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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時間：101年3月29日－30日  

地點：東華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演講廳 

壹、 開幕式暨來賓致詞 

陳昭珍理事長: 
    親愛的吳校長、張館長、楊副校長、各位館長、各位圖書館界的同道、各位館合協

會辛苦的同仁們大家午安。 
    這禮拜一直很期待今天的來臨，平常要去外地開會，總覺得有壓力，但唯獨這次來

花蓮開這次的年會心裡覺得無限暢快，早上搭太魯閣號時候，一路上覺得非常輕鬆，這

裡就像高行健寫的書－「靈山」，讓我們在煩悶的工作之餘來到一個天堂，很期待今天

的年會以及明天的參訪行程。 
去年在大家的支持及請求之下，東華大學圖書館接下承辦今年年會，張館長在去年

便開始積極規劃行程，大家討論後希望這次年會是個別開生面的年會，藉由走出戶外踏

青，讓大家情感更緊密，合作更愉快！今年年會非常棒，感謝東華大學圖書館張璉館長

以及同仁們費盡心力安排。今天也很榮幸邀請到吳校長（前中研院吳院士）於百忙之中

蒞臨年會，現在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吳校長為我們致詞。 

吳茂昆校長： 
謝謝陳理事長，張館長、遠道而來的鄭館長、各位圖書館館長、同道、學校同仁們

大家好！ 
    今年剛到學校，張館長就和我說今天的年會，希望我能來參加，自己的人文素養要

歸功於從小在圖書館環境下薰陶長大，常常下課就往圖書館跑。隨著時代的進步，技術

的演進，網路資源垂手可得，圖書館應發揮完善的功能，協助讀者建構有效的資訊通路，

方便快速使用圖書館資源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誠品文化之成功經營也值得大家思考、

學習。前陣子請圖書館調查學生的用書習慣，發現語言類及文學類借閱率遠遠高出其他

類別，對於如何提高其他類別圖書借閱率是大家迫切解決的課題，圖書館應薦購及推廣

介紹其他類別圖書，提高師生對不同類別圖書的閱讀興趣，讓閱讀更普及化，補充其他

知識之不足。 
    本校圖書館在張館長帶領下，呈現有別以往的風貌，有不錯的閱讀環境。很高興今

年年會選在東華大學舉辦，本校是個十分吸引人的地方，校內不只風景美，還有豐富的

自然生態，明天張館長會帶大家參訪花蓮，了解生態及文化，品嚐道地的原住民風味餐，

大家盡情享受在花蓮的每一刻，預祝大會成功。  

張璉館長: 
    陳理事長、吳校長、楊副校長、各校館長、在座每位嘉賓大家午安。 

我等待這天已經等一年了，固然離今天愈近，我們工作愈繁重，責任感愈大，但是



忙得很開心。今天是個特別日子－「青年節」，讓我想到一句話－「時代考驗青年，青

年創造時代」，我們正接受時代的考驗，同時也在創造時代，記得吳校長兩個多月前曾

經告訴我們，25 年前在他的實驗室發現「高溫超導體」，雖然我不太懂物理，但我想「高

溫超導體」的意境最應該在圖書館展現，用我們高度的熱情發揮在互助合作上，大家彼

此資源共享、互相交流不一定侷限在室內，走出戶外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所以這次的

大會特地安排第二天的郊外踏青行程。 
    東華大學位於大山與大海之間，即在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二山間的花東縱谷前端，

校園內有非常多的驚喜，大陸有所謂的東北「三寶」，本校也有「三寶」，就是野兔、

環頸雉、清明草，是本校特有的自然生態。藉由明天行程的安排，大家在享受大自然的

同時，交流合作下情感更加融洽。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貳、 頒獎 

一、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之傑出貢獻人員：文惠瓊組長（台北大學圖書

館） 

二、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東華大學圖書館 

三、小型圖書館會員館際合作轉介服務館： 

各分區服務館 領獎代表 

北區－政治大學圖書館 陳瑪君小姐 

中區－東海大學圖書館 蘇秀華小姐 

南區－崑山科技大學圖書館 鄭景文組長 

東區－東華大學圖書館 張 璉館長 

四、各委員會推薦 100年度傑出表現個人與團體： 

委員會 推薦對象 領獎代表 

會務設計委員會 王怡心常務理事(臺北大學教授) 王怡心常務理事 

館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蔡惠舫教授(正修科技大學圖書

資訊處前任處長) 

王愉文館長 

蔡清隆教授(實踐大學圖書館前

任館長) 

蔡清隆教授 

館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何祖鳳館長（銘傳大學圖書館） 何祖鳳館長 

南部分區委員會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館 林榮顯館長 

東部分區委員會 臺東大學圖書館 黃美慧組長 

五、100年度 NDDS服務量排名前十二績優圖書館： 

圖書館 服務件數 領獎代表 

臺灣大學圖書館 8,323 陳雪華館長 

成功大學圖書館 6,691 郭雪蓉小姐 

國家圖書館 5,221 許惠娟小姐 



圖書館 服務件數 領獎代表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館 3,362 陳梅珠小姐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3,265 李錫智處長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 3,231 陳昭珍館長 

政治大學圖書館 3,114 陳瑪君小姐 

東華大學圖書館 3,101 張 璉館長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941 邱淑麗研究員 

成功大學圖書館醫學院分館 2,739 郭雪蓉小姐 

中興大學圖書館 2,732 林雅雯小姐 

清華大學圖書館 2,470 謝惠雯小姐 

 

參、 會務報告(略)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郭美蘭 秘書長) 

肆、選務報告  

一、投票地點：東華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演講廳 

二、投票方式：本選舉採無記名連記法，選舉方式請在勾選欄打「V」記號。應選理事

十五名，勾選一至十五名，超出或空白則視為廢票；應選監事五名，勾

選一至五名，超出或空白則視為廢票。選票上為候選人參考名單，投票

人可自行推薦本會會員代表，請在選票預留空格內，自行填入姓名及單

位。  

三、注意事項：勾選好之選票，請親自摺疊後投入票匭。塗改之選票視為廢票，投票人

不可將選票污染、毀損、遺棄或攜出投票所。 

四、選務工作人員： 
(一)第十一屆理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網管   謝順宏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副秘書長 陳敏珍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專員   張藝馨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常務監事 黃鴻珠 

 (二)第十一屆監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網管   謝順宏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副秘書長 蔡金燕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秘書   劉昫如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 理事   陳維華 



五、第十一屆理∕監事當選人  
（一）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理事當選名單 

101.3.29（以票數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陳昭珍  57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館長  

2.張 璉 49 東華大學圖書館館長  

3.楊智晶 36 南台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4.林麗娟 33 輔仁大學圖書館館長 

5.楊瑞珍 32 成功大學圖書館館長 

6.劉吉軒 31 政治大學圖書館館長 

7.黃雯玲 28 國立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館長 

8.王愉文 26 文薻外語學院圖書館館長 

9.陳維華 2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10.莊慧玲 26 清華大學圖書館館長 

11.楊永良 25 交通大學圖書館館長 

12.于 第 23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13.傅濟功 23 臺東大學圖書館館長 

14.洪世昌 22 台北市立圖書館館長 

15.林時暖 21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館館長 

（二）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理事候補名單 

101.3.29（以候補順位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王國羽 21 中正大學圖書館館長 

2.閔蓉蓉 20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3.施純福 19 高雄市立圖書館館長 

4.林榮顯 18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5.黃湫淑 18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館館長 

（三）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監事當選名單 

101.3.29（以票數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張慧銖 54 中興大學圖書館館長 

2.黃鴻珠 50 淡江大學圖書館館長 

3.陳雪華 49 臺灣大學圖書館館長 

4.曾淑賢 44 國家圖書館館長 

5.呂春嬌 41 國立臺中圖書館館長 



（四）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監事候補名單 

101.3.29（以候補順位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黃焜煌 13 逢甲大學圖書館館長 

伍、 團體合照、投票（略） 

六、 陸、專題演講（主講人：香港嶺南大學圖書館 鄭瑞瓊 館長） 

香港 8 所公立大學館際合作互助方式做得非常好，值得大家學習，各校館長每年會

開會討論合作的方式，合作從 2004 年開始至今，紙本圖書互借已高達 200 萬冊，目前

大部份館藏仍以紙本為主，購買紙本書經費減少而電子書經費逐年提高，我預估以後紙

本書會慢慢被電子書取代。方才吳校長提到如何鼓勵學生來使用圖書館資源，我覺得教

授的影響力很大，以學生做報告的方式讓學生多利用圖書館，對於教學也有幫助。 

香港電子資源逐漸普及反應在大學圖書館內，香港電視台提供師生免費自行下載節

目觀看。電子資源目前限電子期刊可透過館際合作方式取得，對於電子書是否可借用，

在美國仍然有非常多的爭議，因使用 ipad 等 3C 產品的讀者比去年增加三倍，而 10 位

學生中就有 6 位喜歡用電子書，對於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圖書館更應該協助讀者取得

電子書，以後可以考慮與書商合作模式符合讀者需求來買書，為何紙本圖書可借，電子

書不能借，因為電子書網路連線即可全世界觀看，書商為因應此問題，訂定只能觀看電

子書 26 次的限制，此限制在圖書館是不被接受的，因有違圖書館精神，為何紙本圖書

有擁有權可借無限次，但電子書卻無擁有權，租期短暫且價格昂貴，是值得大家所深思

的問題。 

大學圖書館經營理念，我認為應出版自己的東西，大學最重要還是學生作品，圖書

館應積極徵集、整理學生論文及教授著作，這些可直接反應在學校精神及成果上，圖書

館以前都在整理別人東西，買別人軟體、目錄，現在應自己做出版品，進而與系所和教

授合作共同出版，做成電子版，雖然做出版品需花費很多時間，但要真正做出自己的東

西，才是圖書館經營長久之道。 

柒、 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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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民國 100 年 5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 1000082671 號函覆准

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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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國定彈性休假日。 
決   議：此屬個案性質，可與經常往來館溝通，協調是否可在電腦系統設定上做考量。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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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經由本會民國 100 年 6 月 9 日及 10 月 28 日理監事會議討論及秘書處進行之

相關調查作業，結果顯示：因各校館合借書期限之制定考量不一，統一作業

實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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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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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 
ㄧ、依決議辦理。 
二、科資中心已將 NDDS 建置聯合目錄與 CONCERT 電子目錄之串連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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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理。 

【提案六】 
提 案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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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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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請各委員會辦理各項推廣活動加強宣導，會員館進行 Ariel 文獻傳遞服務時，

注意文獻掃描品質。 

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第十屆理監事 
案 由：101 年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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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內政部社會司作業規定辦理。 
二、101 年度工作計畫（第 16-17 頁）、收支預算表（第 21-22 頁），業經民國 101 年 2

月 6 日理監事會議討論通過，今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提

請大會確認。 
三、100 年度工作報告（第 12-15 頁）、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及現金出

納表（第 23-27 頁），業經民國 101 年 2 月 6 日理監事會議討論通過，依同辦法第

十三條規定，提請大會確認。 
四、本會 99 年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及 100

年度工作計畫、收支概算表，已獲內政部民國 100 年 5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

1000082671 號函覆准予備查。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 推舉本會 102 年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2 年度會員大會由國立中山大學圖書館承辦。 

玖、 參觀圖書館（略） 

拾、摸彩活動 

序號 獎品 姓名 單位 

1 iPad 郭美玲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館 

2 平板電腦 鄭景文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 

3 黑白雷射印表機 楊曉瞱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館 

4 創見 500 32GB高速隨身碟 林榮顯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館 

5 創見 500 32GB高速隨身碟 邱秋香 華梵大學圖書資訊處 

6 創見 500 32GB高速隨身碟 劉晨星 東華大學圖書館 



序號 獎品 姓名 單位 

7 雷射筆 簡民享 東華大學圖書館 

8 雷射筆 沈惠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圖書館 

9 滑鼠 毛再珍 國軍左營總醫院圖書館 

10 滑鼠 李寶銀 彰化縣議會 

11 聲寶電子體重計 黃宇馨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圖

書館 

12 濾水壺 陳秋燕 東華大學圖書館 

13 收藏家保鮮盒組 陸佩琪 東華大學圖書館 

14 收藏家保鮮盒組 王愉文 文藻外語學院圖書館 

15 環保除濕盒組 曾國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圖書館 

16 環保除濕盒組 王家儀 陸軍專科學校圖書館 

17 環保除濕盒組 陳梅珠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館 

18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劉昫如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19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文惠瓊 臺北大學圖書館 

20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楊麗娟 東華大學圖書館 

21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賴郁蕙 臺北大學圖書館 

22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張齊家 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圖書館 

23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林雅雯 中興大學圖書館 

24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許美惠 大漢技術學院圖書館 

25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郭美蘭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26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蔡政勳 敏惠醫護專校圖書館 

27 日本 DRETEC 造型計時器 周小萍 東華大學圖書館 

28 
【CARSCAM】RS020 720P 
HD 廣角夜視行車記錄器 

劉瓊芳 東華大學圖書館 



序號 獎品 姓名 單位 

29 
【CARSCAM】RS020 720P 
HD 廣角夜視行車記錄器 

蔡季軒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館 

30 
3M 58°博視燈 BL5100-晶
鑽黑  

黃美慧 臺東大學圖書館 

31 
3M 58°博視燈 BL5100-晶
鑽黑  

張淑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圖書館 

32 大公事包 黃雁鈴 東華大學圖書館 

33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鄭瑞瓊 香港嶺南大學圖書館 

34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李貞宜 臺北大學圖書館 

35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李婉羽 臺灣海洋大學圖書館 

36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張玉瓊 慈濟技術學院圖書館 

37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黃秀美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館 

38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黃雯玲 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 

39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謝育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圖書館 

40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張雲燕 東吳大學圖書館 

41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楊淑珍 慈濟大學圖書館 

42 
聲寶 太陽能計步器

JB-B812SL 
黃順發 慈濟大學圖書館 

43 IPOD SHUffle 陳昱佐 東華大學圖書館 

44 IPOD SHUffle 范程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圖書館 

45 康芙麗濕熱墊 黃明居 交通大學圖書館 

46 後背包 王美惠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47 後背包 楊博義 東華大學圖書館 



序號 獎品 姓名 單位 

48 後背包 陳惠萍 東華大學圖書館 

49 後背包 林啟賢 屏東基督教醫院圖書館 

50 後背包 洪玉珠 臺灣大學圖書館 

51 後背包 鄭麗寬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館 

52 後背包 沈惠英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53 後背包 曾嬿容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 

54 自行車警示燈 蘇秀華 東海大學圖書館 

55 保溫杯 沈昱如 亞東技術學院圖書館 

56 
【東昇茶行】蜜香紅茶袋

茶包禮盒 
林月秋 中原大學圖書館 

57 
【東昇茶行】蜜香紅茶袋

茶包禮盒 
金小玲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館 

58 
【東昇茶行】蜜香紅茶袋

茶包禮盒 
陳麗娜 華夏技術學院圖書館 

59 
【東昇茶行】蜜香紅茶袋

茶包禮盒 
何銘俊 東華大學圖書館 

60 
【東昇茶行】蜜香紅茶袋

茶包禮盒 
張藝馨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秘書處 

61 
【東昇茶行】濾泡式藏紅

鴛鴦咖啡 
陳維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 

62 
【東昇茶行】濾泡式藏紅

鴛鴦咖啡 
黃秀美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館 

63 
【東昇茶行】濾泡式藏紅

鴛鴦咖啡 
黃楊素珠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館 

64 
【東昇茶行】濾泡式藏紅

鴛鴦咖啡 
張仁俊 臺北大學圖書館 

65 
【東昇茶行】濾泡式藏紅

鴛鴦咖啡 
劉俐吟 東華大學圖書館 

66 花蓮特產組合 盧巧樺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館 

67 花蓮特產組合 林惠敏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 

68 花蓮特產組合 蔡清隆 實踐大學圖書館 



序號 獎品 姓名 單位 

69 花蓮特產組合 林素蓮 東華大學圖書館 

70 花蓮特產組合 陳作瑋 東華大學圖書館 

71 花蓮特產組合 林玉珠 東華大學圖書館 

72 花蓮特產組合 蔡欣婷 東華大學圖書館 

73 花蓮特產組合 姜義臺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館 

74 花蓮特產組合 陳政恒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館 

75 花蓮特產組合 林孟蓉 東華大學圖書館 

拾壹、閉幕式（略） 

(主持人：陳昭珍 理事長) 

拾貳、參訪行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