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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暨 

各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3年 3 月 14日（週五）上午 10：00 

二、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8樓會議室 

三、主  席：陳昭珍  理事長 

四、出席人員：于第理事、李錫智主任委員、林時暖理事、林麗娟常務理事、洪世昌常務理事、吳錦

範主任委員、莊慧玲理事、陳雪華常務監事、陳維華常務理事、閔蓉蓉理事、楊智晶

理事、劉吉軒理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五、請假人員：王愉文理事、王國羽理事、呂春嬌監事、陳格理主任委員、張慧銖監事、施純福理事、

曾淑賢監事、黃鴻珠監事、黃振榮主任委員、楊瑞珍理事、楊永良副理事長 

六、列席人員：陳國泰副館長（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余純惠組長（清華大學圖書館）、楊麗娟

組長（東華大學圖書館）、蘇淑華組長（成功大學圖書館）、蔡金燕秘書長、劉昫如秘

書、安東華會計、謝順宏網管 

七、紀  錄：張藝馨專員 

壹、主席報告（略） 

貳、會務報告（略） 

參、追蹤會議提案執行情形 

一、上次理監事會議（102 年 12月 24日）提案執行情形 

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1 秘書處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提請
撤銷其單位會員資料，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秘書處已於 103年 1月
28日發函通知，撤銷其
單位會員資格。 

2 秘書處 

第十一屆理事當選人張璉
教授請辭案，提請 討
論。 

照案通過。 秘書處已於 103年 2月
27 日發函提報內政
部，並於 103年 3月 12

日取得內政部之函覆
備查。 

3 秘書處 

本屆陳昭珍理事長申請加

入本協會為個人會員乙
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4 秘書處 

各委員會 102 年度下半年
度及 103 年上半年度活動
經費申請，提請討論。 

請會務設計委員會依本會經費動支
準則修正經費申請表，並建議加入平
衡計分卡、excel 公式、樞紐分析等
統計業務必需之內容於教育訓練。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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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5 
清華大學
圖書館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籌備事項提請討論。 

專題演講主題除館際合作外，建議加
入圖書館跨界合作議題。 

依決議辦理。 

6 秘書處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受獎名單產生方式，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秘書處於 103年 2月 14

日以電子郵件請各委
員會提交第十二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受獎推
薦名單，並於此次會議
提案討論。 

7 于第理事 

擬修正「各委員會活動經
費動支準則」第三條文第

二項第三點，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備查） 

二、擬提本會今(103)年度會員大會報告之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02年 5月 23日)提案執行情形 

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1 
本會第十一
屆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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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2年 7月 22日台內社
字第 10202642222號函
覆准予備查。 

2 
高雄榮民總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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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遵照著作權法之規範執行相關
服務的提供。 

依決議辦理，並請各分
區委員會於委員會議
時推動各會員館使用
Ariel 系統傳遞館際合
作資料，以增加時效及
節省郵資。 

3 本會秘書處 
敬請 推舉本會 103 年度
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103 年度會員大會由清華大學圖
書館承辦。 

依決議辦理。 

4 

柳淑芳小姐
（臺灣中油
公司煉製事
業部） 

影印收費標準之依據為
何？是否有統一標準？ 

依各館規定自訂收費標準。 依決議辦理。 

5 

吳錦範館長
（臺東大學
圖書館） 

NDDS 系統上有各館的館
藏目錄，可否與 Google 

Scholar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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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Google Scholar之
圖書館連結計畫，需要
連結解析器(如: Real 的

SFX)，而全國期刊聯合
目錄的串連已存在國
內各大圖書館的 SFX

上，包括 Real，因此不
需由全國期刊聯合目
錄去建立連結解析器
來參與 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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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之連結。 

（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提請撤銷其單位會員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臺北市立大學於 103 年 1 月 10 日以電子郵件來信表示，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更名為臺北市

立大學，並與原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合併，故提請撤銷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之會員資料。【參見

p.15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成功大學圖書館 

案  由：擬請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行文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請求協助上載 2008-2010年 SDOS

之缺期期刊，以利 SDOS 期刊資料庫內容之完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Elsevier 2008-2010 年紙本期刊典藏計畫遲遲無法結案，經 Elsevier公司比對 SDOS 之後，

粗估缺漏期數約 4,800期。 

（二）Elsevier 公司願提供期刊 raw data 予中研院上載至 SDOS 期刊資料庫，唯須中華圖書資

訊館際合作協會行文至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請求協助。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南部分區委員會 103年上半年度活動經費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計劃申請活動經費之委員會活動如下： 

103年 5月 2日「新科技與圖書館創新服務」研討會 

（二）檢附本會經費動支準則【參見 p.16 附件 4】及南部分區委員會活動經費申請表【參見

p.17-19附件 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提請確認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受獎名單。 

說 明： 

（一）秘書處於 103 年 2 月 14 日以電子郵件建請本會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 102 年度館際合

作業務傑出表現者【參見 p.20 附件 6】： 

委員會 推薦對象 上屆推薦對象 

會務設計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無推薦名單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王愉文館長、康春枝主任、黃鴻珠教授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無推薦名單 無推薦名單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無推薦名單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無推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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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分區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無推薦名單 

中部分區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無推薦名單 

南部分區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林榮顯館長 

東部分區委員會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圖書館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第十一屆理監事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石美玉研究員、邱淑麗研究員 

（二）秘書處建議之致謝單位∕人員：  

1.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館： 

北區：政治大學圖書館 

中區：東海大學圖書館 

南區：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東區：東華大學圖書館 

2.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清華大學圖書館 

3.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黃貴瑛組長（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三）102年 NDDS 服務件數排行前十名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8,659 國家圖書館 2,002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5,03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91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4,955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652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116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1,517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2,038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1,449 

102年 NDDS 服務件數排行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56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4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252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4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22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館 148 

102年 NDDS 服務件數排行前六名醫院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773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圖書館 604 

大林慈濟醫院圖書館 447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圖書室 402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394 

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圖書館 215 

102年 NDDS 服務件數排行前六名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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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45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233 

中山科學研究院圖書館 22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室 220 

《未含排名第一之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5,035件)》 

102年 NDDS 服務件數排行前三名專門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高雄市立圖書館 17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24 

臺北市立圖書館 119 

《未含排名第一的國家圖書館(2,002件)》 

決 議： 

（一）依照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提供之館合服務件數名單予以頒獎。 

（二）建議增加頒發服務成長獎，表揚前一年度服務件數成長較多之單位。 

提案五                             提案單位：清華大學圖書館 

案 由：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今（103）年度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清華大學圖書館承辦，相關計畫草案已依 102 年

12月 24日理監事會議決議修改，提請討論並敬請 提供建議。【參見 p.21-26 附件 7】 

決 議： 

（一）建議精簡非必要之經費，如：照片沖印費等。 

（二）建議清華大學圖書館加強宣傳，邀請館合各會員單位共襄盛舉。 

提案六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第十二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監事選舉要點」。【參見 p.27附件 8】 

（二）謹檢附第十二屆理監事候選參考名單。【參見 p.28-29 附件 9】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