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館團體

王梅玲

壹、綜述

圖書館團體常指圖書館學會或聯盟。

學會或者稱協會，常定義為「具有共同利

益的人的組織」。或將學會連接社會，有

時將其定義為「出於共同的興趣，信仰或

專業而一起工作或定期開會的有組織的團

體」。多數圖書館學會的特徵可以歸結為

有組織的團體，由對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

有共同興趣的個人和機構組成。通常，圖

書館學會關注服務的原則和標準，有時關

注專業人員的認證或為圖書館專業人員提

供教育課程的認證，並關心與知識自由有

關的專業原則和倫理規範的支持。

我國圖書館團體主要涵蓋臺灣地區的

圖書館與資訊專業組織或團體。所謂圖書

館專業組織是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員為發

展學術或服務專業理念，秉持公益精神下

所組成的 社會團體。依照〈人民團體法〉

規定，專業團體設立須經中央的內政部或

地方各縣轄市政府立案。

依據內政部全國人民團體資訊管理系

統，以圖書館或資訊素養立案的社會團體

共計有 11 個團體。除其中 5 個非圖書館專

業團體之後，共計有 6 個圖書館與資訊專

業團體，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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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館員學會與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除上述 6 個已經登記立案圖書館專業

團體外， 另增加 2 個專業團體：資訊科學

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及有限責任台灣電子

書供給合作社，共計 8 個圖書館團體。這

些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成立最早，同時

會員人數最多。在各專業團體之中，中華

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與臺灣電子書供給

合作社成員皆是團體會員，以機關主管作

為會員代表。8 個圖書館團體 108 年基本

資料詳見表 198。

表 198

圖書館團體基本資料表（108 年）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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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379 臺北市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72 年 宋慧筠 181 0 臺北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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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立案（成立）

時間
理事長

個人會員

（名）

團體會員數

（個）
會址地點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81 年 5 月 莊道明 101 38 臺北市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88 年 3 月 陳光華 0 341 臺北市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92 年 1 月 林志敏 35 5 臺中市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95 年 12 月 范綺萍 52 15 基隆市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103 年 9 月 駱榮富 -- 45 臺中市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104 年 9 月 邱子恆 10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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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98（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許多國外圖書館學會都積極參與未

來的規劃。有些設立了專門的委員會和專

案，以預測未來的趨勢和事件，並確定

對學會成員的適當回應。 隨著圖書館對

二十一世紀不斷變化的技術和社會環境做

出反應，圖書館學會和聯盟都必需面向未

來。綜觀民國 1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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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訓練、服務推動、會員聯誼或發行學會刊

物。各個圖書館團體在民國 108 年發展現

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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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個委員會、

1 個小組協助規劃並推動會務。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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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智晶、葉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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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祕書長張慈玲、

陳亞寧；會計蔡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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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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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會員人數統計如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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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9（續）

表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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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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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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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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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關係委員會 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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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認證委員會 --

長青會員委員會 彭　慰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陳書梅

（續右表）

表 200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人數統計﹙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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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427 272 379 1,691

繳費數 611 232 71 332 1,246

註：（1）本表資料統計至 108 年 12 月 30 日止。（2）永久會員加入時已完成一次性會費繳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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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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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印圖書資

訊學專業論著刊物、獎勵圖書資訊學從業

館員師生、國內同道交流與學習分享以及

其他重要工作事項等。

（一）圖書館學會年會

第 5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於 108 年 12

月 7 日假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演講廳召

開，共有來自全國各類型圖書館團體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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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員 241 人出席，舉行第 56 屆理監事選

舉投票、會員大會、頒獎典禮，並舉辦「創

新與傳承」專題演講，邀請青年論壇執

行小組沈宗霖先生、中小學圖書館曾品方

主任委員、分類編目委員會陳淑君主任委

員、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陳書梅主任委

員進行實務分享。同時參與 108 臺灣閱讀

節，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學會 2019 嘉年

華」，包含「我們與圖書館的距離」主題

海報展、圖書資訊展、Librarians Fashion 

Show 等活動。

（二）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1. 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及公共圖書館

委員會協助辦理世界閱讀日系列活

動，於 4 月及 12 月間舉辦登閱先

鋒 -STEAM玩出新未來系列活動、

非走 BOOK 閱讀博覽會、穿越閱

讀小徑走讀活動、主題書展、故事

志工培訓、群雁歸來、逾期書回巢

等，計 53 場次，約 46,000 人參加。

2.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書香社會

推動委員會與臺中市立圖書館，於

6 月 13 日合辦「繪本療癒，預約

幸福：2019 年公共圖書館繪本書

目療法服務」，共計約 150人參加。

（三）舉辦學術研討演講論壇

1. 與 Elsevier 於 4 月 17 日假國立臺

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舉

辦「未來圖書館—價值、影響、定

位研討會」。

2. 與國家圖書館於 5 月 30 日假該

館簡報室舉行「公共出借權座談

會」，計有圖書資訊界 100 多位同

道參加。

3.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國家圖書館及國際圖書

資訊科學學會（I-LISS）於 7 月

12 日至 13 日聯合舉辦第二屆「圖

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 為聆聽圖書資訊學領域青年朋友對

於不同趨勢議題的想法，以及鼓勵

參與社群，於 9 月 21 日舉辦「圖

資青年論壇」。

圖 65 　「圖資青年論壇」與會者合影

5. 與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泛科學院、

國家圖書館於 9 月 24 日至 27 日

舉辦 OA Week 前導糸列活動，

邀 請 拍 攝 "Paywall: The Business 

of  Scholarship"（付費巨牆：學術

商業體系）紀錄片導演、美國紐



圖書館團體

417

圖 66 　IFLA 2019 年會臺灣代表團海報展會

場合影

約 Clarkson University 教 授 Jason 

Schmitt 來台，推廣 Open Access

及 Open Science 的觀念與實踐。

6.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數位人

文學會於 12 月 3 日至 6 日合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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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與國際專業團體活動

1. 國際關係委員會林志鳳主任委員擔

任 IFLA 地方史及家譜及委員會

（Local History and Genealogy Setion 

Standing Committee Chair）主 席，

負責籌辦 IFLA 2019 年會地方史及

家譜及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及研討

會；同時當選IFLA亞太區部門（Asia 

& Oceania Section）及資訊素養部門

（Information LiteracySection）常務

委員（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2019-20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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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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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HIL） 2019 年會。

3. 於 5 月 24 日至 28 日舉辦 2019 京

津圖書館參訪團，參訪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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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國語

大學圖書館等，計有同道 28 人參

加。

4. 於 6 月 18 日至 27 日組團赴美國華

盛頓特區參加 2019 美國圖書館學

會（ALA）年會，共計 5 個單位

12 人參加，2 件海報參展，淡江大

學圖書館宋雪芳館長並於 CALA

年會中演講。

5. 於 8 月 23 至 31 日組團赴希臘雅典

參加 2019 年第 85 屆國際圖書館協

會聯盟（IFLA）年會，共計 16 個

單位 24 人參加，13 件海報參展，

張迺貞教授、邱子恒教授、吳可久

教授等發表論文 2 篇。

6. 於 10 月 14 日至 18 日舉辦 2019 日

本圖書館參訪團，參訪土浦市立圖

書館、荒川區立圖書館、東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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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圖書館、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國立國會兒童圖書館，計有同道

21 人參加。

（五）精進館員專業工作知能

教育委員會委託各圖書館與圖書資訊

學系所辦理暑期研習班，108 年辦理 6 個

班別，於 7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陸續開班，

總計有 221 人次參加研習。（林秋薰）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CALISE）成立旨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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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團體會員共計 

38 個單位；個人會員共計 101 人，包含學

會的永久會員 75 人、普通會員 13 人、學

生會員 13 人。

第 13 屆理事長莊道明；常務理事：

邱子恆、歐陽崇榮；理事：宋雪芳、林奇

秀、邱炯友、蘇小鳳、葉乃靜、羅思嘉；

常務監事：王梅玲；監事：柯皓仁、蔡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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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林素甘，副

秘書長陳貞妃，總務陳淑珍。

第 13 屆第 4 次理監事與系所主管聯

席會議，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假大坪

林捷運站蘇杭餐廳召開。第 14 屆第 1 次

會員大會於 12 月 6 日，假國家圖書館簡

報室舉行，會議主要活動包含辦理會員投

票，選舉第 14 屆理監事成員，並舉行圖

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研討會。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參加「彭斐章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

莊道明理事長與研究發展委員會王

梅玲主任委員代表本會，於 4 月 18 日參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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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彭斐章教授

九十嵩壽活動。與會專家學者以專題報

告、交流等形式，對彭斐章學術思想展開

研討，並學習和弘揚彭斐章先生治學的精

神，傳播先生的學術思想，努力治學，創

新和發展相關學科。

（二）參加「圖書館學博士生論壇暨新時

代圖書館學教育研討會」

莊道明理事長與研究發展委員會王梅

玲主任委員代表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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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

據時代，人工智慧和雲端運算等資訊技術

的發展帶來變革，圖書館學科和圖書館事

業 均深受影響。新時代圖書館學教育面臨

著創新發展的大好機遇，也面臨著轉型升

級的眾多挑戰。為進一步促進圖書館學科

發展，擴大博士生交流學術成果，推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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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學教育事業的快速國際化，特舉辦「圖

書館學博士生論壇暨新時代教育研討會」。

本次會議集中探討當前的學科前沿和發展

方向，展現近年來最新成果；並加強圖書

館學教學單位間合作，提高研究生的研發

創新能力，提升圖書館教學品質和競爭力。

（三）參加「沈祖榮、沈寶環學術思想研

討會」

莊道明理事長於 6 月 14 日偕同本會

9 位會員，一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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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寶環教授（1919 ～ 2004）與其父親沈

祖榮先生（1883 ～ 1976）是傑出的圖書

館教育學者，沈祖榮先生和韋棣華女士

（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 是

二十世紀初中國第一所圖書館學校「文華

圖書館專科學校」的創辦人，而沈寶環教

授一生對臺灣圖書館事業與學術貢獻良

多，曾任《圖書館學報》主編、《資訊傳

播與圖書館學》主編、編輯顧問。更獲得

教育部特優教授獎、中國圖書館學會、華

美圖書館學會、美國資訊科學學會傑出服

務獎。著作有《西文參考書指南》等專書

十種及論文多篇。本學會與許多與會者共

同追念緬懷一代圖書館學世家，追憶父子

兩人的豐功偉業。

（四）辦理圖書資訊系所新進老師座談會

108 年 11 月 23 日本會與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假臺大醫學院圖書館 L&B　Cafe

舉辦圖書資訊學系所新進老師座談會，共

同歡迎與介紹圖書資訊學教育的新老師生

力軍，包括：臺灣大學的鄭瑋；臺灣師範

大學的吳怡瑾，袁千雯；政治大學的李沛

錞，羅崇銘；中興大學的鄭怡玲，鄭琨鴻；

輔仁大學的董蕙茹；淡江大學的古敏君。

本次會議由莊道明理事長與柯皓仁理事長

與召集，共有七所圖書資訊學校的 14 位

教師參加，氣氛溫馨熱絡。

圖 67　CALISE 2019 年圖書資訊系所新進老

師座談會合影

（五）舉辦轉變與擴疆：圖書資訊學未來

教育研討會

圖書資訊學教育未來面臨科技、社

會、資訊環境與圖書館事業巨大變革，將

遭遇許多挑戰，英美圖書資訊學界已展開

策略規劃。為因應變革，中華圖書資訊學

教育學會著手 2028 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

掃描與發展策略計畫，召開轉變與擴疆：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研討會，主要探討圖

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趨勢與我國圖書資訊學

教育白皮書論壇。

會議目標包括：（1）探討全球高等

教育與圖書資訊學教育重要趨勢。（2）

報告 2020-2029 臺灣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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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初稿。（3）探討我國圖書資訊學

教育未來五年關鍵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4）瞭解大學教育質保證與圖書資訊學

門的影響。（5）舉行 2019 中華圖書資訊

學教育學會年會。會議議題涵蓋：（1）

全球高等教育與圖書資訊學教育趨勢。

（2）品質保證與大學教育評鑑。（3）我

國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4）博士

生與系所主任論壇。

學會於 108 年 12 月 6 日，假國家圖

書館簡報室舉行「轉變與擴疆：圖書資訊

學未來教育研討會」，有 80 餘位圖書資

訊學系所教師、圖書館館長、主任、館員

以及博碩士生參加。與會成員來自世新大

學資訊傳播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與檔案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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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與高教評鑑中心。論壇包

含 2 場專題演講、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

報告、以及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論壇。

高教評鑑中心侯永琪執行長報告全球

品質保證與大學教育評鑑現況，指出高等

教育未來重視品質保證，鼓勵臺灣圖書資

訊學界及早自行建立圖資專業評鑑機制，

但需與國際接軌，以提升國際能見度。臺

灣師範大學陳昭珍教務長前瞻圖書資訊學

教育趨勢，指出二個概念：「轉變，擴疆」，

高等教育因為科技與社會變革及少子化，

正快速改變，圖資教育不可自限框架，要

將核心競爭力與其他新興科技及領域結合

並壯大。

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論壇中邀請

圖書資訊學系所主任、教師與專家針對

2020 － 2029 圖書資訊學教育轉型與擴疆

問題、大學部教育策略、碩士教育策略以

及其他白皮書草案的圖書資訊學教育策略

給予回應，提供白皮書修正參考，凝聚產

官學界共識。

（六）舉辦第 14 屆會員大會

學會於 12 月 6 日假國家圖書館簡報

室召開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會議進

行學會理監事改選投票以及頒發 108 年度

優秀研究生獎學金。獲獎者為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戴辰軒、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系碩士班林宛萱、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碩士班林玟慧、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班施佳旻、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李佳恩、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

班林書豪、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班陳怡安。由飛資得公司、臺灣國

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凌網科技股份有限
圖 68　轉變與擴疆：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研

討會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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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贊助學會頒發研

究生獎學金。

（七） 研討 2020-2029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

育白皮書芻議

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

革，網路革命發生、資訊產業提升、世界

動盪、因此圖書館事業、服務內容、與館

員工作也隨之受到影響，需要改變。中華

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委託王梅玲教授主持

「我國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白皮書計畫」，

希望匯集全國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學

生、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士，共同探討教

育大計、遭遇問題與未來發展。

民國 108 年 12 月 6 日研討會提出

〈2020-2029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

草案〉，基於圖書資訊學教育環境掃描，

擘劃未來十年從 2020 年到 2029 年的發展

策略。環境掃描應用 SWOT 分析，找出

影響圖書資訊學教育的重要因素與重要趨

勢，包括內部與外部分析。內部分析從圖

書資訊學教育的要件（大學部／碩士班／

博士班、教學目標、課程、學生、教師、

行政、財務、與資源），進行優勢與弱點

分析。外部分析從社會、經濟、科技、圖

書館、高等教育等進行機會與威脅分析，

以為策略規劃之參考。最後進行圖書資訊

學教育策略規劃，涵蓋：核心價值、願景、

目標、推動策略、 與行動方案，本白皮書

草案將後續進行修改，未來送理監事會審

議，希望公布作為未來圖書資訊學的教育

發展的藍圖。（王梅玲）

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Association，以下簡稱館合

協會﹚，於民國 61 年由國家中山科學研

究院、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

立成功大學、聯合工業研究所、空軍航空

工業發展中心、聯勤兵工發展中心及中正

理工學院策劃成立。66 年組織定名為「中

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組

織」；74 年經教育部核准成立「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

組織研究及發展基金會」；80 年獲內政部

核准成立「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

88 年更改為現名。館合協會以全國行政區

域為組織區域，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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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選舉之，並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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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提名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聘免之。

第 14 屆（108 年至 109 年）理監事

名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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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賢

銘、張慧瑾、黃明經、楊智晶、潘政儀、

鄭來長。常務監事洪世昌；監事林玲君、

閔蓉蓉、蔡榮婷，以上相同職稱均依姓名

筆劃序排列。9 個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召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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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請見表 201。

表 201

第 14 屆現任各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召集人）一覽表﹙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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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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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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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會員單位共計 341 個。

二、會務及活動

（一）發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通訊》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通訊》

於民國 99 年 12 月起改以電子形式發行

（http://www.ilca.org.tw/index.php/page05-

2/），不另外出版紙本。電子版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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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全體

會員能及時掌握會務動態及了解館際合作

各項訊息。每年於 3、6、9、12 月出刊，

截至 108 年 12 月底止，已發行至第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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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用 NDDS 系統量小於

10 件）提供文獻轉介服務，往年由國立交

通大學圖書館擔任轉介館提供轉介服務。

為平衡業務負載量並擴大服務，經民國 99

年 8 月 10 日第 10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決

議通過「館際合作轉介服務改由各區分別

負責」服務。108 年度各分區轉介館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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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辦法」

公告於館合協會網站（http://www. ilca.

org.tw），轉介服務自 96 年 1 月 10 日實施

後，統計至 108 年 12 月止，共 25 個會員

單位申請加入，申請量累計 29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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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開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館合協會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8 日假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10 樓國際會議

廳舉行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上午專

題演講由曾淑賢副理事長主持，國立政

治大學圖書館陳志銘館長以「與 AI 共舞

――創新圖書館服務」為題進行演講。其

次進行「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啟動分享報告，由東吳大學圖

書館林聰敏館長、銘傳大學圖書館何祖鳳

館長及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宋雪芳館

長與會員們分享心得。下午第一場專題座

談「跨界合作～真行（1）」，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館長主持，與談

人為國立中正大學蔡榮婷副校長兼圖書館

館長及國立屏東大學圖書館邢厂民館長，

以大學圖書館的角度進行跨界合作的經驗

分享。第二場專題座談「跨界合作～真行

（2）」則由臺南市立圖書館洪玉貞館長

主持，與談人為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安分館

黃欽輝主任及國立臺灣圖書館鄭來長館

長，就公共圖書館的角度談跨界合作的經

驗分享。

（四）召開第 14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

席會議

108 年度第 14 屆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

席會議共召開 3 次（召開日期分別為 2 月

18 日、8 月 7 日、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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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php/page05-2/）。

（五）各委員會重要學術活動

1.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23 日於東吳大學

圖書館舉辦「館合發展之經驗分

享」座談會，邀請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圖書館陳維華館長分享德明科大

在架預約智能櫃遠距借還書的創新

服務經驗、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黃

明居副館長暢談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UST）的館合經驗；在討論與分

享時間，東吳大學圖書館林聰敏館

長與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宋雪

芳館長共同分享 4 校彼此的館合發

展經驗。

2.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7

日邀集國內圖書館同道組成「新加

坡圖書館專業參訪交流團」，由主

任委員邱子恒帶領 15 位圖書館同

道參加，參訪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

理局（NLB）之國家圖書館檔案

館、淡賓尼區圖書館、烏節青年圖

書館、濱海藝術中心圖書館、南洋

理工大學圖書館、新加坡管理大學
圖 69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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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等。

3. 北部分區委員會

召開北部分區委員會會議，辦

理小型館轉介服務及館際合作業務

有關活動。

4. 南部分區委員會

108 年 4 月 19 日於國立成功

大學圖書館舉辦「圖書館轉型與創

新服務」研討會，邀請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陳光華館長及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館長專題演

講，2 位館長以自館的實務經驗分

享學術圖書館的任務與角色、機構

組織的變革，藉由創新經驗的交流

與資訊的分享，共同激發組織自身

之創新行為。

5. 中部分區委員會

108 年 4 月 26 日於國立中興

大學圖書館舉辦「體驗跨出虛擬走

入現實：『AR 擴增實境』實務」

工作坊，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陳慧華組長和米菲多媒體公司蔡雅

雯經理，2 位講者分享其實務經驗

和解密 AR 新科技，提升館員新科

技應用能力。

108 年 5 月 24 日於靜宜大學

蓋夏圖書館舉辦「圖書館融入大學

社會責任之推動」研討會，邀請國

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林福仁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處陳

昭珍教務長及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王惠華小姐，從聯合國 SDGs 永續

發展理念分享大學的社會責任、大

學圖書館如何合作培養中小學生閱

讀與資訊素養，藉由討論相關計劃

執行的理論和實務成果，提供圖書

館設計各類服務參考。

6. 東部分區委員會

108 年 7 月 11 日於國立臺東

大學圖書資訊館舉辦「走讀『利吉

惡地』地質公園：地質與環境教育

閱讀推廣」活動。本次活動讓參與

者體驗「利吉」泥岩惡地獨特的地

質條件與地形景觀，探知地質公園

涵蓋地景保育、環境教育、地景旅

遊及社區參與的四大價值，藉以促

進館際間「知識優化主題學習」的

交流與分享。

為因應政府推動地方創生政

策，並綜合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

聯結需求，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舉辦「地方創

生與圖書館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陳志銘館

長、慈濟科技大學全人教育中心李

順民副教授進行專題演講，2 位專

家學者從不同視野闡述圖書館責任

與角色、服務模式改變以及如何與

地方創生串連。

7.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15 日於中國文化

大學圖書館舉辦「著作權與圖書館

服務」座談會，邀請東吳大學法律

學系章忠信主任就「絕版書與館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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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之著作權疑義解析」和「圖

書館數位服務與著作權」講述，釐

清圖書館服務與著作權相關議題避

免觸犯相關法規，並進行經驗分享

和問題討論座談，供圖書館同仁參

考。

8. 會務設計委員會

參與並推動本協會各委員會跨

校館際合作方案，協助規劃並配合

辦理年度會員大會事宜，蒐集整理

與本協會相關參考資源。

9.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108 年 CONCERT 聯盟進行

資料庫採購，完成 117 個資料庫

引進，藉由各校間合作順利完成

Science Direct 及 IEEE Xplore 資

料庫，本階段之議約任務，與各校

共同關注歐美地區 Open Access 發

展及亞洲、臺灣的合約轉型可行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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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前身為「全國館際合作系

統 」（Interlibrary Loan System， 簡 稱

ILL），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

術資料中心，於 87 年 9 月委託國立交通

大學圖書館開發建置「臺灣地區期刊聯合

目錄暨館際合作系統」並於 88 年 9 月完

成系統雛形後開放全國各圖書館使用，自 

93 年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原國科會科資中心）自

行維運後，更名為 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 （以下簡稱 NDDS），

為落實並達成品質政策要求，致力於了解

與滿足客戶需求，持續改善作業流程，以

提供客戶信賴且滿意的服務，系統於 107

年 12 月改版上線，新系統結合 E 化服務，

融入學術電子期刊發展，簡化工作流程帶

入 e 化使用資訊和通訊技術，提供電子商

務服務提升品質。

NDDS 系統服務對象有國內具有圖

書館（室）及館藏並能提供服務的政府單

位、研究機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文化中

心，各個圖書館以會員方式加入館際合作

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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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節省館際間人力成本

並促進資源分享。另中心整合「全國聯合

期刊目錄資料庫」，結合 400 多圖書館之

7 萬 4 千多種中外期刊資源，為主要國內

期刊查找資源。

（一）整體服務概況

108 年服務概況，共計有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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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9%；近半數使用者類型

為博碩研究生。服務申請件包含文獻複印

（期刊、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圖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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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論文）及圖書借閱兩種，全年總申請

件數為 34,986 件，又以期刊論文複印為最

多，佔 40.12 %，請參照表 202。

（二）近五年館際申請下降

自 101 年起館際合作「總申請件數」

有持續下降趨勢，主要是因國內近二十個

學術研究圖書館加入美國 RapidILL 館際

表 202 

服務總申請件 - 依文獻申請件類型統計

文獻申請類型 申請件數 百分比

期刊論文 14,035 40.12%

圖書借閱 15,673 44.80%

博碩士論文 / 研究報告 3,022 8.64%

國外文獻申請件 972 2.78%

圖書與會議論文複印 1,284 3.67%

總計 34,986 100.00%

複印系統、區域圖書館各自拓展館際合作

業務，再加上電子資源使用量大幅增加，

以及線上提供期刊全文免費下載普及化的

影響，在期刊複印申請之數量上改變尤為

明顯。有關服務申請件數統計參見圖 70。

（三）NDDS Express 服務受肯定

為維護服務品質，NDDS 系統每年均

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106 年起依使用者

與科技發展需求重新改版 NDDS 系統，

並於 107 年 12 月分上線使用，新系統推

出全新的操作介面與服務項目統計、介接

圖書期刊相關系統查詢以及電子期刊傳送

機制，新版運作迄今廣受圖書館喜愛，參

見圖 7。其中各圖書館採用新功能 NDDS 

Express，由於提升文獻傳輸品質，使國內

文獻傳遞服務邁入新里程。（林孟玲）

圖 70　近五年申請文獻與圖書申請件數

資料來源：取自歷年之 NDDS 使用統計及服務績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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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NDDS 服務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108 年度國家實驗研究院服務滿意度調查 -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圖 72　NDDS 108 年館員座談會

一、組織與管理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S&T），前身為美國資訊科學暨科技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SIS&T 共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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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分會自民國 72年創立以來，透過

辦理各項學術活動，促進學界發展。近年

台北分會不但積極辦理各項學術活動，更

持續召募成員，並透過多元的方式提升分

會在國際間的能見度。台北分會 Facebook

粉 絲 專 頁（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1388718341347023/）自 102 年創

立以來，成員持續增加，至 1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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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共 186 位成員。108 年學會組織成員包

括：會長宋慧筠（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長）、副會長鄭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與秘書長范蔚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博士生）。

二、重要會務與活動

探索數據新界：開放資料與 Big 

Metadata 研討會在鄭瑋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促成下，

台北分會於 108 年 6 月 21 日在國立臺

灣大學舉辦探索數據新界：開放資料

與 Big Metadata 研 討 會（Exploring the 

Data World: Open Government Data and 

Mining Big （Meta）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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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科學暨科技學會台北分會 （ASIS&T 

Taipei Chapter）共同辦理研討會，議程內

容精彩，與會人數近 40 位。其中與會者

包含了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黃鴻珠

教授及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黃元鶴教授

等多位圖書資訊界前輩，以及臺大圖書館

館員、教育部博士後研究員、國研院科政

中心、業界資訊公司等來自多個單位的與

會人員。

本次為期半日之研討會共計安排了 2

位講者進行 2 場專題演講，邀請到美國雪

城大學資訊學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Syracuse University） 秦 健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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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大慶教授（Dr. Daqing He），來臺進行

開放資料與 Big Metadata 研討會學術演

講，了解國外 RDA 專家學者對我國發展

RDA 之相關建議。秦健教授以「Metadata 

Analytics: Workflows and Applications」

為題，回顧 metadata 的歷史發展中面臨

的挑戰，認為從「workflow」的角度來檢

視 metadata analytics， 是 確 保 metadata 

analytics 的有效性和品質的一個方法。何

大慶教授講授的「Toward Better Access 

to Open Government Data」，分享過去

與其他學者共同進行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 OGD）相關研究之經

驗，包含 OGD 使用者近用狀況與現存挑

戰，並對歐美數個資料中心平台進行內容

分析，了解當前開放政府資料中心的共同

任務與使用者服務。（宋慧筠）

圖 73　 探 索 數 據 新 界： 開 放 資 料 與 Big 
Metadata 研討會講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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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與管理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Chinese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ociation， 簡稱 CILA），成

立於民國 92 年，以促進資訊素養相關領

域的專業研究及推廣教育為宗旨，結合關

心資訊素養教育的學者、專家、各級教師、

圖書館館員以及其他實務工作者的參與，

期許作為資訊素養教育社群的核心。

學會設置理事 9 人、監事 3 人，任期

2 年。108 年 6 月 19 日假逢甲大學舉辦第

7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通過會務發展方向

並選舉理監事。第 7 屆理監事名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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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事邱月香，監事

彭勝龍、黃焜煌。108年會員總數共40名，

個人會員 35 人，團體會員 5 個單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6 月 17 日至 9 月 1 日，與教育部

「數位教學知識體系建立與實施計

畫」合作，協助辦理「數位學習顧

問師」TTT 培訓課程。由致理科技

大學張淑萍老師、資策會數位教育

研究所廖肇弘老師，以及勝典科技

創辦人蘇文華老師共同授課指導。

課程採用線上線下混成教學模式，

使參與者熟悉數位教學知識體系脈

絡與精隨，進而能在輔導與授課工

作中靈活運用，並將習得的數位教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學趨勢與營運模式，融入組織端輔

導之教案與教材設計中。

（二）6 月 19 日，與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

計畫辦公室合作協辦「數位學習科

技融入教學研討會」，邀請國立中

央大學黃武元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陳志銘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楊雅婷

教授、逢甲大學薛念林教授、國立

清華大學焦傳金特聘教授，以及逢

甲大學王柏婷副教授等學者專家及

教學實踐者，分享與交流創新多元

數位學習科技方法之經驗與應用。

（三）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辦理「2019

年中華資訊素養學會優良論文獎」

徵選活動，鼓勵國內各大專院校研

究生撰寫資訊素養及圖書資訊學相

關研究之碩博士學位論文，期盼透

過獎勵優質碩博士學位論文，帶動

相關研究領域之發展並提升論文品

質，以促進各校學術交流。

（四）12 月 13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與

臺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共同舉辦

「圖書館數位賦能研討會」，以增

進數位賦能為目標，邀請資訊取

用、資訊圖表、社群媒體、活動策

展等專家學者，解密新興科技帶來

的便利與創新服務，引領與會者掌

握資訊科技的發展應用，透過合宜

的方法與工具，優化圖書館服務。

（林志敏、黃淑媛）



中華民國一○九年圖書館年鑑

430

一、組織與管理

108 年本學會理監事概況如下，常務

理事五名：范綺萍（理事長），陳宗鈺、

徐澤佼、劉文明、陳文進；監事長：謝淑熙；

祕書長：羅婉�。目前會員人數：學校團體

會員15名，個人會員52名，會員共67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籌備並舉辦 108 年 7 月 14-16 日在臺

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之「第八屆世界

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
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主題為〈素養�育

導向下的學校圖書館發展〉。共有來自世

界 220 位學校圖書館人員參與，境外參與

人數共 103 人，出版論文集，共收錄論

文 47 篇，主題演講發表 201 場、平行論

壇錄取 33 篇、書面發表 10 篇，代表台灣

地區受參訪之學校為臺北市龍安國小、新

北市永和國中、臺北市建國高中、臺北市

松山家商。所有演講資料及影音檔案建置

於 http://wcsl.ptgsh.ptc.edu.tw/2019 網站

中，32 場平行論壇發表內容參見表 203。

表 203

平行論壇發表人員及主題

平行

講座
A. 教育學院 201 B. 教育學院 202

C. 教育學院

第一會議室
D. 教育學院 310 室

1 范綺萍

（臺灣）

黃毅娟

（香港）

《我的圖書館課》

編寫組（合肥）

呂瑞蓮

（臺灣）

「圖書館引導學生自

主學習手冊」資源分

享平臺使用與滿意度

調查研究

利用真實評量檢視專

題研習及資訊素養的

教學過程及成效：未

來發明 - 小學四年級

的海報設計及演講

五年，看得見的變

革—學校圖書館課

程的研製、實施與

出版

台灣地區國中小圖書

館空間改造之探討

2 陳昭珍、宋怡慧、吳

茹茜、卓珈鬱

（臺灣）

趙冰清

（北京）

倫雅文

（香港）

賴苑玲

（臺灣）

以適性閱讀及小組討

論建立高中生英文自

主學習模式之行動研

究－以新北市丹鳳高

中為例

中國大陸地區中學學

術誠信教育探索—北

京市鼎石學校的思考

與實踐

自主學習與年度主

題閱讀推廣

素養導向科學教學在

國中實踐的可行性

3 江芬菲、張峻瑋；趙

可欣、黃奕、劉韜（廣

東）

程志森

（香港）

邱怡雯

（臺灣）

陳秋雯

（臺灣）

（續下頁）



圖書館團體

431

平行

講座
A. 教育學院 201 B. 教育學院 202

C. 教育學院

第一會議室
D. 教育學院 310 室

邊遠地區高中課外閱

讀困境及公益組織介

入策略研究

空間．活動．學科融

合—以風采中學（香

港）為例初探中學圖

書館進行跨科協作、

知識融合及書籍推廣

之可能

實施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對國小學生閱

讀寫作能力成效之

研究

晨讀擂臺王―圖書教

師、班級導師、與學

科教師協作的閱讀課

程

4 謝淑熙

（臺灣）

鍾允中、鄒馥璟

（臺灣）

彭夢輝

（湖南）

蔡世惠

（臺灣）

閱讀理解策略融入經

典教學的運用 - 以孟

子教學為例

偏愛士商 - 募書送愛

至偏鄉活動設計與執

行實例

農村小學生深度閱

讀教育研究初探

學校圖書館與跨領域

學科協作之策略與實

務

5 陳琬婷

（臺灣）

曾品方

（臺灣）

王海濤

（湖南）

王麗萍、朱麗娜

（湖南）

學校圖書館與學科協

作—以竹崎高中賈宓

圖書館為例

從社會文化觀點探討

美國學校圖書館的學

習者標準

如何將繪本融入語

文教學

著力寫好閱讀教學奮

進之筆—圖書館與跨

學科閱讀融合探究

6 黃琇苓

（臺灣）

李衛東、淩志華

（湖南）

李玲

（合肥）

周瑩

（合肥）

『行聊。苗青』：長

篇小說閱讀實驗課程

以圖書館為陣地促進

早期閱讀教育主

學校圖書館，自主

學習的支點

科技走近生活 科幻

豐富想像—學校圖書

館科普閱讀推進之我

見

7 王嘉萍（基隆市暖暖

高中、甘邵文（臺

灣）

馬輝洪、陳敏儀、李

婉雯（香港）

傅宓慧

（臺灣）

陳芳雅、陳志銘

（臺灣）

由「知識殿堂」發展

到「心靈療癒所」―

談中學圖書館在發展

性書目療法服務上的

施行與推廣

香港小學圖書館閱讀

推廣調查與分析

小學圖書館與公共

圖書館合作之探

究—以桃園市龍星

國民小學為例

他山之石—解讀一所

獲閱讀磐石學校之國

小圖書館的組織作為

8 謝惠紗

（澳門）

陸素芬

（馬來西亞）

鄧昭輝

（湖南）

梁鴻栩、陳昭珍

（臺灣）

2019 年澳門學校圖

書館新發展概況

推動教師讀書會歷程

省思

淺談農村小學圖書

館與自主學習

臺灣與長沙小學生於

深度閱讀討論中之提

問與回應層次差異之

研究

表 20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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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開幕儀

式照片

圖 75　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論文集

一、組織與管理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Taiwan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TMLA） 成立

於民國 104 年 9 月 3 日，成立宗旨係與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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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組織以會

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下設理事會、監

事會，並設有 5 個委員會，協助規劃並推

動會務。108 年第二屆人事概況如下。

（一）理事長邱子恒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二）常務理事林時暖、胡豫湘、孫智娟、

張慧瑾；理事王祖興（原候補理

事）、吳肖琪、周倩如（原候補理

事）、邱淑瑛、徐瓏瑜、張稜雪、

許淑球、陳惠玲、黃�猗、楊淑芬。

（三）常務監事楊明正；監事姜義臺、游

立新、劉莉娟、劉嘉卿。

（四）秘書長黃素英、副秘書長蕭淑媛、

簡莉婷。

（五）委員會名稱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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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會會員包含團體會員 42 個單位，

個人會員 104 名，贊助會員 1 名。

二、重要會務及活動

（一）舉辦醫學圖書館年會暨研討會

為增進醫學圖書館從業人員的經驗

交流及新知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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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會暨第 41 屆醫學圖書

館工作人員研討會」，由彰化基督教醫

院圖書館承辦，於 9 月 5-6 日假彰化基督

教醫院彰基國際培訓中心召開，計有來

自全臺 66 所醫學圖書館的 90 餘位從業

人員與會。中國圖書館學會醫學圖書館

分會有三位代表前來參加，亦有來自廣

州的南方醫科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校區圖書館講者受邀出席本次會議。本

次研討會共有 5 場專題演講、8 場實務分

享、6 場廠商新知分享及 1 場廠商新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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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會場同步舉辦學術海報展，由專

家學者自投稿摘要中評選出 10 幅海報參

展，最後經專業評審選出第一名為為臺北

醫學大學圖書館知識服務組邱琦茹 (Chi-

Ju Chiu) 為第一作者的「醫院圖書館聯盟

服務滿意度調查：以臺北醫學大學數位圖

書館聯盟為例」，最佳人氣獎則由與會者

票選出第一名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圖書

分館周志文為第一作者的海報「Medical 

Reference Librarians as Research Partners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Systematic Review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Kun-Yen Medical Library, NCKU」。

（二）參與國際學術團體活動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每年組織國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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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

醫學圖書館界年度活動盛事，參與情形如

下：

1. 5 月 3-8 日邱子恒理事長率蕭淑媛

副秘書長、張慧瑾常務理事赴美

國芝加哥參加美國醫學圖書館學

會（MLA）2019 年 會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19th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並 發

表學術海報。期間並安排參訪芝

加哥大學、西北大學圖書館、美

國 醫 學 協 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等機構。

2. 5 月 27-30 日邱子恒理事長赴中國

廣西南寧出席中國 CALIS 醫學中

心主辦之中國高校醫學圖書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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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20 日邱子恒理事長率蕭淑

媛副秘書長、徐瓏瑜理事、陳惠玲

理事赴瑞士巴塞爾出席歐洲健康資

訊暨圖書館學會（EAHIL）2019

年會。期間安排參訪巴塞爾大學圖

書館及巴塞爾醫學圖書館。

4. 8 月 24-30 邱子恒理事長代表學

會，赴希臘雅典參加「世界圖書

館與資訊會議：第 85 屆國際圖書

館協會聯盟大會」(IFLA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85rd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三）舉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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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舉辦第 3 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人

員認證考試，5 名通過考試；另以著作申

請認證並經審核通過有 2 名，取得學會頒

發的「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證書。

（四）建置數位學習平台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為推動醫學圖

書館工作人員在職教育，充實專業知能，

提供繼續教育之網路學習環境。於 108 年

初由教育委員會及網路資訊委員會負責籌

建，同年 9 月 1 日正式上線啟用。內容包

含大學校院、學會或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

相關繼續教育課程、專題講座、研討會等

課程並取得授權之影音資料。此外，經本

學會認證具有「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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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資格者，亦可透

過此數位學習平台，持續學習累積學分點

數，延續其證書效力。

（五）選舉第 3 屆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理

監事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於 108 年 11 月

1 日召開第 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選舉第

3 屆理監事，隨後召開第 3 屆第 1 次理監

事會議，互相票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

由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邱子恒館長當選理

事長，常務理事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圖書室張慧瑾主任、義大醫院圖書館邱淑

瑛館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孫

智娟主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梁君

卿主任當選常務理事，國立陽明大學圖書

館郭文華館長獲選為常務監事，推動與監

督 109-110 年的會務發展。

一、組織與管理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Taiwan E-Books Supply Cooperative 

Limited, TEBSCo) 成立於民國 93 年，成

立宗旨主要透過聯盟的機制，建立良好的

館際合作網絡，集結團體購買力量，取得

優惠價格，以節省電子資源採購相關成

本，並達到電子書館藏共建共享的目標。

該社章程明訂社員有法人社員及個人社

員 2 種，社員以公私立大專校院為主，至

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總計有 45 個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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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6 月 28 日假逢甲大學圖書

館召開社員大會，並舉行第 6 屆理事、第

12 屆監事選舉，名單如下：理事主席駱榮

富；理事李廣齊、林偉、林裕淇、廖淑娟、

蔡榮婷、彭懷真；監事主席楊智晶；監事

黃其泮、黃琪聰。

二、重要社務及活動

（一）舉辦年度社員大會

6 月 28 日召開年度社員大會，以成

員館分享電子資源推廣經驗為主題，邀請

亞洲大學圖書館歐立偉館員主講「漫遊雲

端，e 起看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張慈玲組長主講「E 起生活吧！－我

與電子書的生活日常」以及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圖書館簡瓊雯專員主講「不 i 電子書

不是你的錯」，提供社員觀摩學習與交流

的管道。

（二）辦理社員圖書館電子書推廣活動經

費補助

為積極鼓勵成員館推廣及利用電子書

館藏，邀請社員圖書館舉辦多元化的電子

書推廣活動，以期有效應用電子書資源於

教學、研究及學習活動中，進而提升電子

書的使用效益。總計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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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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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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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序號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1 大葉大學            迎開學閱 EB

2 東海大學 閱讀的一百種方式

3 逢甲大學 2019 開學週 - 我們與書的距離

4 靜宜大學 一戰成名 ~ 我的 E 時代

5 中國醫藥大學 在雲端悅讀

6 中華大學 一手掌握 e 世界

7 亞洲大學 新生活，Easy 閱讀！

8 南開科技大學 嗜讀如命 讀興堅強之 讀神 Onlin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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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南臺科技大學 當電子書遇上爆米花電影院

11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書答題競賽

12 朝陽科技大學 e 書達理

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行動閱讀ｅ手可及

1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中文書主題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

15 文藻外語大學 文藻 i 閱 5 夠好

16 致理科技大學 漫步在雲端 ~ 閱讀 e 起來

17 明新科技大學 E 起來享閱

18 國立中正大學 Library Go -E 書尋寶一起來

19 國立中興大學 AR 擴增實境，顛覆你的想像力 !

20 國立宜蘭大學 作伙來讀冊：e 起來認識地質災害

21 國立嘉義大學 航向 e 電子書的繽紛世界

22 國立聯合大學 雲端悅讀趣 ~ 電子書線上有獎徵答

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 書交享閱

2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電子書 Fun 開讀

2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明朝不 E 樣」~ E 起來穿越到明朝吧 !!

（三）主辦「圖書館數位賦能」研討會

12月13日假逢甲大學圖書館舉辦「圖

書館數位賦能」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進

行下列 6 項演講內容，包括 : 資訊開放取

用趨勢、LINE 官方帳號的應用、資訊設

計全攻略、經營 IG前你必須搞懂的秘訣、�

中圖書館策展概念分享以及美好生活的閱

讀提案：圖書館策展案例，為與會者帶來

一場資訊採集、洞察與應用的饗宴。（駱

榮富、蔡幸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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