節，於 4 月及 12 月間辦理閱讀

推廣活動。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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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會員人數統計如表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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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學術研討演講論壇

1.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於 3 月 23 日

在臺中市立圖書館精武分館舉辦

「虛實悠遊技狂潮圖書館的應用研

討會」，計有 60 位參加。

2.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與基隆市立

暖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

中學於 4 月 24 日合辦「用閱讀培

養青少年的堅韌力：2018 年書目療

法服務中學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

論壇，邀請學者專家及中學圖書館

閱讀推動教師，進行經驗交流與分

享。此次論壇共約 150 位與會者共

襄盛舉，主要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

教師、圖書館界與出版界同道。

3. 國際關係委員會於 6 月 12 日假世

新大學協辦「2018 國際圖書館事

業發展論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主辦），林

志鳳主任委員、廖秀滿委員、王梅

玲委員受邀擔任主講人。

4.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委託長庚醫院圖

書資訊課於 8 月 23 日至 24 日舉辦

「第 40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

會」。

5. 公共關係委員會 8 月 31 日於益品

書屋辦理講座，邀請益品書屋創辦

人戴勝益先生主講「我學習到的十

個故事」，計有 150 人參加。

6. 與國家圖書館於 9 月 26 日至 28

日共同主辦「第 21 屆電子學位

論 文 國 際 研 討 會 」（ETD 2018 

TAIWAN）。

7.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與大學校院

圖書館委員會合辦「2018 大專校

院圖書館海報展」，12 月 8 日於國

家圖書館文教區 B1 穿堂展出同時

辦理票選活動，計有 13 所大專校

院圖書館 16 件作品參展，票選結

果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獲得第 1 名。

（四）參與國際專業團體活動

1.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5 月組團赴美國

亞特蘭大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

會（MLA）年會；6 月赴湖北參

加「CALIS 全國高校醫學圖書館

2018 年學術年會暨兩岸三地醫學圖

書館館長論壇」；7 月組團赴英國

威爾斯卡地夫參加「歐洲健康資訊

暨圖書館學會（EAHIL）2018 年

年會」。

2. 學會組團赴美國紐奧良參加於 6 月

21 日至 26 日辦理之「美國圖書館

學會（ALA）2018 年年會」，計

有 9 個單位代表 24 人與會。

3. 學會組團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於 8

月 23 日至 31 日辦理之「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IFLA）2018 年年會」，

計有 17 個單位代表 26 人參加。

4. 學會組「韓國圖書館參訪團」於 9

月 17 日至 21 日至韓國參訪光雲

大學中央圖書館、議政府科學圖書

館、首爾大學圖書館、果川公共圖

書館、蔚山圖書館等 5 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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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同道 22 人參加。

（五）精進館員專業工作知能

1. 教育委員會委託各圖書館與圖資系

所辦理暑期研習班，107 年辦理 4

個班別於 7 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

陸續開班，總計有 182 人次參加研

習，辦理情形如表 187。

2. 分類編目委員會與國家圖書館分別

於 6 月 22 日與 11 月 23 日合辦 2

場「IO Talk 論壇」。

3.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與高雄市立圖書

館於 9 月 3 日合辦「書目療法之

運用」館員教育訓練，約 80 人參

加。

4. 分類編目委員會於 9 月 29 日辦理

資訊組織分析師認證能力考試，共

計 47 人應考，25 人及格並獲頒證

書。

5. 與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香港圖書

館學會、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

會共同舉辦「圖書館在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議程中的角色與實踐工

作坊」（Workshop on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2030 Agenda）。工作坊

5 月 17 日及 18 日在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舉行，計有大學圖書館

及公共圖書館逾 20 人參加。

表 18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委託辦理暑期研習班一覽表﹙107年）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數

人工智慧於發展圖書館創新服務研

習班
107.07.16-107.07.20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50

閱讀、健康、堅韌力：書目療法專

業知能研習班
107.07.16-107.07.2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
50

行銷基本力―圖書館網路與社群行

銷研習班
107.08.06-107.08.10 臺北市立圖書館 34

圖書館資訊組織基礎訓練研習班 107.08.17、107.08.24、

107.08.31

國家圖書館 48

（六）編印圖資專業論著刊物

1.《圖書資訊學研究》（半年刊）

正常出刊，並被收錄於 LISA 及

DOAJ 等資料庫。107 年出刊刊期

為第 12 卷第 2 期（6 月出刊）、

第 13 卷第 1 期（12 月出刊）。

2.「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

（月刊）由出版委員會按月定期發

送給各會員。

（七）獎勵圖資從業館員師生

1.「社會服務獎」頒予社團法人臺中市

大臺中建築師公會、方漢武先生；

「資深服務獎」頒予張惠芬女士。

2. 沈祖榮暨沈寶環教授、蔣復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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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韋棣華女士、李德竹教授等紀

念獎學金、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

金、凌網科技獎學金之作業，計有

7 所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 40 位獲

獎，獎學金發放總額為新臺幣 29

萬元。

3. 韋棣華獎助金獎助專業人員參與國

際會議，107 年計獎助葉乃靜參與

國際論文發表；獎助洪敦明、沈冬

玫參與海外海報發表。

4. 獎助學位論文計頒優秀碩士論文 1

名（温宜琳），佳作 2 名（呂昱

慧、林芷君）。「2018 圖書資訊

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發表會」12 月

21 日於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行，獲

獎學生於會中發表論文。

5. 獎勵「2018 大專校院圖書館精進與

創新競賽」優勝團體，獲金牌獎者

為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銀牌

獎為銘傳大學圖書館，銅牌獎為中

山大學圖書館，佳作兩名為明志科

技大學圖書資訊處以及正修科技大

學圖書資訊處。

6. 獎勵「大專校院圖書館海報展」票

選結果優勝者，第 1 名為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第 2 名為國

立中興大學圖書館，第 3 名為淡江

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另外佳作 3

名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

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臺北醫學

大學圖書館。

（八）國內同道經驗交流分享

1. 會員發展委員會於 8 月 29 日為參

與 IFLA 年會之會員舉辦「馬來西

亞麻六甲世界遺產文化深度一日

遊」活動。

2.「閱讀與心理健康」FB 粉絲專頁，

由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委員每月

輪值執筆，亦由主任委員與副主任

委員，不定期更新相關訊息，發布

情緒療癒素材資訊；並從其他粉絲

專頁，轉載與「閱讀與心理健康」

相關之訊息。

3. 公共關係委員會於 11 月 27 日與新

店崇光社區大學合辦大專青年經驗

分享講座。

4.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 6 月 27

日至 12 月 21 日辦理 8 場圖書館同

道實務分享會。

（九）其他

1. 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研究案―「圖

書館建置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主題資

源網站之研究」，由林巧敏副教授

主持。

2. 國家圖書館委託研究案―「建全直

轄市立圖書館營運體制及建立公共

圖書館協調管理組織體系先期規劃

委託研究案」，由柯皓仁教授與葉

乃靜教授共同主持。

3. 長青會員委員會推動退休館員口述歷

史訪問計畫，於 2 月 2 日與 9 月 11

日召開退休館員訪問計畫工作小組第

6 次與第 7 次會議。（郭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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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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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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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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國家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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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屆（107 年至 109 年）組織人

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陳光華；副理事長曾淑賢；

常務理事邱子恒、柯皓仁、莊裕

澤；理事王錦華、宋雪芳、李婷

媛、林文源、林麗娟、袁賢銘、黃

明經、楊智晶、潘政儀、鄭來長。

（二） 常務監事洪世昌；監事林玲君、彭

勝龍、閔蓉蓉、蔡榮婷。

（三） 各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召集人）請

見表 188。

（四）會員單位共計 352 個。

表 188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14屆各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召集人）一覽表﹙任期自107年至109年）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會務設計委員會 李孟晃（實踐大學圖書暨資訊處圖資長）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吳瑞秀（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館長）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林聰敏（東吳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邱子恒（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館長）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林孟玲（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副研究員）

北部分區委員會 吳建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資長）

中部分區委員會 陳明柔（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館長）

南部分區委員會 洪玉貞（臺南市立圖書館館長）

東部分區委員會 謝明哲（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二、會務及活動

（一） 發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通訊」

通訊以電子形式發行（http://www.

ilca.org.tw/ilcaeltr/），內容包括專論、

會務報導、各種會議紀錄（理事會、監事

會、委員會、會員大會、新知研討會、業

務座談會）、專論與特載等，為會員能及

時掌握會務動態及了解館際合作各項訊息

的平臺之一。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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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至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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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設置轉介館對全年使用

NDDS 系統量小於 10 件的會員館提供文

獻轉介服務。107 年各分區轉介館，北區

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中區為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南區為臺南市立圖

書館、東區為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至 107 年 12 月止，共 25 個會員單位申請

加入，申請量累計 293 件。

（三）召開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7 年 5 月

31 日假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演講廳召開

（圖 67）。大會安排羅布森書蟲房店長郝

荷麗以「桃花源裡的文字流變」進行專題

演講，並邀請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柯

皓仁，與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共同分享

「從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

中心的建置談合作典藏」座談。

圖 67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7 年 5 月 31 日假新北市立圖

書館召開

（四） 召開第 14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

席會議

第 14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

107 年共召開 3 次（分別為 6 月 22 日、9

月 4 日、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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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圖書館

委員會相關活動，規劃辦理圖書館

閱讀體驗研討會及館員實務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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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與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合辦「學術傳播與研究影響力研討

會」。邀請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館、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臺北榮民

總醫院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及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等專家學

者，分享其提升研究影響力的實務

做法，探討各個面向的具體應用與

實務，提供各學術機構與圖書館依

據各校的資源和環境選擇合適的做

法，共 74 人與會。

3. 北部分區委員會召開北部分區委員

會議，辦理館際合作業務有關活動

及持續辦理提供小型館轉介服務。

4. 南部分區委員會於 5 月 11 日假崑

山科技大學教學研究大樓舉辦「問

題導向學習（PBL）與圖書館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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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

長陳昭珍演講「問題導向學習該如

何學」、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

員田國慶「談問題導向式學習法與

圖書館空間的演變―以故宮南院亞

洲藝術文化資料中心為例」、崑山

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副館長陳國泰

演講「在問題導向學習中應用行動

工具」，共 94 人與會。

5. 中部分區委員會

（1） 於 3 月 23 日假臺中市立圖書館精

武分館舉辦「虛實悠遊・科技狂

潮：在圖書館的應用研討會」。

邀請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

系教授陳紹慶演講「開放科學時

代：圖書資訊管理者的角色與貢

獻」、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

長黃明居演講「新科技在圖書館

服務之應用：以人臉辨識與虛擬

實境為例」，共 74 人與會。

（2） 於 6 月 7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圖

書館會議廳舉辦「用一張圖說完

大資訊：資訊圖像化實務工作

坊」，邀請 Re-lab 資訊設計顧問

公司執行長劉又瑄演講「資訊圖

表改造世界」、Microsoft MVP

王作恒先生演講「Excel 數據分

析與互動式報表的觀念和視覺化

呈現技巧」、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魏怡君小姐分享書目資料庫加

值利用、世新大學圖書資訊處高

雅慧組長分享圖書館資料視覺

化，共 150 人與會。

（3） 於 6 月 8 日假臺中市立圖書館總

館舉辦「長照 2.0・深耕社會服

務」講座，邀請中國醫藥大學醫

學系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老

年醫學科林志學副教授演講「保

骨防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長期照護科邱瓊慧護理長演講

「長照 2.0 資源網絡建構」，共

62 人與會。

（4） 於 11 月 30 日假靜宜大學蓋夏圖

書館舉辦「圖書館數據管理與服

務」講座，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王梅玲教

授講授大數據時代，圖書館的因

應之道及數據圖書館員所需具備

的知識技能，共 27 人與會。

6. 東部分區委員會

（1） 於 7 月 12 日假國立臺東大學圖

書資訊館舉辦「圖書館 plus―資

訊科技的應用與加值服務研討

會」。邀請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賴忠勤副館長演講「圖書館對

物聯網及機器人的應用經驗分

享」、國立臺灣大學美術產業學

系施能木副教授兼總務長演講

「創客：雷射雕刻機的應用」、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技術服

務組吳錦範組長演講「人臉辨識

系統之初探與體驗」，共 60 人

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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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 11 月 23 日假佛光大學圖書

館舉辦「圖書館推廣與行銷」專

題演講，邀請佛光大學文化資產

與創意學系教授張譽騰演講「博

物館如何從事文創行銷：國立歷

史博物館經驗分享」、宜蘭縣大

洲國小校長林機勝演講「深耕圖

書館，書香更飛揚」，共 74 人

與會。

7.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參考國內、中

國大陸、香港及歐美等地區類似團

體館際合作模式，研擬館藏發展及

共同合作機制。

8. 會務設計委員會安排協會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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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科技政

策與資訊中心 CONCERT 聯盟，

啟動工作會議辦理 ScienceDirect 

2020-2022 年新合約簽訂事宜。

為提供基礎服務，協調 SDOS 系

統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移

轉至國網中心之雛型測試。配合

CONCERT、TAEBCD 與技專校

院之「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

計畫―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專案

採購計畫」進行相關協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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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國內

圖書館申請國內外全文資料的館際合作系

統，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維運，以下簡稱 NDDS

系統。NDDS 系統服務對象為國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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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

圖書館以團體會員方式加入。國內運作方

式係藉由線上聯合目錄查詢國內 400 餘

館的圖書期刊館藏，提出申請圖書借閱或

期刊全文、博碩士論文與技術報告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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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支援合

作，最後依照各館服務政策處理帳務結

算。另 NDDS 系統已整合「全國聯合期

刊目錄資料庫」，結合 400 多所圖書館 7

萬 4,000 多種中外期刊資源，為主要國內

期刊查找資源。

（一）整體服務概況

107 年共計有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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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7%；近半數使用者類型為在學博

碩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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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圖書借閱兩種，全年總申請件數為 4

萬 1,540 件，其中又以期刊論文複印為最

多，占 43.51 %，詳如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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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服務件數統計―依文獻
申請件類型（107年）

文獻申請類型 申請件數 百分比

期刊論文 18,075 43.51%

圖書借閱 16,526 39.78%

博碩士論文 / 研究報告 4,214 10.14%

國外文獻申請件 1,349 3.25%

會議論文 1,376 3.32%

總　計 41,540 100.00%

（二）近五年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比較

圖 68 顯示，自 103 年起文獻傳遞服

務「總申請件數」即呈現持續下滑趨勢，

其主因是國內近二十個學術研究圖書館加

入美國 RapidILL 館際複印系統，由各區

域圖書館自行拓展館際合作業務。此外，

電子資源使用量大幅增加，與線上提供期

刊全文免費下載普及化等影響所致，其中

又以期刊複印申請數量下滑變化尤為明

顯。近 3 年整體數量下滑逐漸趨緩，總申

請數量每年仍維持在 4 萬多件。

-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3-107年服務申請件數統計

總申請 文獻 圖書

圖 68　近五年文獻傳遞服務件數

資料來源：取自歷年之 NDDS 使用統計及服務績效報告。

（三）系統改版提升服務品質

NDDS 系統自 106 年起推動系統改

版工作，107 年 9 月及 12 月分二階段上

線，以嶄新的操作介面，並改善服務項目

統計機制、與圖書期刊相關系統介接以及

改善電子期刊傳送機制等，於國內文獻傳

遞服務工作呈現一番新氣象。﹙林孟玲﹚

72,391 

60,831 

48,852 44,814 41,540 
47,001 

40,565 
30,919 27,805 25,014 25,390 

20,266 17,933 17,009 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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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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屆組織人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莊道明；常務理事邱子恒、

歐陽崇榮；理事宋雪芳、林奇秀、

邱炯友、蘇小鳳、葉乃靜、羅思

嘉。

（二） 監事柯皓仁、蔡明月。

（三）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課程規劃委員

會羅思嘉、學術交流委員會黃元

鶴、研究發展委員會王梅玲、會員

發展委員會邱子恒、系所主任委員

會邱炯友。

（四） 團體會員計有 38 個；個人會員共計

111 人，其中包括永久會員 75 人、

普通會員 14 人、學生會員 22 人。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與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信息管

理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聯合於 107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假南京理工大學科學會

堂，舉辦「第 14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

學術研討會」（圖 69）。此屆會議主題

為「數據科學驅動的圖書資訊學變革與轉

型」，探討議題包括數據科學驅動下圖書

資訊學的理論探索、數據科學驅動下圖書

資訊學的實踐、面向數據服務的使用者研

究、大數據時代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

大數據技術在圖書資訊服務創新中的應用

等。此次共計有兩岸圖書資訊學界 40 餘

所學校近 160 人學者專家參加；臺大、政

大、師大、中興、輔大、淡江與世新等 7

所圖書資訊學系 25 位師生跨海參與。臺

灣計提出 21 篇論文，其中教師組 10 篇、

學生組 11 篇；會議期間同時舉辦海峽兩

岸院系海報展，促進兩岸學者專家們的學

術對話與交流。

（二） 國際圖書館事業發展論壇

為增進亞太地區學術交流，學會於

6 月 12 日假世新大學舉辦國際圖書館事

業發展論壇（International 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 Forum）。論壇以英語進

行，並邀請日本鶴見大學教授 Takashi 

Nagatsuka、國家圖書館主任廖秀滿、世

新大學教授林志鳳、政治大學教授王梅玲

與大同大學教授張迺貞等發表 5 篇報告。

（三）辦理資訊素養數位課程設計講座

11 月 26 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資

訊素養委員會合作辦理講座，邀請國立政

治大學教授王梅玲以「大學資訊素養數位

課程教什麼：我的磨課師課程設計與經

驗」為題分享教學經驗，該場次以網路直

播方式於線上分享講座內容。

（四） 舉辦 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

為因應臺灣高等教育環境的問題與

挑戰，學會於 12 月 15 日假國家圖書館

簡報室舉辦「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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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論壇分別從科技、社會、資訊環

境與圖書館變革等方面，借鏡美日圖書資

訊界經驗展開圖書資訊環境掃描與策略規

劃，以及圖書資訊學教育討論。論壇分主

題探討教育趨勢，透過學者對談探索未來

十年（2018-2028）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

方針，也開啟「圖書資訊學教育政策白

皮書策略計畫」撰寫計畫。論壇邀請美

國 Ismail Abdullahi 博士與日本鶴見大學

Takashi Nagatsuka 博士分享美日圖書資

訊學教育發展現況與趨勢外，另有 50 餘

位國內圖資系所師生參加。

（五）召開第 13 屆第 2 次會議大會

會員大會於 12 月 8 日假國家圖書館

421 教室舉行，會議主要活動包含頒發本

會 CALISE 獎學金。獲獎者為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韓筱瑄、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系碩士班葉昕、輔仁大學圖書資

訊學系碩士班朱沛涵、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班林明儀、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楊

恩潔、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班

王衫姍、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碩士班邱惠玲。年會提案討論決議於次年

11 月舉辦「圖書資訊學教育研討會」，邀

請圖資學領域專家共同探討未來圖書資訊

學教育發展藍圖與策略。（莊道明）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以促進資訊素養相

關領域的專業研究及推廣教育為宗旨，學

會設置理事 9 人、監事 3 人，任期 2 年；

圖 69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

系聯合於 107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假南京理工大學科學會堂，舉辦「第 14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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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設置資訊素養指標委員會、研究發展委

員會、教育訓練推廣委員會推動會務。

第 7 屆組織人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林志敏；常務理事劉安之、

常效宇；理事李新林、柯皓仁、張

瑞雄、梁修宗、陳仁龍、駱榮富。

（二） 常務監事邱月香，監事彭勝龍、黃

焜煌。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3 月 30 日

假逢甲大學圖書館召開，邀請國立

交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張志銘

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柯

皓仁，主講「資訊素養數位教材推

廣及應用」與「數位化學術研究服

務新趨勢」。

（二） 於 5 月 17 日於嶺東科技大學協辦

「2018 嶺東科大黎明學術講座」

資訊系列活動，邀請前行政院院

長、現任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

院榮譽院長張善政博士針對「臺灣

發展數位經濟的機會與挑戰」進行

探討，分享臺灣數位經濟的未來趨

勢。

（三） 於 12 月 21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與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共

同舉辦「『創』時代：圖書館創新

服務行銷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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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分成法人社員及

個人社員二種，社員以公私立大專校院為

主，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總計社員數

有 4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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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屆理事、第 11 屆監事名單

為：理事主席林志敏；理事吳有基、陳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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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至 107 年 12 月。

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舉辦年度社員大會

合作社於 5 月 25 日召開年度社員大

會，邀請 3 所社員圖書館分享電子資源推

廣經驗，包含東海大學圖書館、國立聯合

大學圖書館以及南開科技大學，期能增進

社員間的經驗交流，進而激盪出服務推廣

新思維。

（二） 補助社員圖書館辦理電子書推廣

活動

為鼓勵成員館積極推廣及利用電子

書館藏，邀請社員圖書館舉辦多元化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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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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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大葉大學 電子書 Hen 可以

東海大學 e-book e-book 愛上你

逢甲大學 新鮮人起手式

靜宜大學 與書的盲目約會，我們的愛 ~ 無紙境

中國醫藥大學 E 閱而上，E 閱無際

中華大學 CHU 愛 e 樂園

亞洲大學 漫遊雲端，e 起看書！

南開科技大學 魔借：More 借 E-book 趣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書的運用與數位閱讀服務的推廣」分享會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書行動借書閱讀趣系列活動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書答題競賽

朝陽科技大學 ™ Read-e 起暢讀全世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 起閱讀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中文書主題電子書牆」有獎徵答活動

文藻外語大學 2018 悅轉閱好

大華科技大學 e 指萬里知天下

明新科技大學 E 起認識電子書

國立中正大學 無所不在―小精靈電子書大冒險

國立中興大學 E 化興世界―電子資源嘉年華會

國立宜蘭大學 作伙來讀冊：e 起認識地質公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大家 e 起來悅讀！―電子書推廣活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不 i 電子書不是你的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 起生活吧！―我與電子書的生活日常

子書推廣活動，以期有效應用電子書於教

學、研究以及學習活動中，進而提升電子

書的使用效益。107 年總計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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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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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辦「創」時代：圖書館創新服務

行銷研討會

於 12 月 21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舉

辦「『創』時代：圖書館創新服務行銷研

討會」，邀請圖書館專業人士及業界人士

演講有關社群經營、多元行銷等主題。研

討會安排 6 場主題演講，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務長陳昭珍主講「從自主學習談圖

書館創新服務」、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副

館長黃明居主講「新科技於圖書館服務的

應用」、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創辦人暨執

行創意總監薛良凱主講「閱讀產業怎麼玩

文化創意」、創億學堂行銷長林杰銘主講

「網路社群經營即戰力」、閱讀人社群創

辦人鄭俊德主講「知識社群文案力」以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溫士源主講「圖書館閱

讀空間改善與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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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 ASIS&T）於全球共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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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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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學會組織成

員包括：會長林頌堅（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助理教授）、副會長宋慧筠（中興大

學圖書資訊學副教授），與秘書長范蔚敏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生）。

（林頌堅）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無）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成立宗旨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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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2 屆人事如

下：

（一） 理事長邱子恒；常務理事胡豫湘、

林時暖、孫智娟、李明錦；理事張

慧瑾、陳冠年、許淑球、楊淑芬、

張稜雪、邱淑瑛、陳惠玲、吳肖

琪、徐瓏瑜、黃粮猗。

（二） 常務監事楊明正；監事游立新、劉

嘉卿、姜義臺、劉莉娟。

（三） 秘書長黃素英、副秘書長蕭淑媛、

簡莉婷。

（四） 委員會名稱及主任委員（召集

人）：教育委員會張慧瑾、推廣委

員會胡豫湘、國際合作委員會陳惠

玲、網路資訊委員會姜義臺、評鑑

與實證委員會游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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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辦理年會暨研討會

學會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

館委員會聯合主辦「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18 年會暨第 40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

研討會」，107 年由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及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承辦。研討會於 8 月 23

日及 24 日假桃園長庚醫院召開，會中安

排 6 場專題演講，計有國內外醫學圖書館

100 餘位人員與會，會場並同步辦理學術

海報展，共有 10 幅海報參展。並於 8 月

23 日中午召開年度會員大會。

（二）參與國際學術團體活動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每年號召醫學圖

書館同道參與國際醫學圖書館專業團體舉

辦之年度會議或學術研討會，107 年國際

活動及交流情形如下：

1. 邱子恒理事長及蕭淑媛副秘書長赴

美國亞特蘭大，參加於 5 月 18 日

至 23 日召開之美國醫學圖書館學

會（MLA）年會，並發表學術海

報。期間並前往紐約市參訪哥倫比

亞大學圖書館、皇后區公共圖書館

等。

2. 邱子恒理事長、胡豫湘常務理事赴

湖北，參加於 6 月 11 日至 14 日舉

辦之「CALIS 全國高校醫學圖書

館 2018 年學術年會暨兩岸三地醫

學圖書館館長論壇」，並發表主題

演講。

3. 邱子恒理事長及蕭淑媛副秘書長赴

英國威爾斯卡地夫，參加於 7 月

9 日至 13 日舉辦的「歐洲健康資

訊暨圖書館學會（EAHIL）2018

年年會」（EAHIL Conference 

2018），並發表主題演講。期間

並參訪牛津大學總圖書館、科學圖

書館、附屬醫院圖書館、大英圖書

館、伯明罕大學總圖書館、醫學院

圖書館及卡地夫大學圖書館等。

（三）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為探討提升學術

研究影響力的策略與做法，於 10 月 25 日

假臺北醫學大學國際會議廳與臺北醫學大

學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

館委員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國

際館際交流委員會聯合主辦「學術傳播與

研究影響力研討會」（圖 70）。會議邀請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館長關麗嫦及高級助

理館長戴淑兒、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

館館長仇曉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圖書

館副館長謝耀文、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館長胡豫湘、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唐牧群、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館長邱子恒

進行主題演講；計有來自國內各大學圖書

館及研究機構共 74 名代表與會。會後並

安排外賓於 10 月 26 日參訪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及新建的自動化

書庫。

（四） 舉辦第二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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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假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圖書館

舉辦第二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人員認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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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共計有 23 名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報

考，16 名通過考試（含以著作申請認證

者），取得學會頒發的「高級醫學圖書館

管理師」證書。（黃素英）。

圖 70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2018 年會暨第 40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107 年 8 月 23
日及 24 日假桃園長庚醫院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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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105

年由黃文棟、陳宗鈺、謝淑熙、涂進萬等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主任倡議成立，宗旨

目的如下：

（一） 從事中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與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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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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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組織人事概況如下：

（一） 理事長范綺萍，常務理事陳宗鈺、

徐澤佼、劉文明、陳文進。

（二） 常務監事謝淑熙。

（三） 會員共計 64 名，包含學校團體會

員 15 名，個人會員 49 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 成立「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

論壇」籌備工作小組、架設專用網

站，並訂定論壇於 108 年 7 月舉

辦，主題為「素養教育導向下的學

校圖書館發展」。

（二） 協助「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圖書館主任會議」邀請香港培正

中學主任馬凱雄 11 月 1 日至 2 日

來臺並擔任講者，演講主題為「透

過新世代科技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

成效」。

（三） 協助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

團邀請日本東京荒川區立第三中學

校校長清水隆彥 11 月 19 日至 21

日來臺擔任「圖書館營運面面觀工

作坊」主講人，講題為「『以學校

圖書館為教育中心』―以探究性教

學設計為目的，支援學生研究、學

習的學校圖書館的形態」。（范綺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