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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點工作報告  

 

（一） 舉辦圖書資訊研討會，促進學界與實務界的交流 

1. 近年圖書資訊議題及各公立圖書館蓬勃發展，學會與國內7所大專校院圖書資

訊相關系所及3所國立大型圖書館合作，由10所單位每年輪流承辦圖書資訊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暨會員大會，藉以推廣圖書資訊學與相關研究，提升圖書資訊

的國際視野，促進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知識分享。2021年由臺大圖資系主辦，

2022年由臺師大圖資所主辦並擔任今年度co-chair協辦，第一屆「圖書資訊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 Conference of LIS and Practices (CoLISP 2021) 訂於11月26日

至27日，將以線上會議進行。 

（二） 修改學會章程，增列通訊選舉辦法 

1. 經9月17日第56屆第1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本會章程修正，增列通訊選舉相關

條文，並於10月7日報內政部備查。第57屆理監事選舉改採用通訊選舉辦理。 

（三） 整合學會各系統主機，建立長期穩定維運架構 

1.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規劃金流功能機制，1月27日完成學會網站線上刷卡繳費

機制，提供便利的線上繳納會費、捐款等功能。2月24日進行學會網站研習班

開課及繳費機制測試。 

2. 「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簡稱CLISA)已整合進學會網站，共計逾

1萬8千筆書目紀錄，提供題名、作者、摘要、關鍵詞等欄位檢索。 

（四） 集結圖書館界力量，倡導閱讀建立書香社會 

1.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等響應世界

閱讀日、臺灣閱讀節，全臺各圖書館辦理豐多元的富閱讀服務與推廣活動。結

合教育部、出版社、社福機構、私人企業等公私部門、同業與異業，持續推動

全民閱讀風氣。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積極推廣透過閱讀療癒人心，增進民眾

心理健康，強化圖書館之服務領域。詳細各委員會推動項目請參閱委員會工作

報告< https://www.lac.org.tw/news/30531 >。 

2. 邀集各委員會及團體會員參與 12 月 4日(六)假中正紀念堂舉辦之「110年臺

灣閱讀節閱讀嘉年華」，設置學會攤位專區「圖書館陪你怡情」(Be Joyful with 

Library)，共計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

成功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校史館、國立臺

灣大學植物標本館及動物博物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慈善文教協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等單位參與，共 13個活動攤位。推出各項展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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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遊戲以及文創商品等。展現圖書館多元化樣貌，帶大家認識更多不同類型的

圖書館及教育文化發展面向。 

（五） 參與國際專業團體活動，提昇臺灣圖書館世界能見度 

1. 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及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2021年會因應 COVID19

疫情改為線上會議，本會今年暫停組團出國活動，並協助會員報名參加線上會

議。 

2.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參加於 5月 24 日至 27日舉行的美國醫學圖書館學會年會

(MLA’2021)。 

（六） 舉辦學術研討演講論壇，推展圖書資訊專業發展 

1. 籌辦 2021年會員大會，於 11月 26日與第一屆「圖書資訊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Conference of LIS and Practices (CoLISP 2021) 合併舉行。 

2. 研究發展委員會辦理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活動，並於 11 月 26日年

會舉行論文發表，同時與國立臺圖書館合辦身心障礙研究優良論文發表。 

3. 學會於 11月 12日(五)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研究資料管理實務線上工

作坊」，介紹與Harvard Medical School、Harvard Library、Simmons University

等多個學術機構共同合作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 

(RDMLA) 中文線上課程，並邀請國內外學者分享當前研究資料管理的相關

知識。 

（七） 辦理教育訓練及專業認證，精進從業人員工作知能 

1. 分類編目委員會與與中華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合作推動「資訊組織前瞻

課程教學研究社群計畫」，舉辦社群成立會議，確定年度工作綱要。分編委

員會與此研究社群，於本年度內聯合舉辦 4場 IO Talk活動。 

2. 各委員會協助針對不同圖書館類型舉辦各項主題講座課程。詳細各委員會教

育訓練課程請參閱委員會工作報告< https://www.lac.org.tw/news/30531 >。 

3. 教育委員會與各圖書館及圖資系所合作規畫籌辦圖資相關研習班，110年研習

班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課程，為圖書館在職人員共開設 3 場研

習課程，計有 151人次參加。 

序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

數 

1 
以人為本的公共圖書館空間規劃

與舊館改造研習班 

7/19-7/21 

3天/1天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臺中市立圖

書館 

52 

2 數位深耕、地方創生研習班 
7/21-7/23 

3天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30 

3 
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研習

班 

7/26 -7/30 

5天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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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

數 

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 

合    計 11天 6單位 151 

（八） 提供多元主題與管道，促進圖書館實務經驗交流 

1. 學會辦理 2021各類型圖書館海報展，鼓勵圖書館運用海報輔以照片、圖表及

文宣品，介紹其業務之豐碩成果，提供各圖書館經驗交流及觀摩的機會，共計

18 個單位參展，並於會員大會當日進行票選活動。今年因會員大會改為線上

舉行，海報展展示、互動解說同步及投票皆改為線上舉辦。 

2.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 7月 23日至 12月 22日舉辦無人化防疫實務經驗

分享等主題共 6場次館員實務座談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舉辦講座活

動。各委員會舉辦講座資訊請參閱委員會工作報告

<https://www.lac.org.tw/news/30531>。 

（九） 編印圖資專業論著刊物，促進圖書資訊專業發展 

1. 《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於 2021年 6月完成出版 15卷 2期，16卷

1期相關業務繼續進行，並持續收錄於國外資料庫 LISA及 DOAJ等。出版規

劃經向可能合作單位徵詢系統服務內容，預計以共享版權方式出版，學會與合

作單位共同擁有版權，可於學會網站以 Open Access方式提供全文，供大眾使

用。 

2. 國家圖書館發布「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獲獎名單，本會期刊《圖書資

訊學研究》榮獲「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之圖書資訊學門「期刊即時傳

播獎」(5年影響係數)第 2名與「期刊長期傳播獎」(近 30年總被引用數)第 1

名。 

（十） 獎勵圖資從業館員師生及各界人士 

1. 辦理本會獎勵項目審核頒發作業，本年頒發終身成就獎頒予：沈寶環先生；社

會服務獎頒予：曾永義先生、柯珀汝女士、高雄市港都扶輪社、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呂瑞蓮女士、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

6個單位或個人。 

2. 辦理本會、沈祖榮暨沈寶環教授、蔣復璁先生、韋棣華女士、李德竹教授等紀

念獎學金、凌網科技獎學金、飛資得獎學金之審核頒發作業，本年計有國內 7

所圖書資訊系所 40位學生獲獎，獎學金總額為新臺幣 29萬 3千元。 

3. 研究發展委員會舉辦「2021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活動，獎助名額

與獎金經第 7 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調整。博士論文優勝得獎名單：陳勇汀 1

名，每人獎金新臺幣 1萬元 5千元；碩士論文優勝得獎名單：周小琪、韋怡舟

等 2名，每人獎金新臺幣 1萬元；碩士論文佳作得獎名單：王正潔、林芷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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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子崴等 3名，每人獎金新臺幣 5千元。並於 11月 26日 CoLISP研討會暨會

員大會場次舉行發表。 

（十一） 增進學會與圖書館及館員間互動，凝聚共識及向心力 

1. 舉辦 110年度圖書館週系列主題活動「圖書館陪你疫起」，由學會統籌活動準

備事宜，藉由讀者及館員於 Facebook活動專頁貼文寫下疫情期間對圖書館的

記憶，建立讀者與圖書館間、學會與圖書館間的互動橋樑，期使圖書館及從業

人員凝聚服務共識及能量。 

項次/日期 活動 內容 地點 

【活動一】 

10/15-12/15 

「那些年，屬於我們

的記疫」印象募集 

以照片或文字分享您眼中疫情

之下的圖書館，一起編織這一年

來屬於我們共同的特殊記憶。 

Facebook

活動專頁 

【活動二】 

11/15-12/15 

「今晚，我想來點…」

好書推薦 

點播一本書分享給一起走過疫

情的彼此，讓閱讀成為最強悍的

心靈疫苗。 

Facebook

活動專頁 

2. 會員發展委員會持續學會 FaceBook粉絲專頁經營與訊息更新，並不定期發送

會員快訊，將最新資訊傳送給會員。 

（十二） 修訂學會相關辦法，完善營運法制基礎 

1. 修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章程」第 15條，增列通訊選舉相關條文。 

2. 為因應特殊情況，修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監事選舉要點」第 5條，增列

通訊選舉，並增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 

3. 增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韋棣華獎助經費動支準則」，訂定韋棣華基金會獎

助金運用辦法，期能擴大應用於其他國際交流活動支持圖書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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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委員會110年度工作報告  

(一)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蘇小鳳） 

(二)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怡瑾） 

(三)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涵青） 

(四)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廣齊） 

(五)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范綺萍） 

(六)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品方） 

(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錦華） 

(八)專門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慧瑾） 

(九)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子恒） 

(十)法規與標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巧敏） 

(十一)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慧華） 

(十二)分類編目委員會（主任委員：藍文欽） 

(十三)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思嘉） 

(十四)會員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姜義臺） 

(十五)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玄菩） 

(十六)年會籌備委員會 

(十七)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洪玉貞） 

(十八)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荷鵑） 

(十九)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成） 

(二十)資訊素養委員會（主任委員：阮明淑） 

(廿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召集人：陳光華） 

(廿二)檔案與手稿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麗蕉） 

(廿三)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主任委員：鄭來長110.9.2請辭，聘請李秀鳳擔任） 

(廿四)專業認證委員會 

(廿五)長青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彭慰） 

(廿六)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玲） 

 

工作報告資料： 

https://www.lac.org.tw/news/3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