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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2014 年會系列活動紀要

助嘉義大學夏滄琪教授擔任主任委員，這方面可

壹、第 53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以跟國立臺灣圖書館的陳館長共同合作，互相補
強專業知識。

一、薛理桂理事長致詞
這次非常榮幸有機會邀請大家到往日很神秘
的中山樓，秘書長還有國立臺灣圖書館陳雪玉館
長及相關同仁花了很多力氣安排各位貴賓到這裡
開會，非常辛苦、排除萬難。有了本次年會到中
山樓開會的經驗，希望未來可能將年會舉辦規劃
至高雄市立圖書館新館。
學會今年來承蒙秘書長、各位理監事、各位
常務理事的鼓勵，可以說是非常平順的運作，這

另外，今年 8 月，IFLA 大會在法國里昂舉
行，共有 40 多位圖書館界的同道一起參與，感謝
國際關係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彭慰女士從開會前
幾個月就開始聯繫出國事宜，而該委員會主任委
員林志鳳教授，在會議上也為國爭光。
還有資訊素養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美美教授與
相關專業人士熱心的擬訂資訊素養指標，放在大
會會議手冊中供會員參考。

一年來成立了三個新的委員會：專業認證委員

會場後方由專門圖書館委員會的林義娥主任

會、檔案與手稿委員會、圖書文獻保存與修復委

委員安排今年以專門圖書館為主軸的海報展，舉

員會，專業認證委員會由林呈潢教授擔任，希望

辦的非常熱鬧，參展單位都十分熱情的介紹。非

明年能夠發出第一張由學會認證的專業證書； 圖

常感謝今天大家的參與，也預祝今年年會可以順

書館在圖書文獻的修復方面是比較薄弱的，故借

利地舉行，感謝大家！

圖 1 薛理桂理事長主持 2014 會員大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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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圖書館陳雪玉館長致詞
今天非常歡迎各位蒞臨中山樓舉行今年的圖
學會學會年會別具意義，國立臺灣圖書館今年是
100 年我們在 8 月、11 月分別舉辦了百年慶的活
動，在 11 月份的學術研討會「以未來圖書館」作
為主題，在待會董事長的專題演講中也是討論未
來圖書館的樣貌也是別具意義。
臺灣圖書館是在 101 年 5 月 20 號接管中山
樓，中山樓在去年提出了 12 項的活化策略，到今
年為止目前有兩個重要部分分享：目前將牆壁上
珍貴的動產作數位化、行動導覽 app 的建置也即
將驗收使用，歡迎各位明年春季在花開之時蒞臨
中山樓欣賞櫻花盛開、聆聽音樂會
中山樓也為了學會的舉辦，特地開放平常不
對外展出的二樓空間，今日下午會由志工分批帶
領與會人員到重要景點導覽。
目前臺灣圖書館與臺北市合作，可以搭特定
公車直接到達中山樓，中山樓是屬於大家的，也
非常歡迎大家到中山樓來。
除了國代開會的大會堂，在入口處右手邊的
是會議室可容納 100 人，中午在三樓國宴廳用午
餐，在這些重要的場地目前都可開放租借，歡迎
在座各位會員在機關、學校會議都可以來租借中
山樓利用。
所在的舞臺下方就是硫磺坑口，導致地面比
較突出，因為硫磺氣噴出後不會揮發，而是沉積
在地面上，在下午的解說時，大家可以仔細看看
四周硫礦礦的足跡。預祝希望今天順利圓滿，希
望各位在這邊有一個特殊的心靈饗宴。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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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玉館長於 2014 會員大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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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演講－圖書館的空間設計與展演革命
主講人：王榮文（遠流出版社董事長）
本次演講主要是數位內容相關的策展議題與
探討未來圖書館的服務發展方向，目前出版界和
許多產業都面臨到了一個需要創新、變革的一個
過程，遠流在紙本與數位出版之後，在七年前開
始經營華山創園區，將華山做為一個數位媒體平
臺和空間展演的平臺，而圖書館本身就是一個空
間，在這個空間產生了重大的革命，圖書館跟博
物館、美術館，大家對於空間的想像，在不同的
時代有不同的想像，必須要因應這樣的想法去做
一些改變。
經營華山文創七年後，感受到最大的趨勢演
化：O2O 營銷模式（Online To Offline），所有在
實體世界中的活動和線上的活動其中的界線已經
十分模糊。
PPAPER 雜誌中的一個專題「我的美麗圖書
館之旅」，在 2018 即將落成圖書館，蘇格蘭藝術
家想像未來的百年後沒有紙本出版，但圖書館還
會存在，在未來圖書館想像的策展計畫中，每年
找一位作家，創作一本一百年後才發表的書。遠
流出版的《追蹤哥白尼》一書，講述的就是六百
年來紙本書的發展。未來的圖書館，紙本書可能
消失，此時紙本的書籍可能轉變成類似今日博物
館的珍藏。
11 月與歷史資源協會到佐賀縣武雄市，參訪
武雄市圖書館，武雄市圖書館為公共圖書館，市
長在上任後決定與十分受歡迎的蔦屋書店合作，
希望可以引進書店給讀者自由自在的閱讀氛圍，
吸引讀者到館。在市政府與蔦屋書店的合作下，
進行了一連串空間與內部組織的改造，顛覆以往
圖書館的經營模式，由蔦屋書店主導了圖書館的
經營，在原本公共圖書館的服務（例如：借書）
仍維持免費，但在部分服務（例如：視聽資源、
每期雜誌）則在圖書館的另一個區塊提供讀者購
買。結合了商業和公共圖書館的經營模式，武雄
市為一個五萬人的小城市，但在重新開幕後一年
吸引百萬人以上參觀。武雄市圖書館在經營的定
位上提供了一個很好的參考方向，在政府和民間
的合作中，如何在有限的發揮，並能夠達到一個
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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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圖書館經營，正在經歷無所不在的挑

新與在的意象，每次舉辦都成功吸引大量人潮，

戰，必須跨界創新，從硬體軟體到內容存取和展

為活化地方的成功案例。在華山舉辦的香港週，

演上的創新，例如臺中的公共資訊圖書館、臺大

展出介紹香港的民俗文化與作家筆下的香港，期

伊東豐雄設計的社科新館、剛落成的高雄市立圖

待大眾不只是從旅遊方面認識香港，是從更多面

書館總館，尤其是高雄市立圖書館，在經營上的

向去認識「立體的香港」。未來的圖書館也能將

創新，對讀者募款、向市民徵求百萬冊的捐書、

圖書館的重要蒐藏規劃成立體的展演，這是一種

與企業合作，高雄市立圖書館開風氣之先與遠流

嶄新的轉型，讓圖書館的豐富蒐藏更貼近群眾、

合作成立臺灣雲端書庫，主要讓高雄市民可以方

貼近生活。

便地借書，在市民借電子書一本書高雄市文化基

目前第二年的華文朗讀節，與高雄駁二特區

金會即補助 12 塊錢（五年八千萬試行），扣除平

合作，在五天活動期間中將活動區域規劃成活動

臺的維護等金錢後，剩下的用以回饋鼓勵作家及

場域將規劃「演區」，打造臺灣首座朗讀劇場，

出版社，類似公共出借權的概念。

聘請專業劇場團隊監製指導，邀約人氣作家與當

要維持機制的穩定運作，需要有固定的使用
群，因此大力的推廣閱讀是必要之務。目前每天

代明星們連演五天的朗讀演出，引領民眾輕鬆進
入閱讀的美好世界。

約有 5,000 人上網借書，一年約會有 72 萬人次使

圖書館作為城市知識平臺，未來將遭遇更多

用，但今天如果有一本書被大量個借閱後該怎麼

無法預測的挑戰，如何在有限的圖書館空間中挑

辦？如果公務預算將來不夠支應，可否推行使用

戰無限的可能，圖書館未來可以結合策展人，將

者付費？在這其中有許多的可能性，如果目前的

圖書館的蒐藏重新規畫、設計、在地文化向大眾

生態可行各種不同的創意就會出現，未來臺南圖

展演、在地深耕，如同有機體一般不斷地成長、

書館、行天宮圖書館也在研擬採用這樣的模式。

進化。

在數位的內容的想像和發展後，最後地方圖
書館最關心的都是：什麼是屬於地方的書？例如
雄有高雄書，什麼書最能夠代表高雄？有這樣的
議題思考，往往都能激發出很有趣味的創意。在
高雄的雲端書庫中，放的不僅是高雄作家寫的書，
還可以再重新定義，書庫的經營與在地文化結合，
遠流提供平臺不斷的與合作夥伴激盪創意。
在七年的經營華山 1914 經驗，華山在不斷的
改造演進後，匯集人潮目前成為設計、藝術－文
創產業基地，華山保留一大部分的空間，隨時提
供不同的創意展演，每一次到華山都是新的體
驗。空間經營理念的改變加上創意展演平臺，讓
華山隨時都可以因應需求而變化。圖書館同樣也

圖3

王榮文董事長於 2014 會員大會專題演講

四、頒獎

是掌握了廣大的空間，如何吸引新的讀者來館。

年會大會上頒發了特殊貢獻獎、社會服務

在《大地藝術季》一書中，從一個凋敝的日

獎、熱心服務獎、資深服務獎等四個獎項，共計

本農村中，經由藝術、人文、自然的結合，每三

有 12 人∕團體獲獎；以及公布 2014 資訊素養示

年舉辦大型展覽藝術節，目前為世界最大型的國

範教材徵選活動優勝作品並頒發獎金，共計有五

際戶外藝術節。北川富朗為知名策展人，將世界

名優選、一名佳作。

知名的藝術家匯集於越後妻有（新潟縣十日町市

而獎學金部分有：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獎學

及津南町，的處偏僻中年被白雪覆蓋），結合創

金、沈祖榮暨沈寶環教授紀念獎學金、蔣復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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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紀念獎學金、韋棣華女士紀念獎學金、李德竹
教授紀念獎學金、台灣國際資訊整合聯盟協會
【飛資得獎學金】等六個獎項，共計有 44 位同學
獲獎，其中博士生∕博士候選人 6 名、碩士生 17
名、大學生 19 名、館員 2 名。韋棣華女士、張鼎
鍾教授與李德竹教授出席國際會議或發表論文獲
獎助之圖書資訊學同道共 5 名，以上各獎項得獎
名單請參見〈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3 年度各項
獎勵得獎名單〉乙文。
圖7

2014 年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徵選活動得獎者
與頒獎人合影

五、會務報告
會員人數統計
永久

個人

學生

團體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數

624

385

250

410

1,669

繳費數

－

232

98

356

1,310

會員別

合計

103 年
圖4

2014 年特殊貢獻獎得獎者與頒獎人合影

備註：
1. 製表日期為 103 年 11 月 20 日。
2. 依本學會會章第九條第二款規定，會員連續二年未
繳會費者，視為出會。
3. 二年內未取得聯繫之永久會員，視為出會。
組織
理事長 1 名，理事 33 名（含理事長、常務理
事 11 名）、監事 11 名（含常務監事 1 名）。23
圖5

2014 年熱心服務獎得獎者與頒獎人合影

個委員會、1 個活動小組。
捐款明細
民 國 102 年 12 月 1 日 至 103 年 11 月 30 日
止，本 會 獲 得 之 一 般 性 捐 款 合 計 新 臺 幣 19 萬
8,716 元，四項獎學金捐款合計新臺幣 26 萬 4,000
元，總計新臺幣 46 萬 2,716 元整。各項明細如
下：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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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年資深服務獎得獎者與頒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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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捐款
日期
102 年 12 月
102 年 12 月
103 年 1 月

顧力仁
吳美美
陳世雄

捐款人∕單位名稱

金額（NT$元）
1,000
1,000
1,000

103 年 3 月

中國青年自覺運動推行會

103 年 4 月
103 年 4 月
103 年 4 月
103 年 4 月

彭慰
張麗玲
林信成
嚴鼎忠

7,500
583
1,633
20,000

103 年 5 月

劉淑德

50,000

103 年 6 月
103 年 6 月
103 年 6 月
103 年 7 月

翁聰安
黃鴻珠
藍文欽
彭慰

1,500
1,500
1,500
3,000

103 年 11 月

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專款：寄贈《自覺覺人．自強
強國：中華民國青年自覺運動實錄
（1963-1970）》郵資

8,500

指定專款：《圖書資訊學研究》稿
件審查費

贊助 2014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論文
獎助活動及獎金

100,000

總計

備註

198,716

2. 蔣復璁先生紀念獎學金
日期
103 年 6 月

捐款人∕單位名稱

金額（NT$元）

劉春銀

備註

3,000

總計

3,000

3. 翁茶餅先生紀念獎學金捐款
日期
102 年 12 月

捐款人∕單位名稱

金額（NT$元）

慶和圖書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計

備註

60,000
60,000

4. 飛資得資訊獎學金捐款
日期
102 年 12 月

捐款人∕單位名稱
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總計

金額（NT$元）

備註

101,000
101,000

5. 李德竹教授紀念獎學金及獎助金捐款
日期
103 年 9 月
總計

捐款人∕單位名稱
李德武

金額（NT$元）

備註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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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年度重點工作報告
請 參 見 2014 年 會 會 員 大 會 資 料 手 冊，頁
18-26。
各委員會年度工作報告
請參見會員大會資料手冊，頁 27-52。

二、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老館欣力─圖書館大改造
金屬中心圖書館在製造技術、管理技術方面
的專業館藏，一向是中心在研發領域的重要資
源，在數位化及資訊爆炸的新時代，圖書館勢必

六、提案討論

因應環境轉型。甫於去年 8 月重新改造完成的圖

本次會員大會有以下四項提案：一、依規定
提陳本會 102 年度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基金收支表及 104 年度收
支預算表；二、擬具本學會 104 年度工作計畫；
三、中圖出版品寄贈會員一套；四、建請成立長
青會員委員會。前二項提案皆獲大會通過；第三
項決議後未通過，仍須討論；第四項決議後擬依
程序提本會理監事會議討論。

書館，特別規劃了人文交流區、行動辦公區、綜

貳、2014 年專門圖書館海報展
今年共有 10 個參展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

合展區、研究討論小間以及複合式創意會議室等
設施，並提供寬敞、多元的空間，轉變為一個以
使用者為主、具多元化服務、豐富資訊的知識園
地。隨時融入一些讓人驚喜的新元素，讓整個館
內營造出一股令人愉悅的氛圍，展現出金屬中心
特有的創新與研發的精神。未來，金屬中心圖書
館將以全新的軟硬體設施，加上嶄新的館藏發展
策略與主題選粹等創新服務行銷，蛻變成為兼具
實體圖書館與數位化的知識管理中心。

簡述其內容如下：

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

一、馬偕醫學院圖書館

樹木的永生─林業古籍之典藏與修復

寧願燒盡，不願銹壞：馬偕台灣紀行導入醫學人
文課程
為配合本校培育醫療人才設立宗旨，讓本校
學生透過課程學習，深刻體會馬偕博士「寧願燒
盡，不願銹壞」行動與精神，本館於民國 99 年 8
月至 100 年 7 月執行「馬偕台灣紀行導入醫學人
文及通識教育課程」數位典藏計畫。
年度計畫內容引用真理大學「馬偕與牛津學
堂」數位典藏計畫成果中人文、教育、醫療三種
主題歷史與文物照片，結合本館馬偕博士相關館
藏資料及與計畫課程內容相關各類資源，彙整出
馬偕博士生平與相關人物、建築與事件，設計適
用於大學生學習「馬偕臺灣紀行」主題性教材，
導入本校醫學人文課程，課程進行過程中結合

林業試驗所林業專門圖書館於日治大正時期
成立，是全臺最古老、也是最大的林業專業圖書
館，至今已近百年的歷史，設立目的是為了林業
試驗研究需求，進行相關的書籍和文獻收集。館
內積累了相當豐富的研究文獻、古籍及圖鑑，屬
臺灣唯一收藏的林業古籍資料，彌足珍貴。
為了保存珍藏古籍的完整，本圖書館多年來
聘請專業修復師傅，以整舊如舊的方式進行修
復；又本所是從事林業專門性的研究單位，從樹
木的種子、幼苗、成樹、木材加工利用，及製漿
造紙等都有研究，相當全面性，本次壁報展覽是
林業圖書館珍藏的古籍為展示主軸，包含實體古
籍展示，另數位典藏資料以及 E 化方式呈現，更
利用本所自行生產之手工紙，來進行圖書修復的

IRS 即時反饋系統，讓同學透過簡易即時問答，

實際操作，呈現人類對於森林資源的永續利用，

立即了解對課程內容的吸收程度並作為強化計畫

以及文化保存的整體概念，以達到維護樹木永生

課程的參考。此次計畫建置「馬偕臺灣紀行導入

的精神。

醫學人文及通識教育課程」網站，呈現計畫執行

四、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館

的成果與內容。將透過海報展呈現本館執行數典
計畫過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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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藏經為佛教圖書館重要的館藏，其載體

部隊，以病人醫療問題為導向，協助醫事人員解

形式因應數位化科技而日新月異。本海報介紹佛

決繁雜臨床問題，將臨床醫療處置品質提升，減

教的藏經，從傳統貝葉、雕版印刷到現代科技，

少醫療失誤發生率。並且配合實證醫學需求，從

以電腦、手機、平版、電子書閱讀器、3C 等數位

龐大醫學資料庫中搜尋貼合需求者所需文獻，提

載體閱讀藏經，藉由媒體的轉變與資料組織加工

供給線上操作之臨床醫技人員。

的創新，讓使用者在這裡尋訪到生命中的善知

我們更需深入了解服務當地醫院同仁工作模

識，用心閱讀、敞心悅讀，發現閱讀的奧秘，洋

式、生活型態、及各職類需求資源，以使用者角

溢心的喜悅，取得終身學習的資源。

度服務滿足所需。以尊重每一位當地居民生命之

五、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立高
雄醫學大學經營）
港醫舊書報之活化新生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曾榮獲高雄市全市第一之

價值為出發點，扮演最佳後援部隊。

七、高雄市立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立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經營）
以服務教學愛心為起點的教學醫院圖書室

衛生局營運績效考核優等是及新制醫院評鑑優等

以服務、教學、愛心為起點，定位成為貼近

的醫院，醫院的醫療人員專注於醫療服務與發

使用者與關懷兒童的圖書館。服務方面：提供員

展，是一個深化社區醫療服務的醫院。

工專業及休閒的圖書及電子資源；教學部份：提

圖書室隸屬於教學研中心下，僅配置一位館

供線上學習平臺讓同仁能隨時取得最新知識；愛

員，做為一個醫學專門圖書館的館員能幫忙社區

心表現：為關懷弱勢兒童團體，我們秉持五心

基層醫師及民眾多做些什麼？

（耐心、用心、愛心、熱心、誠心）的理念，舉

1. 協助醫師上實證醫學的課程，收集課程的前

辦「文具用品、童書捐贈活動」，募集學習上所

後結果，論文已發表在民國 101 年的醫療品

需相關資源。將募集到的愛心分享給最需要的孩

質雜誌。

童，建立樂活健康社區。

2. 轉贈淘汰的一般圖書及雜誌給高雄六龜育幼
院、區內基層診所及屏東看守所輔導課利
用。

八、美國在臺協會美國資料中心
行動與創新：美國資料中心

American Corner

我們經由協助基層醫師做利用教育與圖書及

自 94 年起，美國在臺協會開始與公共圖書

雜誌的轉贈，從回饋與奉獻的角度來看，讓醫師

館，學校或非營利性組織合作，設立美國資料中

獲得新知及賦予舊書有了新的讀者，希望能讓面

心或專區。目標是把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事帶給

臨求知與困境的人知識翻新，實踐了醫療服務業

其他國家的人民。除提供書籍與多媒體資料外，

的社會責任。

並透過多樣性的活動，介紹民眾美國文化與價
值。包括：位於臺北市立圖書館的臺北美國資料

六、大千綜合醫院圖書室

中心；位於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的臺中美國資料

地區教學醫院圖書室在醫療環境的角色與定位

中心；以及在高雄市立圖書館河堤分館的高雄美

地區教學醫院扮演之角色，協助醫療臨床問

國資料中心。102 年與《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

題解決、提供醫事職類人員進修及休憩。核心館

合作成立「數位行動美國資料中心」，裝載數位

藏之圖書、期刊、電子資源均屬專業臨床應用。

設備及電子書前進偏鄉。103 年與臺灣創意設計

單一窗口服務圖書室之經營，善用軟硬體工

中心合作，於位於松山文創園區的臺灣創意設計

具提供讀者各面向需求；在繁忙醫療環境中，醫

中心成立美國創新中心。此為全亞洲第一個數位

圖不僅在單位內提供服務，更利用媒介提供資源。

創新中心。年輕人可以在此取得美國文化與設計

地區教學醫院圖書室在醫療扮演角色為後援

資訊；參加免費提供的數位課程；或利用工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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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實現創意。此外我們也與不同縣市政府、公立

2014 年專門圖書館海報展經票選結果

圖書館等單位合作，設立小型的美國資料專區，
包括宜蘭市美國資料專區；桃園英語村美國資料
專區；及位於國立臺灣文學館的臺南美國資料專
區。

經過激烈的競爭，海報展票選結果：第一名
是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的「樹木的永生
－林業古籍之典藏與修復」；第二名是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的「牘領風騷─典藏臺

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
牘領風騷─典藏臺灣文化多元視角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為深化臺灣史的研
究發展，自 1993 年籌備處成立之初，即設置古文
書室任務編組，以田野採集、購置和受贈等方式
作為本所蒐集臺灣史料主要途徑，並為拓展典藏
深度與廣度，積極發展數位化典藏資源，如林務

灣文化多元視角」；第三名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圖書館的「閱讀文學家@中國文哲研究
所

」及馬偕醫學院圖書館的「寧願燒盡，不願

銹壞：馬偕台灣紀行導入醫學人文課程」；佳作
是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館的「佛教圖書館提供
您─薪．新．欣的閱讀」及財團法人金屬工業
研究發展中心的「老館欣力─圖書館大改造」。

局、臺灣博物館、臺灣圖書館及臺灣省諮議會等
單位所藏檔案與文獻，使本所蒐藏兼具民間及政
府機構重要文書。此外，本所參與國科會臺灣文
史資源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計畫，亦將檔案徵集
工作擴展至日本、俄羅斯、中國等散存海外之臺
灣史料。為有效典藏、管理相關資源並提供利
用，本所於 2009 年院務會議提請通過設置「臺灣
史研究所檔案館」，使成為我國專責臺灣重要檔
案史料蒐集、保存與研究之重鎮。
圖7

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館
閱讀文學家@中國文哲研究所
有鑑於數位科技的進展，本館開發建置「數
位典藏網站」系統，主要目標在於將本館文學資
料數位化的成果，以資訊技術透過資料庫的建置
與管理、應用系統結合網頁的開發，予以永久保
存及管理，並透過網際網路提供學術研究及利
用，並進一步加強數位加值，以支援學術研究與
推動學術服務。

2014 年專門圖書館海報展展場一隅

參、2014 年圖書資訊展
為增進會員圖書資訊產業界的最新訊息，每
年年會都會舉辦圖書資訊展覽，廣邀業界將最新
的產品提供參展。本年計有 14 家廠商參展。

一、卓眾視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V 公共圖書除菌機、IP 公共耳機除菌機、MF 比
目魚洗書機
3V 公共圖書除菌機

本館將所典藏的臺灣著名文學家，包括：許
壽裳、王夢鷗、俞平伯、洪陸東、王德勝等人的
書信、文稿及明信片等手稿檔案，進行數位化及
建置檔案後設資料（metadata）等工作，產出之

InnerPower 公共耳機除菌機
MicroFlat 比目魚洗書機（輕、柔、長、扁）

二、超星資訊有限公司

數位成果，以作為研究人員之學術參考資源，促

讀秀中文學術搜索、大成老舊期刊全文資料庫、

進文學研究主題的拓展與研究成果的產出。

Chinamaxx（超星中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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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讀秀中文學術搜索：收錄自 1949 年迄今出版
之 240 萬種簡體中文電子書與書目，提供深
入章節的全文檢索功能，並加入期刊、報
紙、論文等資源補充其完整性，讓使用者便
捷獲取所需學術資源連結。

2. 風潮音樂資料庫
3. 故宮圖像與期刊資料庫
4. Gale/Cengage Learning 期刊資料庫與研究方
法
5. SAGE 綜合主題期刊資料庫

2. 大成老舊期刊全文資料庫：收錄晚清時期至
1949 年前的期刊雜誌，累積超過 7,000 種刊
物、13 萬卷期，種類多元，涵蓋廣博，包含
不少的珍本與孤本為目前研究近代中國之學
術單位不可或缺的資料庫。
3. Chinamaxx（超星中文電子書）：收錄精選
中國大陸 1949 年後所出版的 70 萬種圖書。
內容涵蓋各學科領域，能增進使用者對華文
學術資源的認識、精深研究層次，並瞭解中
國大陸目前的學術發展情況和趨勢。

6. Taylor & Francis 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資料庫
7. 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七、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laridy Solutions, Inc.
IDSmart RFID 智慧圖書館建置、IDSmart 圖書殺
菌機、IDSmart iReserve 預約訂位管理系統、新一
代雲端資源探索服務
1. IDSmart RFID 智慧圖書館建置：解決傳統圖
書館在館藏管理、圖書借閱、圖書盤點與還
書時間遞延的問題，透過 RFID 遠距傳輸能

三、鉑特資訊有限公司

力，能一次處理大量的圖書資料，節省 90%

圖書館管理系統及其他資訊系統
圖 書 館 管 理 系 統（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Dimension 800 & Matrix 1000
無線射頻圖書館藏系統（Library RFID System）
閱讀認證系統、門禁管理系統、電子看板系
統、電子書出版管理系統等。

以上的時間，將 RFID 的優勢，將圖書館產
業推向未來智慧化的境界！
2. IDSmart 圖書殺菌機：擁有除塵、除菌、芳
香 三 大 功 能，通 過 SGS 檢 驗，除 菌 力 達
99.99%，是圖書館書籍流通衛生安全把關必
備的最佳幫手，不到 30 秒書封與內頁就能徹
底除菌，享受愉悅的閱讀，就從乾淨衛生的

四、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書籍開始！
3. IDSmart iReserve 預約訂位管理系統：可以有

智慧型數位圖書資料流通管理系統
運用 RFID 科技建置智慧型圖書館，以簡化

效管理整合圖書館內各式空間及座位預約登

加速流通作業流程，其產品為 3M 智慧型自助借

記服務，一卡在手，快速通關享用各式服

還書機、最新型館員工作站，創意安全兼具的

務。完整呈現現場使用情形，即時監控管
理，隨時掌握讀者使用情形。

CD/DVD 保護盒等……。

4. 新一代雲端資源探索服務：Summon 探索服

五、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務系統是全球第一套圖書資源探索服務系

Hylib 圖書館自動化管理系統及 Hyread 電子書

統，透過單一化雲端知識倉儲的管理模式，

HyLib 圖書館自動化管理系統、Hyint 整合查
詢 2.0 系統、Jumper 資源探索系統、機構典藏、

整合圖書館館藏目錄、機構典藏或圖書館特
藏庫、電子期刊與電子書與上百種之 Open

數位典藏、Hyread 電子書。

Access 免費資源。

六、飛資得企業集團

八、漢珍數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型電子資源及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漢珍數位圖書年度精選精裝套書與中西文代理資

1. Emerald 電子書與期刊

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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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民報（紙本發行）：22 巨冊精裝復刻紙
本，臺灣研究必備套書，補臺灣日日新報官
方角度之不足，觀明治期監督批判者之立論
發聲。
2. 歷代寶案（紙本發行）：全套 53 巨冊復刻
本，琉球 15-16 世紀與中國及週邊國家外交
古文書。
3. 美國駐臺領事館檔案輯成 1887-1941（紙本
發 行）：精 裝 套 書 六 輯 106 冊，網 羅
1887-1941 美國派駐臺灣的領事機關之公文
報告，檔案內容涉及僑務、商務、貿易、地
方交涉政經情勢和情報調查等方面。

九、聯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雕龍中日古典書籍庫&中國近代報刊
1. 雕龍中日古典書籍庫：由中、日、臺三方古
籍研究專家研製之超大型中日古籍全文檢索
資料庫，收錄分庫：中國地方誌、六府文
藏、日本古典書籍、清代史料、四部備要、
四部叢刊等。
2. 中國近代報刊：收錄多種近現代臺灣研究的
報刊資源，並提供大量整理、歸類後新聞資
訊的在線典藏資料庫。

十、精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書本數位化解決方案
1. ezScanCenter 掃描工作站的概念，透過最簡
單的操作方式，在公共空間提供最便捷的掃
描服務。
2. eScan A150 新一代的網路型掃描器，免安裝、
免設定，即插即用，輕鬆完成文件數位化。

十一、華藝數位股份有限公司

華藝線上圖書館完整整合了 CETD 中文電子
學位論文逾 15 萬篇、CEPS 的 4,560 餘種中文電
子期刊、CJTD 中國大陸期刊 7,400 種、CJTD 中
國大陸學位論文 200 萬篇以及收錄了逾 40,000 本
繁體中文電子書，是華文學術界收錄量最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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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屋系統之公用電腦及研究小間、討論室、
團體室之服務與管理
智慧之屋，他是一間能讓大家增加知識增長
智慧的屋子，他是智慧&科技&服務&人性的智慧
平臺，（圖書館想像版）；智慧之屋系統之公用
電腦及研究小間、討論室、團體室之服務與管理
之實際應用為我們此次展示的主要標的。

十三、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學術計量新指標：PlumX
Plum Analytics 公司率先為全球研究人員與圖
書館提供了一個強大的工具，是以追蹤所有在網
路上以任何形式發表的研究成果，超越了傳統單
純評量有關文章使用率分析，補強了一般的引文
評量指標時間延遲（lag）的不足。PlumX 能針對
機構所執行的研究計畫，提供一個更全面性的瞭
解，並有效解答與此研究息息相關的研究人員、
圖書館員、行政管理者和資金贊助者的問題。該
評量範圍不再侷限於期刊文章、研究的作者，而
是 Plum Analytics 所稱的資料來源（artifacts）。
Plum Analytics 是目前針對各個機構和圖書館及研
究人員所訂製的綜合各種面向之資料分析指標。

十四、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臺灣引文資料庫（Taiwan Academic Citation Index, TACI）
L&B 數位圖書館－香港重點大學出版品電子書
1. 臺灣引文資料庫：基於臺灣所出版的期刊建
置而成，完整涵蓋各領域，提供完善分析及簡
易搜尋界面為目標。現已收錄近 1000 種期刊，
以 2000 年後出版的文獻為主並逐漸回溯，共
15 萬多筆文獻，近 400 萬筆的引文資料。

華藝線上圖書館

完整的學術平臺。

十二、智慧平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L&B 數位圖書館：躋身全球最佳留學城市前
5 強的香港，教學重視批判性、國際觀等宏
觀的思考，L&B 數位圖書館收錄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公開大學、城市大學等名校各領
域之重點出版品，讓師生共創多元知識、培
育優秀人才的最佳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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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會 2014 年會系列活動在薛理桂理事長的指
導，學會全體常務理監事、理監事、各主任委員
們、祕書處同仁的群策群力，以及國立臺灣圖書
館場地、人力、物力的全力支援，順利舉辦完
成。感謝大家、感謝國立臺灣圖書館。

圖8

2014 年圖書資訊展展場一隅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3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民國 103 年 12 月 6 日（星期六）
地點：陽明山中山樓（臺北市北投區陽明路二段 15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頒獎人

09:30∼10:00

貴賓接待、會員報到

高鵬主任委員

09:30∼13:30

專門圖書館海報展

09:30∼15:00

圖書資訊展

高鵬主任委員

10:00∼10:10

主席致詞

薛理桂理事長

10:10∼11:00

專題演講：圖書館的空間設計與展演革命
講座：王榮文董事長

薛理桂理事長

11:00∼11:10

頒獎
感謝狀
特殊貢獻獎
熱心服務獎

（票選至 13 時 30 分，隨即開票）

林義娥主任委員

薛理桂理事長
社會服務獎
資深服務獎

頒獎
2014 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徵選活動優勝作品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獎學金
沈祖榮暨沈寶環教授紀念獎學金
蔣復璁先生紀念獎學金
韋棣華女士紀念獎學金
李德竹教授紀念獎學金
台灣國際資訊整合聯盟協會【飛資得獎學金】

黃鴻珠理事
宋建成常務監事
劉淑德董事長

11:30∼11:40

會務報告

林巧敏祕書長

11:40∼12:00

提案討論

薛理桂理事長

12:00∼12:10

貴賓暨全體出席人員合照

高鵬主任委員

11:10∼11:30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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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頒獎人

12:10∼13:30

午餐、參觀圖書資訊展、票選海報

高鵬主任委員
林義娥主任委員

13:30∼15:00

中山樓導覽

國立臺灣圖書館

15:00∼15:15

前往中國文化大學

高鵬主任委員

15:15∼16:00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及博物館導覽

中國文化大學

16:00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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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2014 年會主視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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