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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5月 29 日（星期五） 

09 時至 16時 30 分 

地    點：高雄市立圖書館八樓際會廳 

出席人數：161 個單位（含親自出席 160個單

位，委託出席 1個單位）；本會應

出席 239 會員單位 

主    席：柯皓仁理事長 

記    錄：高雄市立圖書館謝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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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5月 29 日（星期五） 

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八樓際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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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皓仁  理事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 理事長致辭 

高雄市立圖書館 潘政儀 館長致辭 

貳、專題演講（一）：（略） 

講題：Transactions to Experiences; Access to Engagement: The Changing Work of 

Librarians and Libraries in the U.S.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 理事長） 

（主講人：西雅圖公共圖書館 Marcellus Turner 館長） 

參、專題演講（二）：（略） 

講題：臺北榮總圖書館機構典藏與榮民合作網簡介 

（主持人：交通大學圖書館 袁賢銘 館長） 

（主講人：臺北榮總醫學圖書館 胡豫湘 館長） 

肆、專題演講（三）：（略） 

講題：雲端時代下之館際合作服務-以臺灣聯合大學為例 

（主持人：交通大學圖書館 袁賢銘 館長） 

（主講人：交通大學圖書館 黃明居 副館長） 

伍、團體合照（略） 

陸、頒獎 

（頒獎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 理事長、 

高雄市立圖書館 潘政儀 館長） 

一、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余純惠組長（清華大學圖書館） 

二、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高雄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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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館： 

各分區服務館 

北部分區：陽明大學圖書館 

中部分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南部分區：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東部分區：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四、各委員會推薦 103年度傑出表現個人與團體： 

委員會 推  薦  對  象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楊智晶 館長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逢甲大學圖書館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臺灣大學圖書館 陳雪華 館長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 閔蓉蓉 館長 

北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東吳大學圖書館 

中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東海大學圖書館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林時暖 館長 

東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五、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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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5,207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5,153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817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740 

政治大學圖書館 1,688 

清華大學圖書館 1,500 

國家圖書館 1,488 

中正大學圖書館 1,484 

交通大學圖書館 1,417 

六、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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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06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43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222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167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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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3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六名醫院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  務  件  數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87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620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373 

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344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339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208 

八、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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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36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342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圖書館 28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21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87 

九、103年度 NDDS 服務件數前二名公共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  務  件  數 

臺北市立圖書館 112 

國立臺灣圖書館 110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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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第十二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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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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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3年 6月 23日臺內團字第 103018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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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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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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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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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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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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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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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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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皓仁 理事長）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二屆理監事 

案    由：104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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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社會司作業規定辦理。 

二、104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業經 104年 3月 12 日第十二屆

第四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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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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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3月 12 日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討論通

過，依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提請大會確認。 

四、本會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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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工作計畫、收支概算表，已獲內政部 103

年 6 月 23日臺內團字第 1030185131 號函覆准予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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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 推舉本會 105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5 年度會員大會由臺灣大學圖書館承辦。 

【提案三】 

提 案 人：中興大學圖書館 

案    由：館際合作圖書借閱到期日問題。 

說    明：本校讀者反應館際合作圖書借閱到期日，如到期日適逢國定假日

（春節、紀念日及節日），可否順延至次一個上班日。 

建議辦法：各合作會員館可否統一做法，提請本次會議討論。 

決    議：請本會秘書處詢問各館意願後再做討論。 

【提案四】 

提 案 人：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案    由：本校讀者建議館合系統增加借書提醒功能。 

說    明：建議館合系統增加館合借書快到還書日期時系統能發送通知提醒

函給讀者。 

建議辦法：請列入系統改善時程。 

決    議：請本會秘書處轉達給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列

入系統改善計畫。 

壹拾、臨時動議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 理事長） 

【臨時提案一】 

提 案 人：江政哲館員（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案    由：提請修訂本會章程第一章第四條。 

章程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第一章 第四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

組織區域，主管機關為內

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

組織區域，主管機關為內

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教育部、科技部。 

說    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於 103年 3月改制為「科技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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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提 案 人：柳淑芳館員（臺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 

案    由：確認館合的收費是統一1張2元嗎？  

決    議：非所有會員單位統一，乃尊重各會員單位的規定。 

壹拾壹、摸彩活動 

（摸彩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柯皓仁理事長、高雄市立圖書館張菁玲副

館長、于第理事、李錫智理事、林志敏常務監事、林時暖館長、林福

仁理事、林麗娟理事、袁賢銘理事、陳國泰副館長、閔蓉蓉理事、黃

明居副館長） 

獎項 獎品名稱 得獎者 單位 

理事長獎 平板電腦 蔡欣如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市圖獎 01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陳美桂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02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詹蕙華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03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楊雅勛 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04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蔣台華 臺北榮總圖書館 

市圖獎 05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李曉竺 華夏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06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張玉貞 海洋大學圖資處 

市圖獎 07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林玫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市圖獎 08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蔡美惠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資館 

市圖獎 09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曾璸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總務室 

市圖獎 10 新格牌隨行杯果汁機 郭雪蓉 成功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11 聲寶牌泡腳機 廖淑真  亞洲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12 聲寶牌泡腳機 蘇榆鈞  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13 聲寶牌泡腳機 李依蓮 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14 聲寶牌泡腳機 吳惠萍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15 聲寶牌泡腳機 劉文琪 國防部軍備局第 205 廠 

市圖獎 16 膳魔師隨行杯組 林靖恩 朱銘美術館資料中心 

市圖獎 17 膳魔師隨行杯組 陳春心 義守大學圖資處 

市圖獎 18 膳魔師隨行杯組 陳麗香 樹德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19 膳魔師隨行杯組 崔璐璐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市圖獎 20 膳魔師隨行杯組 張藝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市圖獎 21 膳魔師隨行杯組 許櫂埕 法鼓文理學院圖書館 

市圖獎 22 膳魔師隨行杯組 林國漳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市圖獎 23 膳魔師隨行杯組 林時暖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館長 

市圖獎 24 膳魔師隨行杯組 蘇秀華 東海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25 膳魔師隨行杯組 周倩如 陽明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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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獎品名稱 得獎者 單位 

市圖獎 26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于 第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資長 

市圖獎 27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黃文玉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市圖獎 28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劉莉娟 馬偕醫學院圖書館  

市圖獎 29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龔雅萍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圖書館  

市圖獎 30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黃秀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市圖獎 31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邱蘭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市圖獎 32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張家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33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林戊己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市圖獎 34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何雅婷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市圖獎 35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 朱保華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市圖獎 36 行動電源 高俊君  華梵大學圖書資訊處 

市圖獎 37 行動電源 郭美玲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市圖獎 38 行動電源 陳禛芳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39 行動電源 黃如萍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市圖獎 40 行動電源 蔡舒萍  國家衛生研究院  

市圖獎 41 行動電源 陳建翰  臺灣大學圖書館圖書館 

市圖獎 42 行動電源 林仲甫  臺南藝術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43 行動電源 陳恒毅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市圖獎 44 行動電源 林上資 臺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市圖獎 45 行動電源 徐瓏瑜 高雄長庚醫院 

市圖獎 46 聲寶牌咖啡機 陳國泰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副館長 

市圖獎 47 聲寶牌咖啡機 閔蓉蓉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市圖獎 48 聲寶牌咖啡機 張琳雅 工業技術研究院 

市圖獎 49 聲寶牌咖啡機 林福仁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市圖獎 50 聲寶牌咖啡機 鄭如蓁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市圖獎 51 聲寶牌咖啡機 李寶銀 彰化縣議會 

市圖獎 52 聲寶牌咖啡機 鄒靜芬 中興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53 聲寶牌咖啡機 胡智鈞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市圖獎 54 聲寶牌咖啡機 丁素宜 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55 聲寶牌咖啡機 邵婉卿 國家教育研究院 

市圖獎 56 呷百二餅乾禮盒 翁郁婷 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57 呷百二餅乾禮盒 余純惠 清華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58 呷百二餅乾禮盒 張淑娟 交通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59 呷百二餅乾禮盒 張艷妃 東方設計學院圖書資訊處  

市圖獎 60 呷百二餅乾禮盒 李湘君 生達化學製藥股有限公司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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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獎品名稱 得獎者 單位 

市圖獎 61 呷百二餅乾禮盒 陳寶玉 高雄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 

市圖獎 62 呷百二餅乾禮盒 連美玲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市圖獎 63 呷百二餅乾禮盒 姜義臺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市圖獎 64 呷百二餅乾禮盒 蔡淑真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65 呷百二餅乾禮盒 鄭麗寬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市圖獎 66 吳寶春麵包 劉芷寧 臺北市立圖書館 

市圖獎 67 吳寶春麵包 吳奕祥 國立臺灣圖書館 

市圖獎 68 吳寶春麵包 陳雅嵐 高雄醫學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69 吳寶春麵包 王隆運 中正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70 吳寶春麵包 邱培源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71 吳寶春麵包 溫河舜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市圖獎 72 吳寶春麵包 鄭伊婷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市圖獎 73 吳寶春麵包 陳智泓 輔仁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74 吳寶春麵包 趙玉華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75 吳寶春麵包 邱淑瑛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市圖獎 76 尚朋堂電烤箱 林麗娟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長 

市圖獎 77 尚朋堂電烤箱 徐文貞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78 尚朋堂電烤箱 楊盈慈 臺灣大學圖書館  

市圖獎 79 尚朋堂電烤箱 胡豫湘 臺北榮總醫學圖書館館長 

市圖獎 80 尚朋堂電烤箱 陳瑪君 政治大學圖書館  

廠商獎 81 平板電腦 曾琪淑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廠商獎 82 MicroFlat 比目魚書籍吸塵刷 MF338 林玉卿 高雄大學圖書館 

壹拾貳、閉幕式（略）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