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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1月 18 日（週二）14：0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正大樓五樓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研討室 A 

主席：柯皓仁 理事長 

出席人員：于 第理事、呂春嬌常務理事、李錫智理事、林志敏常務監事、林福仁理事、林

麗娟理事、洪世昌理事、袁賢銘理事、張嘉育監事、陳雪玉理事、陳雪華理事、

陳維華理事、曾光華監事、黃振榮監事、楊瑞珍理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請假人員：宋雪芳常務理事、官大智監事、施純福理事、楊智晶常務理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吳惠萍組員（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李愛文秘書、李慧純小姐、林麗雲副館長（中

正大學圖書館）、張慈玲副秘書長、張藝馨會計、陳恆毅網管、劉芷寧課員（臺北

市立圖書館）、蔡金燕秘書長、簡素真組長（成功大學圖書館）（依姓氏筆畫排序） 

記  錄：蔡欣如專員 

壹、 主席報告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將於 104年 5月 28日（四）假高雄市立圖書館召開，感謝高雄

市立圖書館承辦此次大會，同時，高雄市立圖書館李慧純小姐亦親自出席本次會議，說明大

會計畫草案等內容。 

本會承接國家圖書館「書香社區民眾認證機制及網站」專案，將於會後召開座談會。 

貳、 會務報告 

一、 103年度常年會費繳交，秘書處已於 103年 10月 8日發函至相關會員單位提醒繳費，

截至 10月，本會共有 454個會員單位，已有 348個會員單位完成繳費。 

二、 財務報告 

（一）為辦理及執行本會 103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103 年度本會概算編列經費收入為

1,903,000 元，支出經費為 1,803,000 元，結餘 100,000 元。 

（二）本會今（103）年度截至 10 月份，經費執行率已達 87％。 

三、 本會於 9 月 30 日投標國家圖書館「書香社區民眾認證機制及網站」專案，並於 10 月

9日訂立契約，執行期間自 103年 10月至 12月 20日止。 

四、 本會為順應時代潮流，於 facebook 上創立一社團「館合新視界(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Insight)」（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02061256611299/?fref=ts），提供館際間彼此分享與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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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追蹤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
編號 

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秘書處 
敬請 同意本會第十二屆秘書

處會務人員之聘任。 
照案通過。 

秘書處已於 103 年 8 月 13 日發函提

報內政部備查。 

2 
國家 
圖書館 

為推動兩岸公共圖書館事業發

展及合作之大業，向本會申請補

助 3 人赴大陸參加「兩岸公共圖

書館事業發展聯展與論壇」指導

之交流費用計九萬元。 

擬 補 助 六

萬元整。 
依決議辦理。 

3 
吳錦範
理事 

第十二屆理事當選人吳錦範館

長請辭案。 
照案通過。 

秘書處已於 103 年 8 月 13 日發函提

報內政部備查。 

4  
洪世昌
理事 

會計帳之收支決算表內容名稱

變更。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會員單位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提請撤銷其單位會員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提請撤銷單位會員如下： 

1.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於 103 年 7月 31 日來函表示，該單位隸屬於「中山科

學研究院」，而「中山科學研究院」已為本會會員，故提請撤銷中山科學研究院航

空研究所之會員資料。 

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於 103 年 10月 14日來函表示，該單

位館際合作使用率極低，故提請撤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之會員資料。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於 103年 10月 14日來函表示，該單位因故而

提請撤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之會員資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第十二屆理事當選人劉吉軒館長請辭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劉吉軒教授於 103年 10月 30日提出辭卸說明書，提請辭

卸第十二屆理事一職。 

（二）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二十七條「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出缺時，應以

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擬請候補理事陳維華館長擔任理事一職。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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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關於本會理監事參與會議方式，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一條：「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等規定，需達一定親自出席人數始具效力。 

（二）由於現今網路通訊技術多元，可透過線上或通訊會議方式徵詢或表達意見，加以本

會董事分布全國各縣市，聚集召開會議不易，倘未來本會理監事因故無法親自出

席，能以通訊或書面方式對提案內容表示意見者，擬於該次會議紀錄併附其意見，

視同親自出席。 

決 議：照案通過；惟選舉等相關重大事項，仍以親自出席為主。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各委員會 103 年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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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3年 11月 26日「圖書館必要之法：數位資源服務及管理政策制定之法律講座」 

（中部分區委員會、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2. 103年 12月 12日「雲端時代的圖書館合作」研討會（東部分區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案 由：Elsevier SDOS 臺灣鏡射站建置計畫經費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SDOS 服務為 Elsevier出版社之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自 88年起正式提供 SDOS 臺

灣鏡射站資料庫查詢服務，由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負責管理維護。因系統老舊且已

不符現時需求，需進行系統更新。本案為此，擬針對現行平台狀況、更新資料處理

與各合作館對系統的期許與需求，提出改善建議，並做為系統重新建置之基礎，為

此向本會申請補助 50%經費，共計 33,000元。 

決 議：照案通過；列入 104年度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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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高雄市立圖書館 

案 由：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籌備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明（104）年度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由高雄市立圖書館承辦，相關計畫草案已擬

定完成，提請討論並敬請 提供建議。 

（二）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籌備委員會名單，提請討論。 

（三）依據協會往年作業方式，會員大會籌備委員會由本會理事長擔任主任委員，副理事

長擔任副主任委員，與各理監事共同組成。 

決 議： 

（一）建議此次大會日期提前並更改為週五。 

（二）建議此次大會之預算項目刪除交通費(接駁遊覽車)、手冊印製費、團體照沖印費；餐

點費用需再調整、講師交通費及住宿費僅補助講師，不包含隨行人員。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受獎名單產生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往年受獎名單產生方式包括： 

1. 由各委員會推薦前一年度積極促進館際合作活動者（圖書館或個人），名額為 1至 2

名，推薦名單不限於委員會之委員或各分區所屬圖書館。 

2. 由秘書處建議有功於本會業務推動之單位。 

（二）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受獎名單之推薦原則是否依循往例，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人：林福仁理事 

案 由：NDDS 系統使用時遭遇的困難解決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各館在使用 NDDS 系統時，無法預期可取得資料的時間，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決 議：請柯理事長向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轉達會員之意見。 

臨時提案二 提案人：陳維華理事 

案 由：調查協會各部分區所屬範圍之館際合作聯盟及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全國成立的聯盟甚多，為避免資源的重複及浪費，請協會各部分區協助調查。 

決 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