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交流與合作

廖秀滿

壹、綜述

民國 108 年，臺灣圖書館界在國際

交流與合作活動上成果豐碩，不僅提高臺

灣國際能見度，更持續發揮圖書資訊專業

量能，積極進行跨國合作，展現學術與專

業軟實力。國際合作與交流的項目多元，

概分為參加國際專業組織年會及研討會，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論壇、研習

班、文教活動，簽署館際合作協議或備忘

錄，發表論文或參加海報展，出版品國際

交換及專案贈書，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Taiwan Corner，擔任國際組織重要

職務及參與專業部門核心活動，赴海外圖

書館標竿學習等。茲分別就圖書館專業學

會、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

館、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學系所、

中小學圖書館，108 年度具特色或創新性

之國際交流活動及合作成果重點敘述，其

他屬各類型圖書館或圖書館團體的重要或

例行活動請參見本年鑑相關專題。108 年

度臺灣主辦或組團參與之大型國際交流活

動採獨立條目敘述，不另在參加者所屬機

關（構）或學校年度內活動中詳述之。

貳、年度重要國際交流與合作

國際重要圖書資訊專業組織及學術會

議向來是臺灣圖書館界積極參與的，108

年組團參加的重要會議包括：「美國圖書

館學會年會」、「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

會及會員大會」、「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MLA 1́9) 年會」、「OCLC 亞太地區理事

會會員大會」、「全球知識創新服務業發展

高峰論壇暨 2019 年數字出版與數字圖書

館融合發展國際研討會」；於國內主辦的

有：「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會」、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2019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習班」、「玄

覽論壇」及「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此外在國際圖書館標竿學習方面，由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2019 京津圖書館

參訪團」及「2019 日本圖書館參訪團」，

由國家圖書館辦理「臺灣公共圖書館芬蘭

學習訪問團」，由臺東縣政府文化處辦理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新加坡圖書館學習參

訪團」，以及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等單位合作辦

理的「2019 新加坡圖書館參訪團」活動。

一、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美國圖書館學會 2019 年年會（2019 

ALA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以下簡稱 ALA 年會）於 6 月 20 日至 25

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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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年會主題為「圖書館=強大的社區」

（Libraries=Strong Communities），會議

期間有研討會、圖書資訊展覽、海報展等

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籌組代表團出

席會議，由學會常務理事宋雪芳率團，團

員包括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助理輔導員蔡

家嫻、國立臺灣圖書館館員李淑華與王思

蘊、國立故宮博物院科員周小琪，以及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王

錦箴、卓珈郁、郭乃嘉、蕭任妤、林芷鈺

與資訊教育研究所學生王宇晨、戴宇蔚等

共 12 人參加。

代表團除了參加研討會、各委員會專

業會議、海報展及參觀展覽外，也參加美

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年會（CALA Annual 

Conference，以下簡稱 CALA 年會）及

會員大會。此行團員參與 ALA 年會海報

展計有 2 件（如表 196）；淡江大學圖

書館館長宋雪芳於「Embracing Diversity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場 次 中， 以

「 Embracing Diversity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Taiwan, Tamkang University 

Library」為題，分享淡江大學圖書館的

多元服務。團員於會議期間亦參訪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圖書館（Milton S. Eisenhower 

Libra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美國

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伍

德里奇鄰里圖書館 (Woodridge Library)、

克里夫蘭公園鄰里圖書館 (Cleveland Park 

Neighborhood Library)、西區鄰里圖書館

(West End Neighborhood Library) 及勞雷

爾圖書館 (Laurel Branch Library)。

表 196

臺灣參加美國圖書館學會 2019 年會海報展海報主題一覽表

參展海報名稱 發表單位／作者

Reading Auction-A Creative Campaign for 

Reading Promotion in Taiwan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蔡家嫻

Facial Recognition for Public Library Patron 

Authentication: What do the Patrons Think?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周

小琪、林芷鈺、林郁綺、邱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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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於 8 月 24 日至

30 日在希臘雅典召開「2019 世界圖書館

與資訊會議：第 85 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年會及會員大會」（2019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8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以下

簡稱 IFLA 年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組團參與會議。此行，由學會常務理事曾

淑賢擔任團長，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邱子

恒擔任副團長，團員包括大同大學教授張

迺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組長王春香、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宋慧

筠、立法院國會圖書館副館長林瑞雯、立

法院國會圖書館科員謝閔涵、斗六市立圖

書館館員吳孟縈、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館

長沈秀茹、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林志鳳、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潘政儀、高

雄市立圖書館專員王郁婷、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編審張琬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科員陳怡真、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科員周小琪、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授吳可

久、國立臺灣圖書館編輯程藍萱、國家圖

書館編輯廖箴、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洪世

昌、臺北市立圖書館主任沈東玫、朝陽科

技大學主任曹淑娟、張茂山、蕭士群、吳

明澂等 16 個單位計 24 位代表。

本屆年會主題為：「圖書館：通過對

話 實 現 變 革 」（Libraries: Dialogue for 

Change），約有超過 278 場次演講，500 

餘位講者，來自 140 個國家 3,626 位的圖

書資訊界相關專業人士與會，101 個圖書

館與資訊廠商攤位，超過 56 個國家 198

件各國圖書館海報參展。臺灣計有 13 件

海報參加海報展，大同大學教授張迺貞、

臺北醫學大學教授邱子恒與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教授吳可久發表 2 篇論文。國際關係

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志鳳以 IFLA 家譜及地

方史常設委員會（Genealogy and Local 

History Standing Committee）主席負責

籌辦在貝爾格勒召開的會前研討會及在

IFLA 2019 年會家譜及地方史常設委員會

會議及研討會。林志鳳亦當選 IFLA 亞太

區部門 (Asia & Oceania Section) 及資訊素

養部門 (Information Literacy Section) 的

常設委員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2019-2023)。代表團並順道參訪希臘國家

圖書館、雅典大學哲學圖書館、音樂圖書

館、市立兒童圖書館及古典研究美國學院

所屬 Gennadius 圖書館等。

圖 61 　臺灣代表團於 108 年 6 月 20 日至 25
日赴美參加 ALA 年會及海報展，與 ALA 會長

Loida Garcia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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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7

臺灣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2019 年會海報展海報主題一覽表

參展海報名稱 發表單位／作者

Sharing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of  Chinese rare books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呂姿玲、

林郁欣

Using AI to Analyze Humanities Research Trends in 

Chinese and Taiwan Studies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黃文德、

廖箴

Community Health Fairs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TMUL): promoting consumer health 

literacy and reading habits for University hospitals´ 

neighborhoods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邱子恒

Integrating a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Service 

Learning into the Teaching of  Digita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a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大同大學／張迺貞、王永心、

徐暄淯

SMART Solutions for Service Impro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NCHU Library 

Experience

中興大學圖書館／林偉、王春

香、張文治

Togetherness: The value of  reading aloud for school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宋慧筠

Using Picture Books in Children ś Life Education- 

Example in Taiwan

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沈秀茹

Libraries Working to Realize UN SDG10 - Reduced 

Inequalities - Taipei Public Library Experience

臺北市立圖書館／洪世昌

Creating a Sustainable Knowledge Ark–Community 

Cooperation to Cultivate Green Literacy

臺北市立圖書館／沈東玫

Inclusive design for children navigating and seeking books 

in 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NLPI), 

Taiwan

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醫學大學

圖書館／吳可久、劉仲成、邱子

恒、陳圳卿

Find the Book with “iLib Guider＂–An Integrated and 

Multifunctional Library Indoor Positioning APP in 

Taiwan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陳怡真、

張琬甄 

iSpace is My Space: Building the Most Interesting Library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曹淑娟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aborative Teaching 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ś Teacher-Librarian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昭珍、   

王�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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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圖書館專業學會國際交流與合作  

圖書館專業學會國際交流與合作，主

要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邀集圖書館同道

參加國際圖書館專業團體舉辦之年會，中

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組團赴大陸參加學

術研討會，美國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

分會辦理學術研討會，臺灣學校圖書館館

員學會辦理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

壇，以及由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組團參加

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發表論文及海報等。

在國際圖書館標竿學習方面，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組團赴北京、天津及日本進行圖

書館參訪，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等

單位組團赴新加坡進行圖書館參訪觀摩。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組團參加 ALA

年會及 IFLA 年會為國內同道參加重要國

際型交流活動已另有條目詳述，醫學圖書

館委員會組團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

會、中國 CALIS 醫學中心 2019 年會暨兩

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歐洲健康資

訊與圖書館學會年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年度協同辦理的圖書館學術研討會活動

包括「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會」

及「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年度內共辦理兩次圖書館參訪活動，

包括由理事長柯皓仁帶隊之「2019 京津圖

書館參訪團」（5 月 24 日至 28 日），計

有同道 28 人參加，參訪中國國家圖書館

新館、天津濱海新區公共圖書館、中新友

好圖書館、天津海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

書館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由監事楊

美華帶隊之「2019 日本圖書館參訪團」

（10 月 14 日至 18 日），計有 21 位同道

參加，參訪土浦市立圖書館、荒川區立圖

書館、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東京醫科齒

科大學及國立國會兒童圖書館。

二、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理事長莊道明與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

委員王梅玲 4 月 18 日參加於武漢大學信

息管理學院舉辦的「彭斐章先生學術思想

研討會」，二人並參加 4 月 20 至 21 日於

武漢大學舉行的「圖書館學博士生論壇暨

新時代圖書館學教育研討會」。另，理事

長莊道明於 6 月 14 日與該會 9 位會員，

參加由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沈祖榮、沈

寶環學術思想研討會」。

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為拓展圖書館同道之國際視野與未

來發展，並促進臺灣與新加坡圖書館界之

經驗交流與觀摩學習，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特與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

圖 62　臺灣代表團於 108 年 8 月 24 日至 30
日赴希臘參加 IFLA 年會及海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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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國

際關係委員會」及「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合作辦理「新加坡圖書館專業參訪交流

團」，由主任委員邱子恒帶領 15 位同道

於 11 月 13 日至 17 日赴新加坡進行參訪

觀摩。參訪圖書館包括淡賓尼區圖書館、

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新加坡管理大學圖

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烏節青少年圖

書館及濱海藝術中心圖書館。

四、美國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由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

(CRETA)、美國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

北分會 (ASIS&T Taipei Chapter) 共同辦

理之「探索數據新界：開放資料與 Big 

Metadata」(Exploring the Data World: 

Open Government Data and Mining Big 

(Meta)Data) 研討會於 6 月 21 日在國立

臺灣大學舉行。本次研討會邀請到美國雪

城大學資訊學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Syracuse University) 教 授 秦 健 

(Dr. Jian Qin) 與美國匹茲堡大學電腦與

資訊科學學院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教

授何大慶 (Dr. Daqing He)進行專題演講。

五、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108 年度積極

參與國際專業組織，包括 3 月 25 日加入

IFLA 團體會員，6 月 18 日理事長邱子恒

代表學會與歐洲健康資訊暨圖書館學會

（EAHIL）理事主席 Maurella Della Seta

正式簽約成為姊妹組織，並受邀介紹臺灣

醫學圖書館學會營運現況，以「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MLA) 

becomes sister organization of  EAHIL」

為題發表論文刊登該學會期刊。另，在國

際學術活動參與方面，5 月 3 日至 8 日理

事長邱子恒組團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

（MLA）2019 年會並發表海報。5 月 27

日至 30 日理事長邱子恒赴中國廣西南寧

參加中國 CALIS 醫學中心 2019 年會暨兩

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並發表主題

演講。6 月 17 日至 20 日理事長邱子恒組

團赴瑞士巴塞爾參加 EAHIL2019 年會。

六、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由教育部國教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

書館輔導團、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主辦；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及世界華語學校圖書

館論壇聯盟地區所有成員協辦之「第八屆

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於 7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本

屆論壇主題是：「素養教育導向下的學校

圖書館發展」，有來自美國、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中國內地、日本、臺灣等地區

220 位圖書館人員參與。國際學校圖書館

學會（IASL) 會長 Ms. katy Manck 並進

行專題演講，主題為：Literacies for Life: 

Teacher-Librarians Lead the Way「終身的

素養能力：圖書教師來領路」。除論壇外，

學會並安排參訪臺北市龍安國小、新北市

永和國中、臺北市建國高中及臺北市松山

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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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為提高臺灣圖書館事業的國際能見

度，開啟國際交流合作契機，提升國內同

道專業知能，強化館際合作，並行銷臺灣

優質民間及政府出版品，國家圖書館（簡

稱國圖）在 108 年度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成

果包括持續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與專案贈

書、簽署合作協議、邀請知名國際專業組

織領袖及專家學者來臺演講、參加國際組

織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舉辦國際會議及專

業研習班、與各國駐臺外交單位合辦文教

交流活動，並帶領國內圖書館同道赴海外

圖書館標竿學習，以促進我國公共圖書館

營運發展及服務提升。本節僅就年度內國

際交流與合作要項簡述之。

一、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與專案贈書

108 年度國圖持續與 80 餘個國家地區

600 多個單位進行書刊交換，寄送給與國

圖簽訂合作協議的單位，包括美國國會圖

書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德國巴

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國立俄羅斯圖書館、

匈牙利國家圖書館、斯洛維尼亞國家圖書

館、韓國國會圖書館、越南胡志明市科學

圖書館、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等，108 年

輸出圖書 1 萬 4,217 冊，期刊 121 種 1 萬

4,190 冊，自國外交換單位獲得之圖書資

料 4,603 冊、期刊 527 種 4,424 冊、非書

資料 ( 光碟、微片 )8,132 件。

108 年度專案贈書單位包括德國法蘭

克福國家圖書館、波蘭國家圖書館、俄羅

斯國家兒童圖書館、蒙古國立兒童圖書館

等；另配合 Taiwan Corner 的設置，贈書

希臘兒童圖書館。以上合計共 24 個單位，

贈送書籍合計 1,041 冊。

二、簽署合作協議與合作備忘錄

108 年與蒙古國立大學、波蘭亞當密

茨凱維奇大學共同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合作備忘錄」，於蒙古及波蘭設置臺灣

漢學資源中心，至 108 年底，「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已陸續設立於美國、俄羅斯、

英國、德國、拉脫維亞、馬來西亞、越南、

荷蘭、捷克及日本等 20 餘國，合作單位

共計 33 個。另與義大利威尼斯大學圖書

館、蒙古國立大學圖書館簽署中文古籍聯

合目錄合作協議。至 108 年底，「中文古

籍聯合目錄」合作對象已累計 82 所，收

錄逾 76 萬筆中文古籍書目。

三、邀請學者專家來訪交流

108 年分別邀請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會長 Gloria Pérez-Salmerón 、

上海圖書館館長陳超與協調輔導處處長葛

菁、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圖書

館館長 Elaine L. Westbrooks 及蒙古國家

圖書館館長伊琴來臺，分別辦理演講或工

作坊，與國內圖書館同道交流互動。

四、參與國際組織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國圖於 108 年派員出席重要國際會

議與活動，包括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

第 17 屆圖書館領導研修班、2019 京津圖

書館參訪團、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國際

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中文文獻資源共

建共享合作會議理事會會議、太平洋鄰

里協會年會、「Sinology–Chinese/China 

Studies–Guoxue: Their Inte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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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es, and Impact」國際研討會、

第11屆亞洲圖書館與情報學學術研討會、

DH Estonia 2019 國際會議及 2019 年國際

ISBN 總部年會等。   

五、舉辦國際會議及專業交流活動

108 年舉辦之重要國際會議及專業交

流活動，包括「蒙古帝國的回憶與中華文

明的印記—紀念八思巴文制定 750 年」展

覽（9 月 9 日至 11 月 9 日），與馬來西

亞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合

作於該校中文系「紅樓夢研究中心」舉辦

「數位人文：跨域共入紅樓夢」展覽（9

月 21 日至 10 月 15 日），與南京圖書館、

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於佛光山佛陀

紀念館合辦第六屆玄覽論壇，主題為：

「金針度人：活化古學 ‧ 提煉新知」（9

月 25 日至 26 日），與斯洛維尼亞盧比亞

納大學共同舉辦「臺灣哲學與儒學的傳統

保存」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主題書展（10 月

17 日），「2019 國際圖書館專業館員研

習班」（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籌組

「臺灣公共圖書館芬蘭學習訪問團」（11

月 3 日至 10 日），至芬蘭赫爾辛基市進

行標竿學習，詳細內容前已述及。另，為

持續推動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108 年與

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單位，辦

理 9 場臺灣漢學講座。

六、進行中文善本古籍國際數位合作

108 年與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合

作，完成中文善本古籍掃描 77 部（共 3

萬 5,279 影幅），藉以充實古籍研究資源

並蒐藏散佚於海外的重要中文善本古籍文

獻。自國圖推動古籍文獻國際合作數位化

以來，總計已完成 4,297 種，近 302 萬影

幅之重要善本古籍數位化，並上傳於古籍

影像檢索系統供公眾利用。

七、與駐臺外交單位辦理文教交流活動

與澳洲辦事處合辦「歷史迷父子穿越

古今的旅行書寫：理查．費德勒談《幽靈

帝國拜占庭》」專題講座暨簽書活動，與

印度台北協會合辦「當代印度系列講座」，

與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合作舉辦《斯

洛伐克民俗藝術：百年滄桑的中歐傳統服

飾》（100 Year Old Slovak Folk Art）特展，

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共同策辦「波蘭兒童人

權展」，跨界合作推廣閱讀。

八、辦理臺灣公共圖書館芬蘭標竿學習

為拓展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國際視

野，掌握重要服務議題國際發展趨勢，以

及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國圖於 108 年

持續組團「臺灣公共圖書館芬蘭學習訪問

團」，於 11 月 3 日至 10 日至芬蘭赫爾

辛基市進行標竿學習，團員為「健全直轄

市立圖書館營運體制」及「推動縣市圖書

館總館—分館體系」計畫之 108 年度館館

長。本次標竿學習共選定赫爾辛基市立圖

書館的頌歌中央圖書館（Helsinki Central 

Library Oodi）、艾斯博市立圖書館（Espoo 

City Library）等多所具特色之圖書館進行

圖書館推廣、學校與圖書館的合作、Celia 

Library 的視障讀者服務，以及赫爾辛基市

立圖書館營造歡樂與平等各項公共圖書館

服務相關議題交流座談。另安排參觀赫爾

辛基大學圖書館及芬蘭國家圖書館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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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共租借權、公共圖書館政策、發展計

畫及服務品質等議題交流座談。

（二）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瓦隆尼亞經貿組

組長王家齡於 3 月 5 日來訪，洽談

合作辦理比利時文化活動及捐贈書

籍事宜。

（三）法國在台協會學術合作暨文化處專

員 Muriel SCHMIT 及法方工作人

員於 10 月 3 日來訪，洽談合作辦

理法國文化活動相關事宜。

（四）比利時法語文化區政府教育部

義 務 教 育 司 (Belgian Fédération 

Wallonie Bruxelles-Enseignement)

綜合企劃科科長 Gérard ALARD

及比利時法語文化區國際關係總署

(Wallonie-Bruxelles International)

雙邊關係司東亞科科長 Aboubacar 

CHARKAOUI於 11月 27日來訪，

洽談合作辦理比利時文化活動相關

事宜。

二、國立臺灣圖書館

（一）派員赴美國丹佛市參加 3 月 21 日

至 24 日舉行之 AAS 2019 年會、

學術研討會及書展。

（二）派員參加「2019 京津圖書館參訪

團」，於 5 月 24 日至 29 日參訪北

京及天津重要圖書館。

（三）派員於 8 月 21 日至 25 日赴馬來西

亞參訪國父孫中山 3 處紀念機構、

檳城數碼圖書館與孔聖廟中華學校

圖書館，進行孫中山學術文物推

廣、國臺圖館藏特色及文創品設計

等合作交流。

（四）派員於 8 月 7 日至 11 日赴上海孫

圖 63　「2019 臺灣公共圖書館代表團」於 11
月 3日至 10日至芬蘭赫爾辛基市進行標竿學習

伍、公共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公共圖書館除派員參加由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組團之美國圖書館學會及國際圖

書館協會聯盟年會外，亦參加由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及國家圖書館分別籌組的公共圖書館代表

團，赴中國大陸、日本、芬蘭與新加坡等

參訪學習。另，臺東縣政府文化處亦組團

赴新加坡參訪，觀摩公共圖書館實施總館

與分館體系之營運方式及空間設計等。以

下僅就各館（縣市）108 年於圖書交換、

派員出國考察與館員交換等重要交流與合

作成果概述之。

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一）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William 

B. Christensen）於 5 月 29 日蒞臨

該館，為「立穩根基，共創未來：

AIT@40--1979 年後美台關係展」

臺中巡迴展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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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故居紀念館、上海宋慶齡

故居紀念館、南京總統府及中山

陵、上海圖書館、金陵圖書館及南

京圖書館等單位，藉由交流機會推

廣行銷該館，並汲取其優點及經

驗，提升本館服務品質。

（五）108 年度共計與 146 所圖書館或研

究單位，建立出版品國際交換關

係，迄 12 月底寄贈圖書 225 冊，

受贈圖書 201 冊。

三、臺北市立圖書館

（一）北京首都圖書館館長李念祖等人於

4 月 16 日到館參訪，並與該館合

作辦理「2018 閱讀之城入選圖書

展」，於該館「閱讀北京」專區展

出北京讀者票選好書。

（二）萬華分館主任鄭如茵於 9 月 19 日

至 25 日赴上海圖書館進行交流參

訪。

（三）上海圖書館讀者服務中心館員吉佳

於 12 月 15 日至 21 日到該館提供

駐館服務，期間參訪北投分館、啟

明分館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四、新北市立圖書館

（一）與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於

3 月 8 日至 9 日在總館 3 樓演講廳

共同主辦「《臺北州檔案》與文書

運用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分

為 6 個場次，共計發表 18 篇學術

論文，邀請臺灣、日本、韓國及香

港學者，探討當地的檔案解讀與應

用，不僅發揚檔案史料的價值，亦

豐富《臺北州檔案》的知識建構與

國際視野，總計 222 人次參與。

（二）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08 年度總計

接待美國、韓國、聖文森、日本、

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史瓦帝尼等

12 國 18 團計 126 位圖書館專家學

者、政府機關、企業、學校及記者

等參訪。

五、桃園市立圖書館

桃園市政府 108 年工務局主辦「赴日

考察圖書館、美術館、運動場館及訪視工

程設計監造廠商」參訪活動，桃園市立圖

書館由館長唐連成代表參加，於 8 月 20 

日至 26 日參訪重要圖書館與書店之建築

設施，計參訪荒川區立圖書館、品川區立

圖書館、代官山蔦屋書店、日比谷圖書文

化館、銀座蔦屋書店。

六、臺中市立圖書館

（一）廈門外圖集團於 2 月 14 日來訪交

流並參觀李科永紀念圖書分館。

（二）馬來西亞小大讀書會聯盟於 3 月 24

日來訪交流並參觀李科永紀念圖書

分館。

（三）巴西日裔得獎插畫家 Yara Kono 河

野雅拉於 3 月 27 日來訪，參觀精

武圖書館並分享創作講座。

（四）館長張曉玲及閱覽典藏課課長陳�麗

於 5 月 24 日至 28 日參加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北京天津圖書館參訪交

流。

七、臺南市立圖書館

108 年臺南市立圖書館與日本友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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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等單位進行

交流活動，辦理文化主題展、講座、參訪

及繪本共讀等活動。

（一）鹽埕圖書館與日本友誼城市合作辦

理「Friendship Box 友誼交享閱計

畫」，舉辦 3 場文化主題展，2 場

市民講座，總計 3 萬 6,432 人次參

與，辦理場次為：

1. 與金澤市於 5 月 1 日至 31 日合作

辦理文化主題展，於 5 月 4 日辦理

市民講座。

2. 與日光市於 10 月 2 日至 31 日合作

辦理文化主題展。

3. 與山形市於 11 月 1 日至 30 日合作

辦理文化主題展，於 11 月 2 日辦

理市民講座。

（二）接待日本和歌山市議會井上議長等

11 人於 11 月 22 日參訪鹽埕圖書

館。

（三）邀請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博塔

文代表 (Representative Mr. Martin 

Podstavek) 夫婦於 12 月 11 日參觀

左鎮區圖書館，為左鎮國小學童進

行《母熊英卡》繪本共讀並介紹斯

洛伐克當地風土民情。

八、高雄市立圖書館

（一）邀請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

會 長 Gloria Perez-Salmeron 於 1

月 10 日以「社會變遷與發展的掌

舵者—圖書館」為題進行演講，分

享其豐富圖書館實務經驗，分析圖

書館未來之角色變遷，本活動共計

178 人次參與。

（二）高雄市立圖書館於 3 月 15 日正式

成為 IFLA 機構會員，藉以提升國

際能見度，並深化與全球圖書館鏈

結，強化與國際圖書館交流。

（三）館長潘政儀於 4 月 3 日至 6 日獲邀

至泰國 TK Park 論壇擔任演講者暨

參訪交流，介紹高雄市立圖書館之

綠建築特色，及創新服務與「以人

為本」的營運思維。

（四）高雄市立圖書館見學團於 10 月 4

日至 8 日至日本東京童書及繪本

空間實地訪查，參觀國際兒童圖書

館、東京知弘美術館、輕井澤繪本

之森美術館，以提升後續圖書館繪

本閱讀空間及繪本推廣活動的質

量。

（五）108 年共辦理了 5 場次外賓參訪與

館務交流，分別於 4 月 17 日接待

韓國釜山市教育協力課釜山圖書館

建立組、6 月 25 日接待上海圖書

館館長陳超、9 月 17 日接待教授

小野田泰明與建築師團隊、9 月 19

日與 10 月 3 日接待泰國 OKMD

團隊兩梯次。高雄市立圖書館持續

辦理外賓蒞館參訪與館務交流之業

務，推動彼此營運經驗及創新服務

之交流，藉此與他館建立良好緊密

之夥伴關係。

九、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新加坡圖書館學習

參訪團

為積極配合教育部推動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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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門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專門圖書館 108 年國際交流與合作成

果，包括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委員會 5 月組團赴美國芝加哥參加醫學圖

書館學會 2019 年會，以及赴廣西南寧參

加中國 CALIS 醫學中心 2019 年會暨兩岸

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6 月組團赴瑞

士巴塞爾參加歐洲健康資訊與圖書館學會

總館—分館體系實施計畫，並躍升公共圖

書館事業發展及服務品質，臺東縣政府正

啟動興建臺東綜合運動館與縣立圖書館共

構工程。為增進對國外圖書館事業發展之

瞭解並激發館員創新思維與服務熱忱，特

別規劃安排於 10 月 11 日至 16 日赴新加

坡學習觀摩，以借鑒新加坡城市建設之發

展與公共圖書館實施總館與分館體系之營

運方式，以供建構臺東縣公共圖書館未來

系統運作模式、政策規劃、服務品質、空

間設計及創新發展之參考。新加坡學習參

訪團由文化處處長鍾青柏擔任團長，團員

包括圖書管理科科長謝良英、圖資業務科

員鄭智義、採編業務約聘人員許淑淨、閱

讀推廣業務書記陳筱蕾等 5 名。本次標

竿學習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及新加

坡國家圖書館進行交流分享會，處長鍾青

柏並就臺東圖書館事業現況、政策和相關

計畫、閱讀推廣及創新服務等進行交流分

享，並參觀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與公共圖書

館，包括勿洛公共圖書館、裕廊區圖書館、

淡賓尼區圖書館、濱海藝術中心圖書館、

烏節青少年圖書館及海濱公共圖書館等。

圖 64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新加坡圖書館學

習參訪團」參觀烏節青少年圖書館

2019 年會等。另，國立故宮博物院派員參

加 ALA 年會及 IFLA 年會，立法院國會

圖書館派員參加 IFLA 年會。

一、舉辦第 41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

討會暨海報展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自 68 年起每年舉

辦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108 年度

第 41 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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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展由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承辦，邀請

中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分會三位代表

以及廣州南方醫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校區圖書館出席會議並進行專題演講。

二、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5 月 24 日，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與臺

灣醫學圖書館學會共同主辦「新興學術傳播

與典藏—策略及實施」（Emerging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and Collections Landscape: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專題演講，邀請麻州州立大學波士頓校區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圖書

館副館長陳信良進行演講。

柒、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資訊學相

關系所國際交流與合作

108 年度大專校院圖書館較重要的國

際交流與合作項目，包括於 8 月 7 日至

12 日組團至吉林省長春市參加「全球知識

創新服務業發展高峰論壇暨 2019 年數字

出版與數字圖書館融合發展國際研討會」

（2019 CDPDL）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館長陳光華於 7 月接任 OCLC 亞太地

區理事會主席。

2019 CDPDL 研討會聚焦「全球知識

創新服務業發展」，圍繞「知識創新、知

識服務、知識管理」，就知識創新範式、

知識創新服務模式和產業運行方式進行研

討，有 12 個分會場，計有 40 多個國家

地區出版與圖書資訊界 2000 多人與會。

臺灣計有長庚大學圖書館組長游玉芬、靜

宜大學圖書館專員姜義臺、臺北榮總醫學

圖書館館長胡豫湘、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教授林永清、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教授吳國清、中央研究院館員李淑

娟、美和科技大學教務長黃湫淑、臺灣大

學圖書館組長童敏惠、臺灣大學醫學圖書

館專員張稜雪、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組長

吳錦範、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行政助理張

曉倩、朝陽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讀者服務

組主任曹淑娟、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長陳維華、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

館館長劉聰仁及東吳大學圖書館編纂魏令

芳等圖書館代表與會。

108 年度大專校院圖書資訊學相關系

所國際交流與合作項目，包括辦理國際

研討會，與國外知名大學完成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書或意向書，以提供學生國際實習

機會並增進國際學術合作交流。此外，多

所圖書資訊相關系所遴派優秀學生赴海外

大學進行國際實習或至重要圖書館進行學

習、交流與參訪，以開拓學習視野及增進

專業知能。有關系所教師個人出國演講、

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並於會中發表論文或海

報等交流活動則不錄入本節。

一、世新大學

（一）2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日本鶴見大

學 17 位師生蒞臨世新大學，參加

資訊傳播學系舉辦之 2019 年國際

實習課程。

（二）6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資訊傳播學

系 8 位學生參加日本鶴見大學舉辦

之 2019 年國際實習課程。

（三）8 月 21 至 25 日，資訊傳播學系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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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徐漪、張濤、

俞麗霞、夏蓓麗等 4 位研究員來臺

進行大數據產業座談與參訪，促進

與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學術交流。

二、東海大學

4 月 22 日至 5 月 24 日，圖書館與北

京首都圖書館合辦「舊京交通：閱讀北京

書展」。

三、淡江大學

（一）5 月 15 日，印尼艾爾朗加大學社會

科學院（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as Airlangga）拜訪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訪問團成員包

括：社科院院長 Dr. Falih Suaedi、

副院長 Dr. Tuti Budirahayu、國際

關 係 學 系 Dr. Wahyu Wardhani、

Dr. Toetik Koesbardiati、資訊與圖

書科學系主任 Dr. Tri Soesantari、

Dr. Imam Yuadi 與 Miss. Ragil Tri 

Atmi。由該系系主任歐陽崇榮、

教授林信成、教授王美玉、副教

授林雯瑤共同接待與會。訪問團

除了拜訪文學院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也同時拜訪國際學院外交

系，期有進一步的合作關係，109

年 3 月已與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完

成 MOA (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簽訂。

（二）7 月 1 日至 31 日，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學生藍皓晙赴商務印書館 (香港 )

有限公司進行資圖專業暑假海外實

習計畫。

（三）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師生於暑假參與

2019 年團團、圓圓故鄉行―大熊

貓文化之旅暨海峽兩岸青年信息技

術前沿交流。

（四）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班學生王辛

珮於暑假參與「舊金山市立圖書

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觀摩學習計畫，為期 1 個月。

（五）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學生翁嘉遙赴澳門公共圖

書館進行資圖專業暑假海外實習計

畫。

（六）7 月 29 日至 8 月 26 日，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學生郭珈瀅赴澳門公共圖

書館進行資圖專業暑假海外實習計

畫。

（七）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3 月，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學生陳思妍赴美國賓州

印第安納大學英文系作為交換學生

移地學習。

（八）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教授林信成率領學生一

行共 4 人赴印尼泗水參加第六屆

Fisip Ideas Matter 論文和海報比賽

（Fisip Ideas Matter6.0），參與學

生為黃莉庭、鄭宛宜、何佩雯。

四、清華大學

8 月 7 日至 12 日，圖書館與香港大

學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

館等共同主辦的「全球知識創新服務業發

展高峰論壇暨 2019 年數字出版與數字圖

書館融合發展國際研討會」於大陸吉林省



國際交流與合作

407

長春市舉行。

五、國立中興大學

（一）1 月 16 日，土耳其阿塔圖克大學 4

位學者來訪中興大學並與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師生進行交流，且由該所

同學接待導覽參觀該校圖書館及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二）4 月 18 日，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日

本鶴見大學圖書檔案與資訊學系完

成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MOU），

將提供該所學生多元且國際化的實

習機會並增進兩系所間的學術合作

交流。

（三）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學生謝馨儀、錢天禧和

林育慧赴日本鶴見大學進行國際

實習課程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

（四）7 月 5 日至 31 日，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學生屈亭君和吳晟維赴美國南卡

羅萊納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進行國際實習。

（五）9 月 6 日，由中華文史檔案交流協

會主辦之大陸湖北省檔案學會參訪

團一行 9 人蒞臨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與所上教師進行交流並參觀該

校校史館，了解校史文物典藏與數

位化的情形。

（ 六 ）12 月 12 日， 南 卡 羅 萊 納 大 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學者來訪與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進行

交流。

六、國立政治大學

（一）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5 月，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邀請湖南師範大

學編輯出版學系副教授王海剛至該

所訪問研究半年。

（二）4 月 2 日至 6 日，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舉辦澳門、珠海、香港移

地學習暨學術參訪活動。

（三）5 月 13 日，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邀請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書資訊

學院院長鄭鈴慧來臺交流演講，講

題為：「美國圖書館社區資訊學」。

（四）6 月 25 日，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邀請美國雪城大學資訊學院教

授秦健來臺交流演講，講題為：

「Remodeling metadata for linked 

archives」。

（五）7 月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與美

國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分

校圖書資訊學院簽訂 MOU。

（六）8 月 5 日，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接待福建省檔案館副館長游富明

等 9 位貴賓並開設專題講座課程。

（七）12 月 2 日，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邀請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

助理教授張衍來臺交流演講，講題

為：「「倚天劍」與「守門員」：

看大陸地區七十年來檔案事業與檔

案教育的互動」。

（八）12 月 9 日至 13 日，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邀請東京大學高野

泰朋博士至該所交流訪問，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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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舉辦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Librarianship 

and LIS Education」國際會議上發

表專題演講。

（九）12 月 10 日，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與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圖書

資訊學院共同舉辦「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Librarianship 

and LIS Education」 國際會議，並

於 12 月 11 日舉辦「LIS Education 

& Two Schools Cooperation」 論

壇。

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圖書館首次與人文學院、國際事

務處合辦印尼艾爾朗加大學 (University 

Airlangga）暑期場域研習專案，接受該校

推薦選送圖書資訊系所學生於 8 月至 9 月

至圖書館場域實習 2 週。    

八、國立臺北大學

6 月 26 日，蘇州大學國際合作交流

處一行 4 人來訪該校並參觀圖書館進行交

流。

九、國立臺灣大學

（一）5 月 16 日至 22 日，圖書資訊學

系舉辦「Scientometrics」系列研

討會，邀請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

Wolfgang Glanzel 及 Dr. Pei-Shan 

Chi 進行演講。

（二）7 月 12 日，圖書資訊學系舉辦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etrics」系列研討會，邀請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授 Cassidy 

Sugimoto 及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

教授 Vincent Larivièrei 進行演講。

（三）9 月 20 日，圖書資訊學系舉辦數據

研究方法系列演講：網路計量學應

用的分析與評估，邀請北京師範大

學政府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教授劉

曉娟演講。

（四）9 月 30 日，圖書資訊學系舉辦臺

灣人機互動學會 2019 年會，邀

請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資訊學院教

授 Jefferys Bardzell 與 Shaowen 

Bardzel 演講。

（五）10 月 2 日，圖書資訊學系舉辦 HCI

人機與人文的對話，邀請美國印

第安那大學資訊學院教授 Jefferys 

Bardzell 與 Shaowen Bardzell 進行

演講。

（六）圖書館館長陳光華於 7 月接任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主席，同時

也是 OCLC 全球理事會代表。

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一）1 月 22 日，圖書館與劍橋大學出

版社共同主辦劍橋圖書館員論壇

（Cambridge Librarian Day），

會議主題為「 變革的動力：探

索新的角色、技術與商業模式」

（The Dynamics  o f  Change : 

exploring new roles, technologies 

and business models）。邀請劍橋

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全球銷售總監

Chris Bennett、瑞典斯德哥爾摩大

學圖書館館長 Wilhelm Wid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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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行分享及座談。

（二）3 月 13 日至 16 日，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教授曾元顯於應邀訪問新加坡

國立大學並簽訂合作意向書。

（ 三 ）7 月 11 日 至 13 日， 圖 書 資 訊

學 研 究 所 與 中 華 民 國 圖 書 館

學會、國家圖書館及國際圖書

資 訊 學 會（I-LISS）（ 前 身 為

LISSASPAC） 聯 合 舉 辦 第 2 屆

「2019 年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

際 研 討 會 」（2019 International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L i b r a r y  a n d 

Information Science, ICLIS）。

（四）9 月 26 日，圖書館辦理「拆解學術

出版的獲利策略」(Uncovering the 

profiteers of  academic publishing) 

英文座談，邀請電影製作人同

時也是克拉克森大學（Clarkson 

University）傳播媒體設計系教授

Jason Schmitt 進行演講。

（五）12 月 3 日至 6 日，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臺灣數位人文學會及中央研

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等合辦第十屆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DADH 2019)。

十一、輔仁大學

（一）5 月 25 日，圖書資訊學系邀請麻

州 大 學 波 士 頓 校 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圖 書

館副館長陳信良博士進行演講，

講 題 為：「Emerging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and Collections 

Landscape: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二）7 月 1 日至 31 日，學生高曼容至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學習、交流與參

訪。

（三）7 月 1 日至 22 日，學生羅雅詠至澳

門大學公共圖書館進行海外實習。

捌、中小學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中小學圖書館 108 年度的國際交流活

動包括辦理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

壇及圖書館國際交流工作 坊。有關高中職

圖書館之國際交流活動詳見「中小學圖書

館」專題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一、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於 7

月15日至16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

此次各項活動由教育部國教署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臺灣學校圖書館館

員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

所主辦；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及世界華語

學校圖書館論壇聯盟地區所有成員協辦。

二、圖書館國際交流工作坊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

於 11 月 21 至 22 日辦理「圖書館國際

交流工作坊」，透過臺灣學校圖書館館

員學會協助邀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陳志�教授與香港夢飛翔慈善關懷基金主席

梁偉明主席來臺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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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語

108 年度我國圖書館界在國際交流與

合作各方面，展現多元及豐富樣貌，積極

出席國際組織年會及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參加海報展、與國際參會者交流。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家來臺演講，接待各

國來訪同道，進行深度交流。在圖書館館

際合作方面，持續與國外圖書館交換出版

品，進行專案贈書，簽署館際間的合作協

議，成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 Taiwan 

Corner，辦理主題展覽等。另，為汲取他

國實務經驗，強化管理營運效能，並提升

服務品質，108 年度有多個單位及專業學

會組團至海外圖書館觀摩學習。

在圖書資訊學術交流方面，各校圖書

資訊學相關系所教授及學生積極參加國際

性學術會議，進行專題演講、發表論文或

參加海報展；或籌辦學術研討會，傳播分

享學術研究成果；或當選國際組織專業部

門主席或常設委員，發揮核心影響力；簽

訂跨校學術合作協議或意向書，強化學術

合作交流；遴派學生赴國外實習及參訪，

以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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