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事動態 

1. 4 編目組黃莉玲編輯申請留職停薪一年。 

3. 1 政風室廖為敕主任報到，嚴文英組員調派總務組服務。 

□近悅遠來 

一月 

1. 7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初教系一年級學生33人來館參觀。 

1. 8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初教系三年級學生30人來館參觀。 

1.15 德國曼海姆東西文物修復中心修復專家華海燕女士偕夫婿來館拜會。 

1.18 北京清華大學企業集團榮泳霖董事長暨中國學術期刊電子雜誌社潘龍法
社長等一行4人，由國立清華大學人員陪同來館拜會。 

1.22 （1）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東亞圖書館盧國邦館長來館拜會。 

（2）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研究生20人來館參觀。 

1.27 美國新聞總署地區資訊顧問（USIA 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r）Ms. Ann 
Holland來館參觀。 

1.28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學生20人來館參觀。 

 
二月 

2. 2 （1）花蓮精鐘商專學生10人來館參觀。 

（2）雲林環球工商專校圖書館工作人員3人來館參觀。 

2. 5 「海峽兩岸青少年冬令登山訓練營」大陸成員22人來館參觀。 

 
三月 

3. 6 美中華人圖書館協會會長周倪祖俊女士來館拜會。 

3. 9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學生30人來館參觀。 

3.19 香港嶺南學院圖書館胡洗麗環館長來館參觀拜會。 

3.23 中國大陸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由臺灣師範大學人員陪
同來館參觀。 

3.24 大陸廣播電視界人士一行12人來館參觀。 

3.26 美國OCLC公司總裁Mr. Jay Jordan、亞太地區王行仁經理暨加州大學Irvine
分校圖書館曾程雙修女士一行3人來館參觀拜會。 

3.31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一年級學生35人來館參觀。 



□大事記 

一月 

1. 2 宋建成副館長應邀擔任於省立臺中圖書館舉行之「第三屆全國讀書會博
覽會」中「讀書會與社區發展探討」場次主持人，輔導組唐申蓉助理編輯參
加該博覽會兩天會議。 

1. 4 （1）宋副館長出席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文化資訊應用座談高峰會」籌
備會議。 

（2）輔導組王梅玲編輯出席中央日報社舉辦「關懷終身學習公益座談
會」。 

（3）資訊組宋玉顧問出席中央標準局召開「一般及其他類標準技術委員會
88年第一次會議」。 

1. 5 召開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參展籌備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 6 召開「研商辦理本館任用人員87年考績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
持。 

1. 7 書目資訊中心林淑芬、許靜芬編輯出席「臺灣地區INNOPAC系統使用者
聯盟編目小組第十五次會議」。 

1. 8 莊芳榮館長應邀擔任於實踐大學圖書館舉辦之「2000年讀者服務研討
會」中「中文主題標目、學術分類與讀者服務」場次主持人，宋副館長應邀
擔任「新環境、著作權與讀者服務」引言人；資訊組彭慰主任與資訊圖書館
蔣嘉寧編輯出席該會議兩天。 

1.11 （1）邀請行政院研考會發展處陳士伯處長來館專題演講「政府服務之
觀念與作為」。 

（2）召開有關引進電子期刊暨資料庫協調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3）總務組劉興儀主任出席教育部召開「故王貫英先生治喪委員會接待組
工作協調會議」。 

1.12 （1）國際標準書號中心李莉茜代主任應邀擔任行政院研考會主辦「政
府出版品再造激勵營」講座，主講「國際標準書號及預行編目作業說明」。 

（2）閱覽組於本館簡報室舉辦臺北縣市地區「國家圖書館WWW館際文獻傳
遞服務應用測試說明會」。 

1.14 （1）漢學研究中心召開「89年度來華學人申請案審查會議」，由莊館長
主持。 

（2）莊館長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召開「1999年新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NI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籌備會」。 

（3）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廖玉燕組員暨資訊組林昭君設計師，參加圖書出版
公會召開「華文資料庫推動小組會議」。 

（4）書目資訊中心林淑芬、許靜芬編輯赴中原大學，出席「臺灣地區
INNOPAC系統使用者聯盟系統小組第二十次會議」。 



（5）資訊組於淡江大學舉辦「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線上建檔與應
用說明會」。 

（6）召開「期刊風華──期刊資源的認識與利用Web-Title第一次腳本審查會
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15 （1）資訊組彭慰主任暨王宏德助理編輯參加國立清華大學舉辦「全國
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十四次研討會」。 

（2）召開資訊圖書館轉型計畫「華文電子圖書館計畫草案討論會」，由宋
副館長主持。 

1.16 （1）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出席省立臺中圖書館召開「88年度公共圖書館資
訊系統成果暨觀摩展籌備會議第一次會議」。 

（2）特藏組徐惠敏書記參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舉辦「文物修
復座談會」。 

1.18 （1）召開本館88年第一次館務會議。 

（2）宋副館長出席太平洋鄰里協會亞洲中心舉辦「太平洋鄰里協會、電子
佛典協會、文化地圖協會與學者電子資源協會聯合會議」。 

1.19 莊館長率各單位主管參加王貫英先生告別式。 

1.20 （1）召開「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會」第三次籌備會議，由莊
館長主持。 

（2）召開88年第一次考績委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21 （1）召開「國科會科資中心請本館提供期刊聯合目錄資料會議」，由
宋副館長主持。 

（2）宋副館長赴教育部電算中心，出席「圖書館自動化及網路化策略推動
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 

（3）閱覽組簡家幸組員出席「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文化資訊應用館展前說
明會」。 

1.22 （1）召開「國家圖書館刊物編輯出版相關事宜討論會」，由莊館長主
持。 

（2）召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新書介紹專欄〉作業相關問題會議，由
宋副館長主持。 

（3）漢學研究中心舉行學術討論會，由德國魯爾大學教授馬漢茂博士（Dr. 
Helmut Martin）主講「統一後的東西德學術文化：德國漢學史的地域性、歐
洲性及全球性」，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彭小妍教授主持。 

1.25 （1）閱覽組吳碧娟編輯應邀至臺中縣大明高級中學，專題演講「國家
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之應用」。 

（2）辦理本館88年度團隊標語徵稿票選活動初審會議，由為民服務考評小
組進行審查，從113件投稿中評選出26件。 

1.26 （1）召開「協商博士論文全文影像建檔計畫會議」，由政治大學圖書
館胡歐蘭館長暨宋副館長共同主持。 



（2）漢學研究中心召開「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 

1.27 （1）召開「字集字碼第二次座談會」，由宋玉顧問主持。 

（2）由本館主辦、洪建全教育文化基金會承辦之「中部地區公共圖書館讀
書會承辦人員研習班」，假省立臺中圖書館舉行兩天，共70人參加。 

1.28 召開漢學研究中心第九屆指導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中討論中心組織定
位問題。 

1.29 （1）召開88年度國家圖書館第二次自動化及網路諮詢委員會會議。 

（2）召開本館88年第一次專業人員評審委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1.30 （1）召開88年度國家圖書館第一次合作推廣諮詢委員會會議。 

（2）資訊組於本館簡報室舉辦「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線上建檔與
應用說明會」，國防醫學院人員參加。 

 
二月 

2. 1 閱覽組吳碧娟、宋美珍編輯及方玉惠約聘助理研究員赴臺中自然科學博
物館，出席教育部88年度「終身學習網路教材雛型系統聯合展示會」，為期
兩天。 

2. 2 （1）閱覽組假臺灣省立臺中圖書館舉辦中部地區「國家圖書館WWW館
際文獻傳遞服務應用測試說明會」。 

（2）由本館主辦、洪建全教育文化基金會承辦之「南部地區公共圖書館讀
書會承辦人員研習班」，假高雄市立圖書館舉行兩天，共57人參加。 

2. 3 （1）舉辦本館88年度團隊標語票選活動，為期3天，共310位同人參與票
選，並與初審成績彙總，選出優勝名次。 

（2）莊館長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召開之「《圖書館服務白皮書》編輯小組
會議」。 

（3）編目組鄭恆雄主任赴政治大學，出席「公共圖書館城鄉合作模式之調
查研究計畫第二次會議」。 

2. 4 （1）召開88年第二次專業人員評審委員會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2）資訊組彭慰主任及宋玉顧問參加中文數位化技術推廣基金會舉辦「中
文字碼座談會」。 

2. 5 （1）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出席「臺灣省公共圖書 

館資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暨 

鄉、鎮圖書館自動化參訪活動」。 

（2）由本館員工消費合作社主辦、環保小組協 

辦「第二次資源分享義賣活動」，同人熱心 



提供物品約6百件，義賣所得8萬8千元捐贈聖 

嘉民啟智中心暨中華民國老人福利推動聯盟， 

義賣會場並有書法社、大愛社共襄盛舉。 

2. 7 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自本日至12日於臺北世 

貿中心舉行，本館應邀在「文化資訊應用館 

」展出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 

2. 8 （1）召開本館88年第二次館務會議。 

（2）召開本館88年度第二次顧問會議。 

（3）莊館長出席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文化資訊應用座談高峰會」。 

（4）本館87年歲末員工聚餐於文教區讀者餐廳舉行。 

2.10 召開「修訂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討論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2.11 輔導組王梅玲編輯出席臺北市立圖書館召開「貫英先生紀念圖書館設置
籌備會」。 

2.12 （1）召開「大陸書刊採購及管理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2）召開「本館委託陽明大學進行之『中華民國政府公報索引系統』主題
語委外研究期中報告說明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2.19 本館88年新春團拜於文教區三樓川堂舉行，同時頒發行政院87年公務人
員服務獎章暨進行本館88年度團隊標語徵稿活動頒獎典禮。 

2.23 （1）召開「教育部評鑑報告檢討與電腦作業效率查核討論會」，由莊
館長主持。 

（2）召開「商討本館辦理回流教育規劃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3）大陸文化部圖書司陳琪林司長來館參觀拜會，並洽談圖書館事業發展
相關事宜。 

2.25 召開本館88年第三次專業人員評審委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三月 

3. 4 （1）莊館長應邀於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舉辦「政府出版品電子化
研討會」中，擔任「政府出版品電子化與寄存圖書館服務」主題之評論人；
閱覽組蔡佩玲編輯、陳麗玲助理編輯奉派參加研討會。 

（2）召開「全國期刊文獻中心設置規劃事宜討論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3. 5 （1）召開「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合作館館長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2）採訪組辜瑞蘭主任、陳德漢助理編輯、輔導組鄭寶梅編輯暨漢學研究
中心張璉編輯，出席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召開「大陸資料館際合作組織第二次
年會」。 



3. 6 （1）召開「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議」，由莊館
長主持。 

（2）莊館長暨館內相關同人出席中國圖書館學會召開88年第一次理監事聯
席會議。 

3. 7 輔導組王梅玲編輯出席新竹市政府舉辦「落實高教於地方──迎接社區
大學的新時代研討會」。 

3. 8 （1）於本館118貴賓室舉行「國防部典藏古籍文獻捐贈儀式」，由莊館
長與軍事情報局徐筑生局長共同主持。 

（2）召開本館88年第三次館務會議。 

（3）宋副館長出席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第四屆第九次理監事暨會務
人員聯席會議。 

（4）資訊組彭慰主任暨輔導組王梅玲編輯出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召開「一
般及其他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會議」。 

3. 9 編目組鄭恆雄主任赴政治大學出席「公共圖書館城鄉合作模式之調查研
究計畫會議」，並擔任該計畫之協同主持人。 

3.11 美國亞洲學會第51屆年會暨書展本日起於波士頓舉行4天，本館指派交換
處黃菁華編輯、閱覽組宋美珍編輯暨漢學研究中心孫秀玲助理編輯出席。 

3.12 由本館主辦、洪建全教育文化基金會承辦之「讀書會輔導人員研習
班」，假關渡楓丹白露教育中心舉行3天，共69人參加；莊館長、宋副館
長、輔導組王梅玲編輯及唐申蓉助理編輯出席。 

3.15 （1）召開商討本館書目資料利用及處理流程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館
長主持。 

（2）召開商討本館「邁向學習社會」網站內容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
持。 

（3）資訊組彭慰主任出席「圖書館自動化及網路化策略推動委員會第十二
次會議」。 

3.17 （1）召開「字集字碼第三次座談會」，由宋玉顧問主持。 

（2）召開「圖書館及資訊利用宣導影片腳本審查會」，由宋副館長主持。 

3.18 （1）召開「全國圖書館合作與輔導業務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
主持。 

（2）編目組鄭恆雄主任出席「臺灣省公共圖書館資訊網路輔導諮詢委員會
第廿一次會議」。 

3.19 （1）召開本館88年第二次考績委員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2）文建會策劃、本館協辦之「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於國際會議廳舉行3
天，參考組配合研討會於會場展出館藏各種版本之入選經典圖書及「當代文
學史料影像全文系統」。 

（3）資訊組彭慰主任暨輔導組王梅玲編輯出席「教育部終身學習資訊網擴
充學習諮詢功能之資料庫建置會議」。 



3.20 召開「全國圖書館館際合作事宜會議」，由莊館長主持。 

3.22 （1）宋副館長出席國科會研究計畫「網路科技對公共圖書館教育活動
之影響」專家座談會。 

（2）編目組鄭恆雄主任應邀於「連江縣圖書館實務研習會」，主講「圖書
資料分類編目」課程。 

3.23 （1）莊館長出席國科會科資中心指導委員會第六次委員會議。 

（2）由本館主辦、洪建全教育文化基金會承辦之北部地區「讀書會帶領人
員研習班」，假該基金會敏隆講堂舉行兩天，共64人參加，莊館長主持開幕
式。 

3.24 （1）莊館長出席臺北市政府舉辦「用文化深耕臺北──臺北市文化建
設座談會」。 

（2）輔導組王梅玲、鄭寶梅編輯暨參考組張文朝先生出席中華民國科技館
際合作協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館榮獲熱心貢獻獎牌暨提供資料服務
績優感謝狀。資訊圖書館蔣嘉寧編輯榮獲「會務貢獻獎」暨「建立協會網站
貢獻」獎項。 

（3）召開「期刊風華網路教材整體審查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3.29 （1）召開本館88年第四次館務會議。 

（2）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主辦、本館協辦之「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系列學
術研討會──「人的素質」（1999），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行3天。 

（3）召開《中華民國第三次圖書館年鑑》撰稿者第三次會議，由莊館長主
持。 

（4）特藏組盧錦堂主任暨資訊組宋玉顧問出席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協
調委員會召開「漢學研究網路環境的開發座談會」。 

3.30 召開「協商博士論文全文影像建檔計畫會議」，由政治大學圖書館胡歐
蘭館長暨宋副館長主持。 

3.31 召開「商討本館辦理學分班相關事宜會議」，由宋副館長主持。 

（輔導組唐申蓉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