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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 年我國圖書

館事業無論在創新服務、

優化建築空間、專業教

育、科技應用、合作營

運、國際交流均有重要發

展及成果。此外，受出版

業及圖書館界關心的公

共出借權制度，於該年底

召開記者會向外界說明。

本《年鑑》體例援

例分「專文」及「專題」，完整呈現 108 年我國圖書

館事業發展的最新樣貌。2 篇專文分別介紹為健全公

共圖書館館藏發展、合作及流通而建置的公共圖書館

區域資源中心，以及成立 30 周年的國際標準書號中

心。〈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建置及成效〉，回

顧在中央的經費補助以及國家圖書館的統籌規劃下，

在全國公共圖書館設立區域資源中心及分區資源中

心，並建立學科專家選書模式，提升並豐富館藏質

量，以及行銷館藏，提升全民閱讀風氣的歷程；〈國

際標準書號中心成立 30 年〉一文，則爬梳國際標準

書號中心 30 年來的歷史演變，並分析其對臺灣出版

產業的影響。此外，專題部分記錄各類型圖書館在營

運和服務概況、讀者服務、閱讀推廣、資訊技術應

用、創新服務的成果。並綜論圖書館資訊科技應用、

圖書資訊學教育及其研究、國際交流與合作等，以及

圖書館專業團體年度重要活動、圖書館統計、大事

記；書末並附有索引俾利查檢。（出版中心繁運豐）

圖書館豐富而完善

的目錄，是圖書館讀者

服務的基礎，其中書目

及權威資源之檢索，更

是讀者查找資料的必經

途徑。尤其近年全球圖

書館有關鏈結資料的蓬

勃發展，促使國內圖資

界思考如何以鏈結資料

的概念及相關技術建構

圖書館之鏈結資料。有鑑於圖書館書目與權威資料

的重要性、鏈結資料對圖書館未來服務的關鍵性，

同時為提升圖書館同道有關鏈結資源在圖書館應用

之知識，本館規劃及編印《圖書館鏈結資料入門指

引》，提供各圖書館及同道們參閱，主動積極推廣

鏈結資源。

本指引邀請具鏈結開放資料專長的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陳亞寧副教授與本館牛惠曼編輯共

同撰寫，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國內圖書館

同道了解鏈結資料的基本概念與相關原則、圖資界

鏈結資料的發展現況、鏈結資料相關標準與資源應

用、圖書館書目與權威鏈結資料化的作法與導入方

式、鏈結資料的作業規劃與流程個案、以及我國圖

資界鏈結資料的未來發展與應用，期盼藉由本指引

之出版，對於國內圖書館及同道，於鏈結資料方面

之認知與學習有所助益。（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

牛惠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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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書目、多元文化書目、樂活環保書目、科技創新書目、多元學習書目、人文藝術書目

國家圖書

館肩負輔導全

國各類圖書館

之大任，自民

國 102 年起積

極推動公共圖

書館館藏資源

整 合， 設 置 4

個區域資源中心及 8 個分區資源中心共同參與及推

廣，至今已邁入第 9 個年頭。

資源中心館藏是依各區的主題特色加以徵集，

每年邀請具相關學科背景學者專家評選優質的閱讀

資源，並依時代趨勢滾動式調整主題，以落實並整

合各地方的圖書資源並提升館藏的質與量，除賡續

往年的 5 大主題《多元文化書目》、《樂活環保書

目》、《科技創新書目》、《多元學習書目》、《人

文藝術書目》外，110 年有鑑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將地方創生列為重要政策而新增《地方創生》

主題館藏書目。為呼應此一新主題，本次書目也以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民國 110 年 12 月初版 132 頁

ISBN 978-957-678-705-8（平裝）

GPN 1011001727

地方創生書目、多元文化書目、樂

活環保書目、科技創新書目、多元

學習書目、人文藝術書目

具有地方特色及產業相關圖書為蒐羅重點，強化讀

者對地方創生的認識，使大家更能了解各城郷，進

而為地方注入永續發展動能。藉以讓民眾更了解全

國「地、產、人」的特色資源及創新創意的策略，

共同開拓深具地方特色資源，並透過資源與新創的

結合，建立人與地方的情感，促進地方產業生機與

發展。

前述 6 大主題邀請 25 位學科專家，精選 12,379

冊好書，收錄書目包括《多元文化書目》2,075 冊、

《樂活環保書目》2,096 冊、《科技創新書目》1,680

冊、《多元學習書目》2,893 冊、《地方創生書目》

1,670 冊，以及《人文藝術書目》1,965 冊，內容涵

括社會現今重要且流行的知識面向；就語言分布來

看，中文 7,203 冊、西文 3,101 冊、印尼文 178 冊、

柬埔寨文 95 冊、緬甸文 688 冊、馬來文 337 冊、

越南文 777 冊等各種不同語文的書目資料，展現各

國文化特色及資源。

優質的圖書就如同優良的種子，經過灌溉耕耘，

進而開花散葉，而圖書館就是匯集優良種子的空間，

透過各地圖書館的推廣服務，將好書深入全國各地，

提昇民眾閱讀知能，使閱讀成為日常生活裡的一部

份，讓更多的資源能被民眾使用，建立一個美麗的

書香社會。（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費心琴）



59國家圖書館館訊 111 年第 1 期 ( 民國 111 年 2 月 )

2022 春天讀詩節：「舞雩歸詠春

風香—詩歌閱讀的美好體驗」

期　　間：111 年 2 月 12 日至 4 月 30 日 

　　　　  （週六下午 2:00 至 4:30）

地　　點：本館藝文中心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講座簡介：

本館 2022 年春季閱讀講座以「詩歌閱讀的美

好體驗」為主題，邀請 7 位專家教授蒞館演講，於

2 月至 4 月間週六下午辦理 7 場講座，讓民眾生活

裡充滿春暖書香。詩歌是詩人言志託興、緣情體物

的文學表現，其中寄寓了深邃情思，也反映了人生

實境，在詩歌閱讀的過程中，作品、詩人與讀者的

心靈共盪相感，不但為心靈帶來撫慰療癒，也讓生

命得到昇華，與我們走進詩歌的文學世界，感受閱

讀的美好體驗。

7 場講座：「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國

古典詩中的「閒適」之美」（顏崑陽主講，2 月 12

日）、「陶淵明的田園之春」（蔡瑜主講，2 月 19

日）、「禪意的唐詩」（蕭麗華主講，3 月 5 日）、

「近體詩之美」（歐麗娟主講，3 月 19 日）、「陰

柔之美與不渝之情—談宋詞的美感特質」（劉少雄

主講，4 月 9 日）、「簾幕重重，不鎖相思夢—談

曲中的美感經驗」（羅麗容主講，4 月 16 日）、

「在詩的無邊曠野—欣賞現代詩的多樣表現與表現

原理」（陳義芝主講，4 月 30 日），歡迎各界踴

躍報名參加講座。

主題網址：

https://actio.ncl.edu.tw/111_spring

報名網址：

https://actio.ncl.edu.tw/

野菜譜／ 2022 春天讀詩節：「舞雩歸詠春風香—詩歌閱讀的美好體驗」

本館典藏之《野菜

譜》（館藏號 06922-0018）

收入於明代萬曆年間汪

士賢編的《山居雜志》

中。汪氏《山居雜志》共

收錄魏晉迄明代 20 部與

花草、樹木、蔬食相關

之經典著作，《野菜譜》

為該書所收之第 18 部。

《野菜譜》全書共一卷，

由明代中期知名散曲家王磐所作。王磐 (1470-1530)，

字鴻漸，號西樓，江蘇高郵人，其散曲創作被寓為

「南曲之冠」，並以擅長繪畫及精通醫學知名。

王磐唯恐百姓在荒年時飢不擇食，誤採食有毐

之野菜野草，故以神農嚐百草的精神，親自嘗試後

精選出 60 種繁殖力高，且容易取得的野菜，發揮

畫家及文人的專長，編寫《野菜譜》一書，在書中

描繪可食野菜的形狀，並以小注說明野菜之名、以

短詩描繪野菜的特色形貌，讓百姓能一看即知，一

讀即懂，方便查用，成為一部荒年濟世寶典。

本館於 2018 年 6 月與商務印書館簽訂授權出版

計畫，在出版社精心規劃與巧手編輯下，將原注與原

詩配上白話翻譯，並邀請臺灣知名之古籍植物圖鑑專

家潘富俊教授詳實考證，一一還原野菜面貌，另附

上 60 種野菜的今日照片，古今對照，又於書末表列

這些大地植物在今日生活用途之延伸效用表，讓大眾

對這些大地植物更有即視感。（特藏文獻組莊惠茹）

國家圖書館授權/臺灣商務

印書館出版

民國 110 年 10月 256頁

ISBN 9789570533545( 平裝 )

野菜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