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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科服務研討會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5月 23日（星期四） 

地點：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大樓 11樓國際會議廳 

壹、 開幕式暨來賓致辭（略）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開幕式表演：The Bow 樂團 

中山大學  楊弘敦  校長致辭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致辭 

中山大學圖資處  李錫智  處長致辭 

貳、 專題演講（一）：（略） 

講題：The Academic Services of Subject Librarian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主講人：Dr. Ravindra N. Sharma, Dean of the Library at Monmouth 

University） 

參、 專題演講（二）：（略） 

講題：廣州中山大學館際合作的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李錫智 處長） 

（主講人：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程煥文  館長） 

肆、 中山大學余光中特藏室參觀（略） 

伍、 團體合照（略） 

陸、 頒獎（略）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一、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之傑出貢獻人員：楊麗娟組長（東華大學

圖書館） 

二、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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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鳳蓮小姐 

中區－東海大學圖書館 彭莉棻組長 



南區－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陳國泰副館長 

東區－東華大學圖書館 楊麗娟組長 

四、各委員會及理監事推薦 101年度傑出表現個人與團體： 

委員會及理監事 推薦對象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王愉文館長(文藻外語學

院圖書館) 

宋綺年小姐 

康春枝主任(育英醫專圖

書館前任主任) 

楊智晶館長 

黃鴻珠教授(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 

無 

南部分區委員會 
林榮顯館長(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圖書館) 

林昭文組長 

東部分區委員會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張鳳琪小姐 

理監事 

石美玉研究員(國研院科

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石美玉研究員 

邱淑麗研究員(國研院科

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邱淑麗研究員 

五、101 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十名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9,407 張素娟編纂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8,425 蘇淑華組長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4,508 侯靜宜小姐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3,195 邱昭鳳小姐 

中正大學圖書館 2,879 郭維華小姐 

國家圖書館 2,575 吳昀凌小姐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2,387 姜義臺組長 

政治大學圖書館 2,322 孫鳳蓮小姐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307 杜依倩小姐 

中興大學圖書館 1,853 林雅雯小姐 

六、101 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三名技專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693 梅瑤芳館長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409 吳惠萍小姐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242 林雅怡組長 

七、101 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三名醫院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台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956 胡豫湘館長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圖書室 714 陳瑞文副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584 無 

八、 101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三名專門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574 邱淑麗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363 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

書館 

337 無 

九、NDDS 服務奉獻單位：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臺北市立圖書館 

柒、 會務報告（略）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蔡金燕 秘書長） 

捌、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楊永良 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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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1 年 6月 27日台內社字第 1010233077號函覆

准予備查。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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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會員大會由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承辦。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玖、 提案討論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楊永良 副理事長）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第十一屆理監事 

案  由：102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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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提案人：高雄榮民總醫院 

案  由：館際合作服務提供之期刊論文等文獻資料申請，目前因著作權規範而無

法提供電子檔予申請者，然而，若申請人將紙本資料提供他人閱讀，亦

無法避免違反著作權規範，因此，期刊論文等文獻資料是否可改以電子

檔形式提供，提請 討論。 

決  議：應遵照著作權法之規範執行相關服務的提供。 

【提案三】 

提案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 推舉本會 103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3 年度會員大會由清華大學圖書館承辦。 

壹拾、 臨時動議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楊永良 副理事長） 

【提案一】 

提案人：柳淑芳小姐（臺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 

案  由：影印收費標準之依據為何？是否有統一標準？ 

決  議：依各館規定自訂收費標準。 

【提案二】 

提案人：吳錦範館長（臺東大學圖書館） 

案  由：NDDS 系統上有各館的館藏目錄，可否與 google scholar結合？ 

決  議：國內資源的整合需各館的共同努力，請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代表轉達中心技術人員評估是否可行。 

  



壹拾壹、 茶敍暨摸彩活動 

（主持人：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李錫智 處長） 

獎項 獎品名稱 編號 得獎者 單位 

理事長獎 iPad Mini 101 張齊家 嘉義大學 

李處長獎 ACER 雙核心平板電腦 80 邱淑麗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中山大學

特別獎 
超 Pad 97 李毓偉 新北市立圖書館 

003 獎 相機 50 彭莉棻 東海大學圖書館 

004 獎 OZAKI平台電腦保護套 31 蘇淑華 成功大學圖書館 

005 獎 MOSHI手機保護套 x 2 128 陳雪玉 臺灣圖書館 

006 獎 花茶杯 116 張曉倩 臺東大學 

007 獎 花茶杯 133 程煥文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008 獎 花茶杯 76 林昭文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009 獎 花茶杯 148 黃貴瑛 中山大學圖資處 

010 獎 花茶杯 19 安東華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011 獎 花茶杯 38 劉秀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 

012 獎 花茶杯 100 蕭博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013 獎 花茶杯 110 胡豫湘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014 獎 花茶杯 4 賴俐位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015 獎 花茶杯 55 郭美玲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016 獎 花茶杯 82 王佳莉 國家教育研究院 

017 獎 花茶杯 52 蔡碧鳳 林業試驗所圖書館 

018 獎 花茶杯 24 黃湘屏 公共資訊圖書館 

019 獎 花茶杯 67 黃秀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020 獎 花茶杯 119 姜祈傑 臺灣大學圖書館 

021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129 楊雅勛 臺灣藝術大學 

022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64 黃惠珍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023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70 林玟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025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30 蔡淑琴 交通大學圖書館 

026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7 楊曉曄 中央警察大學 

027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159 顏玉信 中山大學圖資處 

028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5 黃宇馨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029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103 蔡玉雲 實踐大學 



030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131 曾苓莉 輔仁大學圖書館 

031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2 陳素蘭 中央大學 

032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35 陳盈佑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033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169 郭畊甫 中山大學圖資處 

034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44 李金娟 阮綜合醫院圖書室 

035 獎 米奇米妮便當盒 79 石美玉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036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36 蔡筱青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037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22 梅瑤芳 臺灣科技大學 

038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47 李錫智 中山大學圖資處 

039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06 蘇美如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040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46 廖淑真 亞洲大學圖書館 

041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29 楊永良 交通大學圖書館 

042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59 王雅怡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043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37 范程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044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17 林秋吟 臺南大學圖書館 

045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25 杜依倩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046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36 張淑貞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047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75 陳禛芳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048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45 沈昱如 亞東技術學院 

049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135 倪莉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050 獎 蝶之舞 6 入密封扣保鮮盒 3 侯靜宜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051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51 楊麗娟 東華大學圖書館 

053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10 徐瑟芬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054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134 周純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055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71 黃馨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056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27 賴輝銘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057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57 吳岱蓂 南榮技術學院 

058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8 郭維華 中正大學圖書館 

059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144 許鎦響 嶺東科技大學 

060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39 吳佳欣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061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11 何宜臻 中國生產力中心 

062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108 丁素宜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063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91 李曉竺 華夏技術學院 

064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132 呂雅慧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 



065 獎 米妮 3入保鮮盒 63 吳秀美 致理技術學院圖書館 

066 獎 米奇米妮冷水壺 124 賴岳貞 臺灣美術館 

067 獎 米奇米妮冷水壺 156 蘇珠花 中山大學圖資處 

068 獎 米奇米妮冷水壺 56 陳卉儀 長榮大學圖書館 

069 獎 米奇米妮冷水壺 34 潘雅敏 竹山秀傳醫院 

070 獎 米奇米妮冷水壺 165 洪秋雅 中山大學圖資處 

072 獎 筆 20 謝順宏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073 獎 筆 23 林雅雯 中興大學圖書館 

074 獎 筆 12 蔡一鳴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技術資訊組 

075 獎 筆 105 李寶銀 彰化縣議會 

076 獎 筆 89 陳新蓉 逢甲大學圖書館 

077 獎 筆 21 黃寶芬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078 獎 筆 157 黃文俊 中山大學圖資處 

079 獎 筆 109 吳惠萍 臺北科技大學 

080 獎 筆 149 王美惠 中山大學圖資處 

081 獎 筆 60 陳淑芳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082 獎 筆 77 劉斾辰 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 

083 獎 筆 120 柳淑芳 臺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 

084 獎 筆 85 蔡政勳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086 獎 多頭電源轉換器 48 黃雯琪 東吳大學圖書館 

089 獎 便利貼組 130 蔡國晢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90 獎 便利貼組 154 王鈺蕙 中山大學圖資處 

091 獎 便利貼組 151 孫繡紋 中山大學圖資處 

092 獎 便利貼組 6 江政哲 中央研究院天文所 

093 獎 便利貼組 15 張 璉 東華大學 

094 獎 便利貼組 73 黃偉慈 高雄榮民總醫院 

096 獎 便利貼組 102 鄭毓霖 嘉義大學圖書館 

097 獎 便利貼組 166 廖美貞 中山大學圖資處 

098 獎 便利貼組 104 鍾錦雲 彰化師範大學 

099 獎 便利貼組 53 謝育慈 林業試驗所圖書館 

100 獎 便利貼組 118 張素娟 臺灣大學圖書館 

101 獎 便利貼組 62 孫鳳蓮 政治大學圖書館 

102 獎 便利貼組 140 林利真 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 

103 獎 便利貼組 13 王秀錦 中華汽車 



104 獎 便利貼組 111 蔣臺華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05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38 王蕾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106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 林月秋 中原大學圖書館 

107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58 楊智晶 南臺科技大學 

108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4 張懿人 雲林科技大學 

109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 Ravindra Sharma Monmouth University Library 

110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33 林靖恩 朱銘美術館資料中心 

112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6 周家瑋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館 

113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3 王慧恆 陽明大學圖書館 

114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37 王靜芬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116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9 鄭惠珍 聖約翰科技大學 

117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58 邱昭鳳 中山大學圖資處 

119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47 張艷妃 東方設計學院圖書資訊處 

121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68 陳立明 中山大學圖資處 

122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43 姜義臺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23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40 司昀璟 行政院衛生署臺中醫院 

124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07 張瓊書 臺中科技大學 

125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14 吳錦範 臺東大學 

126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63 丁燕琴 中山大學圖資處 

127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83 吳昀凌 國家圖書館 

128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72 唐湘君 高雄市立圖書館 

129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13 陳姿滿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30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5 劉俊廷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館 

131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4 陳昭珍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32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49 賴秋惠 東吳大學圖書館 

133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68 劉莉娟 馬偕醫學院圖書館 

134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86 張素蓉 淡江大學圖書館 

135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66 劉志銘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137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8 楊淑婷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38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41 陳瑞文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圖書室 

139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65 謝珍妮 核能研究所圖書館 

140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7 劉昫如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41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8 張藝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42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25 宋綺年 文藻外語學院 



143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53 吳孟純 中山大學圖資處 

144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42 沈高溢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145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23 林蘭惠 臺灣科技大學 

146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92 高俊君 華梵大學圖資處 

147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26 陳慧菁 弘光科技大學 

148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41 陳兆平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49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67 黃信憲 中山大學圖資處 

151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78 劉文琪 國防部軍備局 203廠 

152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21 温河舜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54 獎 電子書授權契約就該這樣簽 161 董姵希 中山大學圖資處 

壹拾貳、 閉幕式（略）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