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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述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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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文獻―圖書館統計〉（CNS 

13151）國家標準，將專門圖書館分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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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記錄民國 108 年專門圖書館設置及

營運概況，本節依據國家圖書館於 108 年

3 月至 7 月期間，發函全國 595 所專門圖

書館提報 107 年各項服務及資源的統計結

果加以描述與分析。該項統計，完成數據

提報者計有 188 館，填答率 31.60%。

一、設置情形

依「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統」

（http://libstat.ncl.edu.tw） 所 蒐 集 的

「專門圖書館」名錄，專門圖書館共

計 有 595 所（ 詳 如 表 114）， 依 類 型

分以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81 所，

所占比例最高（30.42%），其次為醫

學 圖 書 館 167 所（28.07%）、 宗 教 圖

書 館 109 所（18.32%）、 工 商 圖 書 館

106 所（17.81%）、 學（ 協 ） 會 圖 書

館 16 所（2.69%）、 其 他 專 門 圖 書 館

9 所（1.51%）、大眾傳播圖書館 7 所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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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五年圖書館的數量統計來看（如

表 115），專門圖書館館數逐年遞減，與

106 年相較可發現 107 年工商圖書館減少

1 所，宗教圖書館減少 1 所，其他專門圖

書館也減少 1 所，而大眾傳播圖書館和學

（協）會圖書館數量則維持不變，比較特

別的是醫學圖書館增加了 1 所。

表 114
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7年）

類型 數量 百分比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181 30.42%

醫學圖書館 167 28.07%

宗教圖書館 109 18.32%

工商圖書館 106 17.82%

學（協）會圖書館 16 2.69%

其他專門圖書館 9 1.51%

大眾傳播圖書館 7 1.18%

合計 595 100.00%

表 115
近五年專門圖書館數量統計（103年至107年）

                                      年度

 類型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政府機關（構）圖書館 202 187 183 181 181

工商圖書館 112 109 110 107 106

大眾傳播圖書館 8 7 7 7 7

醫學圖書館 169 166 166 166 167

學（協）會圖書館 17 17 17 16 16

宗教圖書館 111 109 108 110 109

其他專門圖書館 11 12 11 10 9

合計 630 607 602 597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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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現況

茲就提報統計的 188 所圖書館之服務

人數、人力資源、館藏資源、服務項目及

服務統計，說明 107 年專門圖書館的發展

概況。

（一）服務人數

107 年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統計如表

116，專門圖書館係以服務母機構為主，

資料顯示提報統計的 188 所圖書館服務母

機構員工 24 萬 5,542 人，總辦證人數 23

萬 4,596 人，服務人數有 74 萬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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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使用。

（二）人力資源

107 年專門圖書館人力資源如表

117 所示，圖書館全職與兼職館員合計

432 人，其中全職館員中具圖資背景者

計有 221 位，即全職的專業館員比率為

65.5%；然而一個館平均全職館員人數不

到 2 人，而且有 61 個館沒有專職館員，

顯示我國專門圖書館多半規模較小、人力

較少的特性。此外，98 個館（52%）沒有

圖資背景的專職館員，也是一個值得關注

的現象。

表 116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口數（107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值
填答館數 數值為 0

員工人數 188   4 1,306.07 245,542

服務對象總人數 183 17 4,063.91 743,695

總辦證人數 184 41 1,274.98 234,596

表 117
專門圖書館服務人力資源（107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值
填答館數 數值為 0

專職館員人數 188 61 1.71 322

兼職館員人數 188 108 0.59 110

專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188 98 1.12 211

兼職具圖資背景人數 188 175 0.0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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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館藏統計

107 年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源詳如表

118，館藏資源類型包括圖書資料、非書

資料及電子資源等。各類型資源之數量以

紙本圖書最多，逾 400 萬冊；期刊合訂本

80 萬餘冊次之；現期期刊部分，電子期刊

56 萬 6,515 種遠多於紙本期刊 2 萬 5,180

種；視聽資料總計 45 萬 5,000 多件；電

子資料庫總計 2,994 種。從平均數來看，

每館平均典藏紙本圖書 2 萬 1,343 冊、電

子書 2,423 冊、期刊合訂本 4,266 冊、紙

本現刊近 134 種、電子期刊逾 3,000 種、

視聽資料 2,420 件、電子資料庫不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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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 23 個館在 107 年沒有

新增任何圖書，有 126 個館沒有淘汰任何

圖書，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表 118
專門圖書館館藏資源統計（107年）

館藏類型
館數

平均值 合計值
填答館數 數值為 0

圖書資料

　圖書（冊） 188 5 21,343.27 4,012,534

　期刊合訂本（冊） 188 74 4,266.82 802,163

　報紙合訂本（種） 188 168 23.80 4,474

　現期期刊（種） 188 14 133.94 25,180

　現期報紙（種） 188 45 4.14 779

　其他圖書資料（冊） 188 154 4,606.48 866,019

非書資料

　視聽資料（件） 188 52 2,420.42 455,039

　其他非書資料（件） 188 157 584.81 109,944

電子資源

　電子書（冊） 188 105 2,423.42 455,603

　電子期刊（種） 188 85 3,013.38 566,515

　電子資料庫（種） 188 76 15.93 2,994

　其他數位資源（種） 188 157 102.85 19,336

107 年館藏新增與淘汰量

　圖書增加量（冊） 188 23 496.11 93,268

　圖書淘汰量（冊） 188 126 371.52 69,846

　期刊合訂本增加量（冊） 188 142 40.21 7,559

　期刊合訂本淘汰量（冊） 188 181 13.55 2,547

　報紙合訂本增加量（種） 188 182 0.89 167

　報紙合訂本淘汰量（種） 188 184 0.7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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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項目 

107 年專門圖書館提供之服務項目

如表 119 所示，專門圖書館提供的服務

項目依次為館內閱覽（95.75%）、參考

諮詢服務（85.11%）、館藏資料借閱

（85.11%）、資料庫檢索（73.41%）與推

廣服務（72.88%）等五項，且逾半數圖書

館皆提供，顯見此五項為專門圖書館的核

心服務；而電子報（18.62%）和專題選粹

（18.62%）則是較少見的服務項目，少於

五分之一的圖書館提供這二項服務。

表 119
專門圖書館服務項目統計（107年）

項目 填答館數 服務館數 占填答館數百分比

館內閱覽 188 180 95.74%

館藏資料借閱 188 160 85.11%

參考諮詢 188 160 85.11%

資料庫檢索 188 138 73.40%

推廣服務 188 137 72.87%

對外提供閱覽服務 188 94 50.00%

期刊目次選粹 188 58 30.85%

提供電子報 188 35 18.62%

專題選粹 188 35 18.62%

（五）服務統計

107 年專門圖書館服務統計詳表

120，107 年進館總人次達 190 萬 3,371 人

次，年度總借閱冊數為 71 萬 1,473 冊，

總借閱人次達 26 萬 3,224 人次，借書的

讀者一次平均借閱 2.7 冊；至於提供館際

合作服務的圖書館，107 年有逾 4 萬件的

服務量，其中圖書貸出 3,674 冊、借入

4,110 冊，複印服務貸出 2,661 件、借入

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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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每館平均向外申請

館際代印約 160 件，一個月約 13 件，服

務量實在不大；此外，62 個圖書館有向

他館申請館際借書，但只有 20 個圖書館

有借書給他館，顯示專門圖書館館藏量偏

少，較需要向他館借書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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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
專門圖書館服務統計（107年）

項目
館數

平均值 合計值
填答館數 數值為 0

閱覽席位 188 17 32.45 6,101

進館人次 184 16 10,344.41 1,903,371

借閱冊數 188 18 3,784.43 711,473

借閱人次 188 17 1,400.13 263,224

館際合作服務

　圖書借入量（冊 / 件） 188 126 21.86 4,110

　圖書貸出量（冊 / 件） 188 168 19.54 3,674

　影印 - 借入（件） 188 123 160.64 30,201

　影印 - 貸出（件） 188 145 14.15 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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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4 年

9 月正式成立。由於專門圖書館委員 107

年未舉辦相關活動，茲分述神學圖書館委

員會和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107 年的重要活

動。

一、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一）召開第 55 屆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於 11 月 1 日召開

107 年第 1 次會議，會中討論 108 年工作

計畫，並決定 108 年暑假於基督教臺灣浸

會神學院舉辦神學圖書館會員大會，會中

計畫安排二場「神學圖書館數位典藏」與

「圖書館與翻轉教學」專題演講。委員會

並就電子資源聯合採購計畫執行狀況進行

討論，並議決 108 年將新增萬方中文資料

庫。

（二） 辦理中英文資料庫及神學電子書聯

合採購 

近年來電子資源成長快速，成為研究

教學不可或缺的資源，但電子資源價格不

斐，對於圖書經費不是非常豐富的神學院

校圖書館而言更是如此，有鑑於此，以聯

盟方式共同採購電子資源已經成為神學圖

書館擴展電子館藏的有效方法。表 121 呈

現 107 年神學圖書館聯盟採購電子資源的

運作概況。（林荷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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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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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會選舉出來之理事長依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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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推動全國醫學圖書館事業發

展之相關事宜。

（一） 辦理醫學圖書館年會暨研討會

為促進醫學圖書館從業人員經驗交流

並學習新知，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

圖書館委員會聯合主辦，由林口長庚及桃

園長庚紀念醫院承辦，於 8 月 23 日至 24

日假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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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 6 場專題演

講，計有國內外醫學圖書館 100 餘位相關

從業人員與會，會場並同步辦理學術海報

展，共有 10 幅海報入選參展。年會暨研

討會期間，並安排會員大會於 8 月 23 日

中午召開。

（二）參與國際學術團體活動

每年集合醫學圖書館同道參與國際醫

學圖書館專業組織舉辦之年會或學術研討

會，是國際醫學圖書館界年度活動盛事，

107 年參與情形說明如后。

1. 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MLA）

年會：5 月 18 日至 23 日學會理事

長邱子恒率團參加於美國亞特蘭大

舉行之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第 118

屆年會，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並以

「Faculty’s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toward Open Access Journals i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及「The  

r ewa r d i n g  s y s t e m  o f  l i b r a r y 

resources promotion program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二主題參加海報展；期間並前往紐

約市參訪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皇

后區公共圖書館參觀。

2. 參加（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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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

表 121
神學圖書館聯盟採購電子資源一覽表（107年）

資源名稱 參與圖書館數 聯合採購時間

RPC（Religion&Philosophy Collection） 

英文全文資料庫（EBSCO）

5-6 所 每年 1 月份

Brill 英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6-7 所 每年 1 月份

神學家卡爾・巴特數位圖書館 2 所 每年 9 月份

Brill 英文電子書：聖經與宗教兩個方案 聖經 10-11 所

宗教 4-5 所

每年 5 月份議價

華藝 CEPS 中文資料庫 6-7 所 每年 5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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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4 日學會理事長邱子恒率團赴

湖北出席由中國 CALIS 醫學中心

主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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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歐洲健康資訊暨圖書館學會

（EAHIL）年會：理事長邱子恒

率團出席 7 月 9 日至 13 日於英國

威爾斯卡地夫舉辦的 EAHIL 2018

年年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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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探討提升學術研究影響力的策略

與做法，與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國際館際交流委

員會於 10 月 25 日聯合主辦「學術傳播

與研究影響力研討會」，假臺北醫學大

學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會邀請香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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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圖書館及研發處共 74 名代表與會。

10 月 26 日安排外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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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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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屆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認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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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證

書。（邱子恒）

參、年度重要活動

專門圖書館活動辦理與交流方式依

母機構性質而多所不同，本節依 107 年

圖書館所舉辦的活動列舉具代表性者介

紹如后。

一、宗教圖書館

（一）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與國家圖書館

共同主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之

「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研討會」，

於 10 月 12 日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計有來自各地圖書館界、教育界、佛

教界等人士近 200 人與會（圖 31）。研討

會規劃四個議題，包括「圖書館行銷與文

創產品的關係」、「運用圖書館館藏資源

做文創開發」、「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實

務分享」、「文化創意的新思維」，安排

2 場專題演講及 3 場專題論文研討，內容

涵蓋文化創意、文創產品之開發、規劃、

管理、行銷創新價值、活化館藏等面向。

此外，會場外安排圖書館文創產品展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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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區，邀請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

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與主辦單

位、承辦單位，精選代表性之文創商品近

百種，讓與會者能近距離接觸，並了解圖

書館運用文創的實際成果。（釋自衍）

圖 31　 「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研討會」10 月 12 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行

（二）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

1. 規劃八德新校圖書館及校史空間的

使用，4 月完成精裝修工程採購案

由四維聯合設計有限公司承包。

2. 制定「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館藏

淘汰處理辦法」，3 月經由該校教

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實施。

3. 因應 108 年遷館計畫，107 年辦理

期刊合訂本館藏分析與淘汰工作，

總計淘汰期刊合訂本 176 種 1,300

冊（中文 112 種 760 冊，西文 64

種 540 冊）。

（三）臺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

1. 於 1 月 2 日至 5 日辦理「圖書館

年度淘汰期刊拍賣暨複本書贈送

會」。

2. 因應撰寫論文人數的驟增，圖書館

增設研究桌，並修改個人研究桌使

用要點。

3. 於 10 月 15、22 日辦理新生「研

究方法」課程，介紹圖書與期刊資

源、學位論文資源以及查詢技巧

（圖 32）。

4. 教育部於 10 月 18 日及 19 日蒞校

進行立案之後第 1 次校務評鑑，圖

書館配合評鑑進行各項準備並且參

與面談。

圖 32　臺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為神學碩、

博士班新生介紹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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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督教臺灣浸會神學院圖書資訊

中心

1. 全年舉辦 6 次主題書展，分別為

「適合小組電影欣賞之影片」、

「基督教教育」、「中英文期刊大

賞」、「認識館藏課程教材」、

「公共神學」、「社會議題探

討」。

2. 於 1 月完成圖書自動化系統的升

級。

3. 於 5 至 6 月對全校教職員生與校友

辦理問卷調查，回收之問卷進行統

計與分析，所得結果成為中心規劃

未來發展計畫之參考。

（五）基督教客家宣教神學院圖書館

基督教客家宣教神學院於 107 年通過

亞洲神學協會（ATA：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評鑑認證，為全臺灣通過認

證的第 10 所神學院，圖書館的設置同時

符合 ATA 對圖書館的評鑑指標要求（圖

33）。（林荷鵑）

圖 33　基督教客家宣教神學院於 4 月 23 日至

25 日接受亞洲神學協會評鑑

二、醫學圖書館

（一） 第 40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為推動臺灣醫學圖書館之發展與合作

交流，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

員會自民國 68 年起每年舉辦醫學圖書館

工作人員研討會（簡稱醫圖年會），104

年起改由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主辦，仍延

續醫圖年會舉辦的意義與精神，藉著工作

經驗研討、新知分享等，是提供國內醫學

圖書館工作人員學習與交流的平臺。

107 年年會適逢第 40 屆，8 月 23 日

至 24 日假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國際會議廳

舉行，計有來自全國醫院及醫學院校圖書

館工作人員、圖書資訊出版相關人員約

170 人參加（圖 34）。研討內容包含邀請

護理師譚敦慈專題演講，4 場實證醫學及

Systematic Review 專題與實務課程；臺

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館長邱子恒分享 Open 

Access 期刊服務提供及推廣建議；其他如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分享策展經驗，建築

師李磊哲分享圖書館設計。（楊淑芬）

圖 34　第 40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107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假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國際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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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 屆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學術海

報展

為提升我國各醫學圖書館之學術與實

務交流，激盪研究創意火花，臺灣醫學圖

書館學會於第 40 屆（107 年）醫學圖書

館工作人員研討會特舉辦第 1 屆學術海報

展，期望藉此鼓勵國內醫學圖書館優秀館

員與團隊激發學術研究能量。

海報摘要徵求活動於 3 月 1 日展開，

共計 15 篇投稿（其中 6 篇為英文）。經評

審專家就海報主題應用性（占 50%）與內

容嚴謹性（占 50%）選出前 10 名，由臺灣

醫學圖書館學會頒發入選證書，並於研討

會期間展示海報，並辦理優良海報獎競賽

與最佳人氣海報獎評選活動（圖 35）。

海報獎競賽由專家就海報主題應用性

（占 40%）、內容嚴謹性（占 40%）、創

新性（占 10%）及設計性（占 10%）評選

出前三名，頒與「優良海報獎」；研討會

與會者以一人一票方式於現場票選出最高

票者，頒予「最佳人氣海報獎」。優良海

報評選為前三名者頒予優良海報獎狀及獎

金：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3,000 元、

第三名 2,000 元；第一名之第一作者若投

稿美國醫學圖書館（MLA）2019 年年會

海報展獲得接受，將核實補助經濟艙來回

機票及出席會議註冊費；獲「最佳人氣海

報獎」者頒予獎狀及獎金 1,500 元。第 1

屆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學術海報展獲獎名

單如表 122。（張慧瑾）

表 122
第1屆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學術海報展獲獎名單（107年）

獎項 海報標題 作者 服務機構

第一名 Evaluation of  Rooted Evidence-

Based Medical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in Scenario-

based Teaching Curriculum

張慧瑾、馬聖凱

劉慧瑩、黃國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圖書室、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系、新亞東婦產科

醫院婦產部、中山醫學

大學健康管理學院

第二名 * 從研究者角度展現機構研究力之

系統使用者經驗調查：以臺北醫

學大學 Academic Hub 為例

李昱瀅、賴惠君

邱琦茹、游曉芬

蕭淑媛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知

識服務組

第三名 Assessment of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with 3D 

Anatomical Database for 

Clinicians and Faculty to Design 

Customized Teaching Materials

張慧瑾、馬聖凱

劉慧瑩、黃國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圖書室、中山醫學大學

牙醫系、新亞東婦產科

醫院婦產部、中山醫學

大學健康管理學院
* 表同時也獲最佳人氣海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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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於第 40 屆（107
年）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舉辦第 1 屆優

良海報獎競賽與最佳人氣海報獎評選活動

（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空間改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為因應館藏

類型、服務型態與讀者需求的轉變，重新

規劃內部空間，並進行第 1 期空間改造。

第 1 期主要為一樓形象大廳改造，於 7 月

5 日開工至 12 月 14 日竣工，預計 108 年

1 月 22 日開放啟用（圖 36）。改裝後的

一樓形象大廳搭配以挑高的空間、溫和的

燈光，營造出明亮且帶有溫度的圖書資訊

資源服務與空間，作為師生同仁進行腦力

激盪、學術討論及休憩交流的場域。改造

後的一樓大廳設置「i 服務台」，提供影

印列印、大圖輸出、紀念品展售之服務

區，並設有咖啡廳、新書展示區、藝文展

覽廳、歷史記憶玻璃牆、醫學與人文並重

的經典牆等。

其中形象大廳內部的玻璃牆面，特別

為醫學校區設計導覽地圖，讓來訪貴賓、

讀者能藉此瞭解醫學校區與該館歷史發展

的脈絡與特色；此外，為強調對醫學倫理

與人文教學的重視，一樓外圍的經典牆上

特別收錄醫學院前院長高木友枝（1858-

1944）、杜聰明（1893-1986）、魏火曜

（1908-1995）等學者提出的砥勵格言；

並將捐款樹重新設計成楓樹形狀，樹旁呈

現前院長謝博生（1941-2018）所發揚的

「景福精神」，希望楓城學子們能延續與

傳承「景福精神」的內涵與理想，實踐對

社會的責任與貢獻。（周利玲、黃嫃嫆）

（四）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推動兩岸交流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自民 98 年起陸

續與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哈爾濱醫科大

學、北京大學醫學部、南方醫科大學、南

京醫科大學、齊齊哈爾醫學院、海南醫學

院及昆明醫科大學等 8 所中國醫學高校圖

書館締結為姐妹館。10 年來，雙方建立文

獻互印、圖書互贈及館員交流的機制，雙

方已建立深厚的姐妹館情誼。

107 年 8 月 20 日至 26 日邀請南京醫

科大學圖書館館長陳勇、海南醫學院圖書

館館長于挽平及館員江濤、北京大學醫學

圖書館李維副館長及館員徐速，以及南方

醫科大學圖書館副主任彭慶華及館員潘曉

璿等人員來臺交流，並於 8 月 23 日及 24

日參加醫圖年會，會中陳勇及于挽平受邀

進行實務分享，友館來臺期間，亦安排國

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臺北榮

民總醫院圖書館參訪行程。

107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館長邱子恒

率館員黃莉娟、陳嘉君赴南方醫科大學圖

書館，於「港澳臺高校圖書館資源與服務

轉型發展研討會」進行主題演講，並參訪

廣州、深圳等地圖書館。10 月 17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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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於 107 年完成一樓大廳形象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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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館長邱子恒與組長陳瑞文受邀前往，赴

昆明醫科大學圖書館簽訂合作協定，並於

「雲南省高校圖書館知識與服務研討會」

進行主題演講。11 月 5 日至 9 日副館長

黃素英與館員黃鈺婷赴海南醫學院圖書館

參訪，並於「海南省高校圖書館學術研討

會」分享北醫學術知識庫暨專家研究網之

建置與成效，及萬芳醫院分館之昔日、未

來。透過與姐妹館間的互動交流，瞭解兩

岸醫學圖書館的發展，彼此學習、互相借

鏡成長。（黃素英）

三、其他專門圖書館

（一）美國資料中心

因應美國在臺協會（AIT）搬遷至內

湖，原位於臺北市基隆路國貿大樓的 AIT

美國資料中心於 107 年閉館搬遷到內湖新

館，並更名為美國中心。AIT 與其他合作

夥伴共同合作的美國資料中心包括臺北美

國資料中心（位於臺北市立圖書館）、臺

中美國資料中心（位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高雄美國資料中心（位於高雄市立

圖書館河堤分館），以及與臺灣創意設計

中心合作的美國創新中心（位於松菸文創

園區）和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合作的數

位書車仍持續服務在地民眾，定期邀請來

自美國的英語協同教師為小朋友說故事，

並舉辦各項演講活動、影片放映、及創客

活動。

107 年 5 月 AIT 美國資料中心參與科

技部的科普列車活動，於蘇澳、臺南、高

雄火車站設立科普推廣活動攤位，共有超

過 800 位國小學童參加現場體驗。同時，

為慶祝〈臺灣關係法〉40 周年，AIT 美

國資料中心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合作，於

5 月 31 日到 9 月 30 日舉辦為期三個月的

「立穩根基，共創未來：AIT@40―1979 

年後美臺關係展」。在展覽中陳列了各種

文件和文物，蒐集數百張照片和面談影

片，還運用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的功能，

向民眾介紹過去 40 年來美國在臺協會在

美臺關係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美國在臺協

會理事主席莫健、處長酈英傑、副總統陳

建仁、前總統馬英九、外交部長吳釗燮、

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以及多位美國參眾

議員等臺美貴賓或參加開幕典禮、或前往

參觀。該展自 107 年下半年起，與各縣市

政府合作開始巡迴展，共巡迴全臺 10 個

縣市，包括臺北、高雄、臺南、屏東、嘉

義、新竹、臺中、桃園與花東，參觀人次

超過 5 萬人。每一縣市的開幕典禮，都由

美國在臺協會處長或副處長與縣市長共同

開幕。

10 月並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家

太空中心、臺北市政府以及中華電信等單

位合作，舉辦「NASA 黑客松」臺北場

競賽，讓臺灣的年輕人有機會參予國際性

賽事，與世界接軌。在過去數年來，美國

太空總署所舉辦的全球性「NASA 黑客

松」極為成功，已成為年度盛事。107 年

「NASA 黑客松」以我們的地球和太空作

為主題，希望參賽者利用美國太空總署所

提供的開源數據，解決地球相關的問題，

如水資源、氣候變遷等嚴峻的考驗。臺灣

總計有 250 位參賽者，臺灣的冠軍及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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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全球黑客松競賽中雙雙獲選全球前

五名。（王珮琪）

（二）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1. 舉辦大型讀書會及演講活動

配合中心推動破除穀倉效應以

及推動閱讀，107 年於 5 月至 9 月

舉辦讀書會，總計共讀 6 本書籍，

辦理 3 場演講和 9 場讀書分享會。

3 場大型演講會和讀書分享會，

第 1 場讀書分享會在 5 月 31 日舉

辦，創下自 105 年舉辦以來最多人

數參加的紀錄，而 5 月 17 日呂捷

的演講亦刷新了近幾年行政處辦理

演講之人數，共計 144 位參加；第

2 場演講及讀書會「工作，剛剛好

就好」，於 6 月 27 日完成，透過

關主引導讓夥伴們了解如何妥適安

排工作，並學到更多加強工作能力

與溝通應對技巧等訣竅；第 3 場於

9 月 26 日舉辦馬克「職來職往」

演講及讀書分享會，共計 82 人參

加。此外，圖書館成功凝聚新人跨

單位共同參與讀書會活動，透過小

組討論及簡報呈現，培養新人間的

情誼，並快速拉近新人與中心的距

離。年度共舉辦 3 場次，計 52 位

新進夥伴參與。

2. 新創社群經營

圖書館服務以社群方式經營

（圖 37），如改以主動方式蒐

集並彙整最新新訊，透過 FB 和

Line@ 即時提供同人吸收最新資

訊；提供一對一服務，免除群組討

論的困擾，當同人提出需求時，可

隨時提供一對一的專屬服務；活動

直播、製作影片、圖片、語音等，

加深加大服務範圍，配合書展活

動、讀書分享會等，提高同人使用

的黏著度。社群的經營成效顯著，

使用人數 FB 為 207 人、Line@ 有

260 人，並持續增加中。（邱蘭

婷）

圖 37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應用社

群媒體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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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工作之單位皆可歸類為專門圖書館，因

此專門圖書館是所有類型圖書館中最為龐

大和複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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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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這些專業組織也積極發揮功

能，規劃辦理各式各樣活動，提供圖書資

訊從業人員間相互交流、分享和結盟的機

會，並提升同道的專業知能；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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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