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3年 4月 11 日（星期五） 

09 時至 16時 30 分 

地    點：清華大學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數：164 個單位（含親自出席 162個

單位，委託出席 2個單位）；本

會應出席 264 會員單位 

主    席：陳理事長昭珍 

紀    錄：清華大學林美玲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4月 11日（星期五） 

地點：清華大學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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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  吳誠文  副校長致辭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致辭 

清華大學圖書館  林福仁  館長致辭 

貳、 專題演講（一）：（略） 

講題：圖書館角色重塑的實踐與思考 

（主持人：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梅瑤芳館長） 

（主講人：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  鄧景康館長） 

參、 專題演講（二）：（略） 

講題：大陸高校人文社科學術資源的協調建設與發展 

（主持人：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梅瑤芳館長） 

（主講人：北京大學圖書館  朱強館長） 

肆、 頒獎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一、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之傑出貢獻人員： 

黃貴瑛組長（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二、 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清華大學圖書館 

三、 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館： 

各分區服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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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各委員會及理監事推薦 102年度傑出表現個人與團體： 



委員會及理監事 推  薦  對  象 

東部分區委員會 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 

理    監    事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徐讚昇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黃燕勤資料管理師(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五、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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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9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5,035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4,955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2,116 

政治大學圖書館 2,038 

國家圖書館 2,002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912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652 

交通大學圖書館 1,517 

清華大學圖書館 1,449 

六、 102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  務  件  數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562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40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252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41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館資訊館 227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館 148 

七、 102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六名醫院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  務  件  數 

台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77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604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圖書館 447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圖書室 402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394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215 

八、 102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六名專門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  務  件  數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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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22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24 

九、 102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二名公共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  務  件  數 

高雄市立圖書館 176 

臺北市立圖書館 119 

十、 服務奉獻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資料引進與全文服務團隊 

伍、 選務報告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維華 常務理事） 

一、投票地點：清華大學 學習資源中心 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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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理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專員   張藝馨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網管   謝順宏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會計   安東華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常務理事 陳維華 

 (二)第十二屆監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專員   張藝馨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秘書   劉昫如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秘書長  蔡金燕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理事   閔蓉蓉 



五、第十二屆理∕監事當選人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理事當選名單 

103.4.11（以票數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陳雪華 73 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2.柯皓仁 70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3.呂春嬌 6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長  

4.宋雪芳 50 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 

5.林福仁 47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6.楊瑞珍 46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7.林麗娟 43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長 

8.劉吉軒 40 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9.楊智晶 39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10.吳錦範 38 臺東大學圖書館館長 

11.洪世昌 35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12.李錫智 34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處長 

13.袁賢銘 33 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 

14.陳雪玉 33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 

15.施純福 31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理事候補名單 

103.4.11（以候補順位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于 第 31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資長 

2.陳維華 2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3.羅燦煐 25 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 

4.閔蓉蓉 24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5.陳明柔 24 靜宜大學圖書館館長 

（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監事當選名單 

103.4.11（以票數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官大智 58 中興大學圖書館館長 

2.林志敏 45 逢甲大學圖書館館長 

3.黃振榮 42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4.曾光華 38 中正大學圖書館館長 

5.張嘉育 35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四）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監事候補名單 

103.4.11（以候補順位排序） 

姓名  票數  職稱  

1.蔡怡君 32 暨南大學圖書館館長 

 

陸、 會務報告（略）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蔡金燕 秘書長） 

柒、 團體合照（略） 

捌、 社團表演 

(清華大學口琴社、邱怡澍同學扯鈴表演) 

玖、 專題演講（三）：（略） 

講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與數位閱讀到您家」簡介 

（主持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施純福館長） 

（主講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系統資訊科  岳麗蘭科長） 

壹拾、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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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2年 7月 22日台內社字第 1020264222

號函覆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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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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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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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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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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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因 NDDS 的全國期刊聯合目錄為期刊目錄，非 Article文獻資料

的書目索引庫，於 Google Scholar查詢到 Article文獻串連到期刊

目錄並無連結到單篇全文的效果。 

壹拾壹、 提案討論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一屆理監事 

案    由：103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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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業經 102 年 1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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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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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 102年 1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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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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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度工作計畫、收支概算表，已獲內政部 102年 7月 22

日台內社字第 102026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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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4年度會員大會由高雄市立圖書館承辦。 

壹拾貳、 臨時動議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 

【提案一】 

提 案 人：胡豫湘館長（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案    由：關於理監事選舉，建議選票中候選提名人的單位屬性要標示及各

屬性的圖書館當選人數應符合選舉要點的規定；或者將選舉要項

第七項規定刪除，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監事選舉要點第七項規定：每屆理事當選 

人，國立圖書館、專業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醫院圖書館、大專院校、

學術研究及公、民營事業機構圖書館或資料單位各不得少於一人。 

二、依上述規定來看本屆理監事選舉過程和結果，今年選票上候選人名單的

單位屬性主要為大學圖書館，選舉結果也並未完全符合上述規定，建議

大會候選人名單的單位屬性應符合此一規定，抑或是將第七項規定予以

刪除。 

決    議：選舉要點第七項規定予以保留。明年選舉前會先徴詢各類型圖書

館，擔任候選人的意願，並儘可能注意候選人名單及選舉結果的

單位屬性是否落實館協選舉要點的規定。 

【提案二】 

提 案 人：林秋月組員（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案    由：Windows XP 軟體今年 4月以後就不再更新維護，請問是否 

有單位將 Ariel系統成功的灌入 Windowns 7中？ 

決    議：Windows XP 軟體雖已不再更新維護，但在電腦中的軟體目前仍

可提供服務無礙。 



壹拾參、 茶敍暨摸彩活動 

（摸彩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昭珍  理事長、清華大學圖書館   

林福仁  館長、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蔡金燕 秘書長) 

獎項 獎品名稱 編號 得獎者 單位 

理事長獎 Wifi 版 iPad Air 32G 142 黃宇馨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館協獎 01 Wifi 版 iPad Air 32G 122 謝靜儀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 

館協獎 02 Wifi 版 iPad Air 32G 27 朱保華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館協獎 03 Wifi 版 iPad Air 32G 199 林政錦 致理技術學院圖書館 

館協獎 04 Wifi 版 iPad Air 32G 40 吳昀凌 國家圖書館 

館協獎 05 Wifi 版 iPad Air 32G 34 王濟蓓 元智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 

普獎 01 無線滑鼠 50 林梅葭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普獎 02 無線滑鼠 113 張淑娟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普獎 03 無線滑鼠 133 劉玉文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普獎 04 無線滑鼠 51 周倩如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普獎 05 無線滑鼠 45 吳秀峰 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 

普獎 06 無線滑鼠 154 徐志忠 國防大學圖書館 

普獎 07 無線滑鼠 10 洪妃 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 

普獎 08 無線滑鼠 4 侯靜宜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普獎 01 精美記事本 21 徐欣儀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普獎 02 精美記事本 139 劉慈心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普獎 03 精美記事本 161 溫河舜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普獎 04 精美記事本 189 郭美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普獎 05 精美記事本 43 向永煇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普獎 06 精美記事本 17 張玉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書館 

普獎 07 精美記事本 148 黃如萍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普獎 08 精美記事本 150 潘欣泰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 

壹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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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