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3 月 25 日 

地點：國立臺北大學 公共行政事務學院二樓 

壹、 開幕式暨來賓致詞（略）  

(主持人：陳理事長 昭珍) 

極樂鼓坊表演 

立法院王院長 金平賀電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吳館長光明致歡迎詞 

國立臺北大學侯校長 崇文致歡迎詞 

教育部社教司朱玉葉科長致詞 

貳、 團體合照（略） 

參、 專題演講：（略） 

講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立法與展望 

(主持人：王怡心 副校長) 

(主講人：顧敏 名譽理事長) 

肆、 頒獎（略） 

(主持人：陳昭珍  理事長) 

一、協會致贈感謝獎牌名單 

(一) 第九屆理事長：詹麗萍館長 

(二) 小型圖書館會員館際合作轉介服務館：交通大學圖書館 

(三)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之傑出貢獻人員：林惠敏組長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 

(四) 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臺北大學圖書館 

(五)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 99 年度傑出表現單位： 

委員會 推薦對象 領獎代表 

會務設計委員會 顧敏名譽理事長（國家圖書館前任館長） 顧敏名譽理事長

館際聯盟採購委員會 臺北科技大學圖書館 吳惠萍小姐 



委員會 推薦對象 領獎代表 

北部分區委員會 陳維華館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 陳維華館長 

中部分區委員會 姜義臺組長（靜宜大學蓋夏圖書館） 姜義臺組長 

南部分區委員會 謝文真副理事長（成功大學圖書館前任館長） 蘇淑華主任 

東部分區委員會 宜蘭大學圖書館 陳偉銘館長 

二、會員大會摸彩活動贊助廠商名單（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 

活動贊助廠商名單 

3M 均輝實業有限公司 基泰國際有限公司 

Elsevier 知訊圖書有限公司 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華藝數位股份有限公司 

文道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漢珍數位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艾迪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鴻鈞科技有限公司 

伍、 會務報告（略） 

(主持人：陳昭珍  理事長) 

九十九年度工作報告：郭美蘭 秘書長 

陸、 校園巡禮暨參觀各學院（略） 

柒、 專題座談（略） 

講 題：數位出版、數位閱讀及新國民素養 

主持人：陳昭珍  理事長 

與談人：詹麗萍館長、陳維華館長、吳光明館長、王國良院長 

捌、 提案討論暨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第十屆理監事 

案 由：100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99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

算表、資產負債表、基金收支表及現金出納表，提請大會確

認。 



說 明：根據內政部社會司規定要點辦理。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中山醫學大學圖書館 

案 由：借書到期日可否避開星期六、日，及國定假日彈性休假日。 

說 明：因敝館館合業務未經由流通櫃台處理，非工作天無法確認及

處理還書問題。  

辦 法：借書到期日設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一般工作天。 

決 議：此屬個案性質，可與經常往來館做溝通，協調是否可在電腦

系統設定上做考量。 

【提案三】  

提案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案 由：建議各校館合借書期限一致，以利作業。 

決 議：建議可由館合協會在理監事會議探討是否要有借期一致的規

定。 

【提案四】  

提案人：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圖書室 

案 由：請各館提供電子期刊查詢及合理使用文獻傳遞申請之服務。 

說 明：  

一、由於傳統紙本期刊逐漸蛻變為電子期刊出版模式，各館也

因此減少對紙本期刊的採購；相對的，因在 NDDS 聯合目

錄查詢系統中僅列紙本期刊查詢與申請，未增列電子期刊

的部份，會影響到使用者文獻需求時，館合申請的資料受

到侷限。 

二、是否能為滿足使用者的文獻需求，透過在 NDDS 的系統中

各館增列電子期刊的資料，提供使用者查詢及合理的文獻

傳遞申請之服務。 

辦 法：  

一、在期刊聯合目錄中，請增列各館提供具合理使用條件的電

子期刊查詢與文獻申請。 

二、在 NDDS 查詢的簡目顯示中，請加註資料類型的標示。 

三、商請協會研擬電子期刊文獻傳遞的申請辦法。 



四、在 NDDS 的首頁中，請加註電子資源申請使用規範。 

決 議： 

一、各合作館紙本期刊改訂電子期刊時，大部份館已有加註資

料類型並提供電子資源申請方式，此屬合理運用範圍，請

尚未做到的館能配合辦理。 

二、NDDS 聯合目錄加註資料類型標示與收錄年代，廠商表示

可於今年 7-8 月完成。 

三、因受限於每個圖書館與廠商約定不同，故不宜在 NDDS 上

加註電子資源使用規範。關於合理使用的定義，成大圖書

館建議只要合約未明定不可使用於館際合作便可接受申

請，提供給大家參考。 

四、關於有圖書館建議聯合目錄與 CONCERN 電子目錄做串連以

便同時檢索，將與科資中心再研究協調。 

【提案五】  

提案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 推舉本會 101 年度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1 年度會員大會由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承辦。 

玖、 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陳昭珍理事長 

案 由：近來報紙上談到學生質疑圖書館罰金問題，不知是否有法源

依據?請臺灣大學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說 明： 

臺灣大學閱覽組報告： 

一、關於罰錢爭議，律師建議可分別以罰錢與停權的成效來說

明罰錢存在的必要。 

二、比例原則尚待溝通研究，比如逾期一天罰多少錢會比較合

理。 

三、學生提到是否違憲問題，因法律規定大學是自治的組織，

可自訂一些法律條例。關於這點，本校校長已指派成立小

組處理不只是圖書館罰錢問題，還有校內各項法規及學生

權益相關問題做通盤考量，若有完整結果會再跟大家報告



與分享。 

決 議： 

一、依上述，大學可自訂一些法律條例，因此罰款不違憲；另

外比例原則應再商討。 

二、各館面臨到各種問題可轉交給臺灣大學，臺大將協助提交

學校法律小組做個統一解釋，若有任何結論，將透過館合

或其他機制把獲得的結論或實施方案公布。 

三、館合協會北部分區委員會有辦雲端的館員課程，搜集圖書

館常用法律問題，已剪輯放在館合協會網頁上，詳細可在

圖書館常用法律問題 Q&A 查詢。 

【提案二】  

提案人：林素芳（臺中榮民總醫院圖書館） 

案 由：讀者在申請館際合作時，發現申請 Ariel 文獻傳遞服務時常

有文獻品質不佳的情形。 

說 明：是否可在申請 Ariel 時，於程式上選取解析度(比如 300pdi

以上)或彩色等選項。 

決 議：館合協會預計在這兩年會針對電子資源館際合作模式做一些

檢討，彙集大家提出相關的問題加以協調與解決；另外國內

在館際合作方面也會針對電子資源做整合，希望科資中心針

對系統做升級，做更好的服務，此部份後續會積極處理。 

壹拾、 摸彩活動(略) 

(主持人：吳光明  館長) 

獎項 獎品名稱 編號 得獎者 單位 

理事長獎 iPad 44 劉玉文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館 

頭獎 Acer 雙核心小筆電 38 吳嘉雯 國立陽明大學圖書館 

二獎 NIKON 1200 萬畫素相機 190 范姜芳莉 台灣神學院圖書館 

三獎 okwap 手機 127 賴香君 南亞技術學院圖書館 

三獎 okwap 手機 76 姜祈傑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四獎 Arnold Palmer 真皮公事包 93 胡茱琪 龍華科技大學 

五獎 Hanns．G HA192A 19 吋寬螢幕 40 羅如澄 國防醫學院圖書館 

五獎 Hanns．G HA192A 19 吋寬螢幕 4 張雅婷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六獎 3M 冬被 191 張賢淑 台灣神學院圖書館 

七獎 3M 博士燈 179 郭美玲 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八獎 勁永 500G 外接式硬碟 USB3.0 121 陳麗娜 華夏技術學院 



獎項 獎品名稱 編號 得獎者 單位 

八獎 勁永 500G 外接式硬碟 USB3.0 9 梁恆正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館長 

九獎 創見 MP4 123 張毓薇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圖書館 

十獎 飛利浦 CD/USB 手提音響 45 林郁嬊 國立臺中護理專科學校 

十獎 飛利浦 CD/USB 手提音響 161 李闓如 陸軍專科學校資訊圖書中心 

十獎 飛利浦 CD/USB 手提音響 197 陳昭珍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十獎 飛利浦 CD/USB 手提音響 140 陳婉昭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十獎 飛利浦 CD/USB 手提音響 39 賴施雯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圖書館 

十一獎 MP3 175 黃秀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十二獎 美國 TEVA 運動休閒側背包 90 陳偉銘 宜蘭大學圖書館 

十二獎 美國 TEVA 運動休閒側背包 119 鄭如蓁 國立台東大學 

十二獎 美國 TEVA 運動休閒側背包 86 鄭惠珍 聖約翰科技大學圖書館 

十二獎 美國 TEVA 運動休閒側背包 177 張淑貞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圖書館 

十二獎 美國 TEVA 運動休閒側背包 72 謝瓊文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十三獎 JackWolfskin 休閒包 37 張舒婷 振興醫療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十四獎 3M WP3000 即淨效長濾水器 31 王瓊華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十五獎 EMS・腹筋ベルト按摩器 146 張月扇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十六獎 GAPBODY 保養組 133 陳三義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十七獎 電腦背包 88 黃信捷 國立空中大學圖書館 

十八獎 ELLE 皮包 157 雷衍然 明道大學承正圖書館 

十九獎 VOGUE 女仕包 84 盧巧樺 淡江大學覺生紀念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21 林安琪 國家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03 吳姿瑩 國立中興大學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10 蘇淑華 國立成功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39 吳采霞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14 李慶倫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200 賴曉琪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8 謝文真 成功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55 謝惠香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7 詹麗萍 中興大學圖書館館長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04 蔡季軒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44 李長紘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2 陳敏珍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60 陳路加 陸軍專科學校資訊圖書中心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69 張孝宣 東吳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43 林素芳 台中榮民總醫院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51 王秀梅 玄奘大學 



獎項 獎品名稱 編號 得獎者 單位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20 莊曼君 清雲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41 蔡瑜文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64 吳惠萍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獎 7-11 禮券 500 元 189 陳美倫 彰化縣議會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115 陳楊正光 空軍軍官學校資圖中心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171 莊玫理 中山科學研究院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62 李凰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100 謝靜儀 聯合大學圖書館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74 林玉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87 李雅惠 國立空中大學圖書館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131 陳淑貞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1 郭美蘭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6 沈惠英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二十一獎 國際牌吹風機 113 陳少華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二獎 舒柔珊瑚絨袖毯 143 曾桂美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17 許毓珊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05 姜義臺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74 謝珍妮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85 蘇玉琳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72 鄧名禮 中山科學研究院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26 王月蘭 南亞技術學院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62 溫河舜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圖書資料室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54 劉雅恬 元培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53 陳卉儀 長榮大學圖書館 

二十三獎 TDK 8G 隨身碟 159 謝鳳珠 資圖中心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53 林啟賢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圖書館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23 高育如 國立台中圖書館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99 徐文貞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館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101 彭莉棻 東海大學圖書館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148 鍾和瑄 致理技術學院圖書館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41 許良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166 余明興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料服

務中心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118 黃雁鈴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167 李婷媛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料服

務中心 



獎項 獎品名稱 編號 得獎者 單位 

二十四獎 nalgene 運動水壺 18 柯皓仁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副館長 

二十五獎 PQI 4G 隨身碟 181 蔡舒萍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二十五獎 PQI 4G 隨身碟 124 許德仁 東方設計學院 

二十五獎 PQI 4G 隨身碟 71 胡佳薇 東吳大學圖書館 

二十五獎 PQI 4G 隨身碟 187 黃如萍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二十五獎 PQI 4G 隨身碟 192 范程妹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良場

二十六獎 A-DATA 4G 隨身碟 35 楊佩諭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館 

二十七獎 LED 燈及風扇組+小熊鑰匙圈 67 林惠敏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 

二十七獎 LED 燈及風扇組+小熊鑰匙圈 77 張素娟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二十七獎 LED 燈及風扇組+小熊鑰匙圈 10 楊智晶 南台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二十七獎 LED 燈及風扇組+小熊鑰匙圈 201 廖曼雯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七獎 LED 燈及風扇組+小熊鑰匙圈 145 邱雲霞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八獎 多功能讀卡機 60 杜明益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二十八獎 多功能讀卡機 61 陳瑞文 行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圖書室 

二十八獎 多功能讀卡機 91 楊敏雅 國立宜蘭大學 

二十八獎 多功能讀卡機 33 洪切 臺灣省政府資料室 

二十八獎 多功能讀卡機 106 林敬發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二十九獎 真皮萬用記事本+SCOPUS 抱枕 130 吳光明 國立臺北大學圖書館 

二十九獎 真皮萬用記事本+SCOPUS 抱枕 152 張瓊書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三十獎 法國旅遊書+小熊鑰匙圈 164 沈惠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 

拾壹、閉幕式(略) 

(主持人：陳昭珍 理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