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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3月 10 日（週四）下午 14：00 

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8樓會議室 

主  席：柯皓仁  理事長 

出席人員：呂春嬌常務理事、宋雪芳常務理事、林志敏常務監事（主任委員）、林時暖主任委員、

林福仁理事、林麗娟理事、洪世昌理事、袁賢銘理事、陳雪華副理事長（主任委員）、

陳懷恩主任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請假人員：李錫智理事、陳明柔理事、陳維華理事、曾光華監事、閔蓉蓉理事、黃明居主任

委員、黃振榮監事、楊智晶常務理事（主任委員）、潘政儀主任委員、蔡怡君監事（依

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江秀愛組長（陽明大學圖書館）、余純惠組長（清華大學圖書館）、李愛文秘書、

李嫣紅編審（臺灣大學圖書館）、張慈玲副秘書長、張藝馨會計、許瓊惠科長（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郭嘉文組長（臺灣大學圖書館）、陳恒毅網管、蔡金燕秘書

長、鄭麗寬組長（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依姓氏筆畫排序） 

記  錄：蔡欣如專員 

壹、 主席報告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將於 105年 5月 11 日假臺灣大學召開，感謝臺灣大學圖書館承

辦此次大會，同時，誠摯邀請各位理監事及主任委員共同與會。 

今(105)年 2月美濃大地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進行受災情況的調查，南臺科技大學和

崑山科技大學災情較為嚴重，感謝楊智晶常務理事兼南區委員會主任委員（南臺科技大學圖

書館館長）在第一時間探詢各會員館的情況，同時也感謝東區委員會陳懷恩主任委員（宜蘭

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及東區幾所大學圖書館提供館合服務優惠，臺師大圖書館也響應東區

的義舉，比照東區委員會提供館合服務優惠，希望南臺科大與崑山科大能早日復原。 

貳、 會務報告 

ㄧ、秘書處於 104年 12月 8日以電子郵件請各委員會提交 104年度工作報告及確認 105年度

工作計畫，並已彙整完成。 

二、常年會費繳交情形 

（一） 本會共有 413個會員，104年度共有 354 個會員單位繳納常年會費。 

（二） 秘書處已於 105 年 1月 5日發文至各會員單位，函請繳交 105年度常年會費，截至

2月 29日止，已有 268個會員單位繳交 105年度常年會費。 

三、財務報告 

（一）本會 104 年度決算已彙整完成，經費執行率為 97％，經費總收入為 1,394,221 元，

支出經費為 1,358,790元，結餘 35,431元，明細如附。 

（二）為辦理及執行本會 105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105 年度本會概算編列經費收入為

1,568,000元，支出經費為 1,546,575元，結餘 21,4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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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今（105）年度截至 1月份，經費執行率 9.7％，明細如附。 

參、 追蹤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一、前次理監事會議（104年 10 月 2日）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臺灣大學

圖書館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事

項。 

請承辦單位以 A方案來規劃，會員

大會舉辦的日期請配合於明（105）

年 4月底完成。 

依決議辦理。又

因議程安排，大

會日期調整為 5

月 11日舉辦。 

2 秘書處 

館合促進委員會、東部分區委員

會、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及南部分

區委員會 104 年度下半年度、105

年度上半年度活動經費申請。 

東部分區委員會活動經費申請表

請刪除委員會議主持人費用，其餘

三案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3 秘書處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受獎名

單產生方式。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4 秘書處 

今（104）年 6 月 22 日第十二屆第

五次理監事會議提案四（研擬本會

獎勵辦法）決議後續執行情形。 

請秘書處依理監事之建議修改，並

於下次理監事提案討論。 

將於本次會議

提案二討論。 

5 秘書處 
第十二屆當選人于第理事、張嘉育

監事及官大智監事請辭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6 秘書處 
會員單位大漢技術學院提請撤銷

其單位會員資料。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7 秘書處 

今（104）年 5 月 29 日第十二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提案三決議（館際合

作圖書借閱到期日適逢國定假日

是否同意統一順延至次上班日）後

續執行情形。 

（一）尊重各會員館的意見。 

（二）建議各會員館館合借閱到期

日避開該館閉館日。 

擬發函建議各

會 員 並 於 今

(105)年會員大

會向與會會員

提出建議。 

8 秘書處 

今（104）年 6 月 22 日第十二屆第

五次理監事會議提案三決議（徵詢

廠商協助建置「購書列選書單平

臺」意願）後續執行情形。 

請清華大學圖書館提供系統需求

規格書。 

清大業已於2月

24 日提供平臺

架構圖初稿。 

9 秘書處 

今（104）年 6 月 22 日第十二屆第

五次理監事會議臨時提案一決議

（清查本會無效會員）後續執行情

形。 

（一）刪除已整併或關閉之會員。 

（二）發出退會通知函予無意願繼

續參加的會員並刪除會員。 

（三）請秘書處持續聯絡尚未聯繫

到的會員。 

（四）請理事長與長庚大學圖書館

聯繫詢問繼續參加的意願；

請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梁君

卿理事長與林口長庚醫院圖

書館、花蓮慈濟醫院圖書館

聯繫詢問繼續參加的意願。 

將於本次會議

提案五討論。 

臨時 袁賢銘 會員館選擇僅參加全國文獻傳遞 （一）建議各會員館得對非會員館 國研院科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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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

一 

理事 服務系統(NDDS)而退出本會之情

形。 

採取差異化收費標準，並建

議在 NDDS 系統上建立館合

協會會員聯盟，以便會員館

辨識。 

（二）請理事長與國研院科技政策

研究與資訊中心溝通，是否

能對此情形予以協助。 

心回覆表示已

提供館合協會

會員基本使用

費優惠價格。 

（備查） 

二、擬提至本會今（105）年度會員大會報告之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04年 5月 29 日）提案

執行情形 

提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本會第十二屆

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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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4

年 7 月 2 日臺內團字第

1040049429 號函覆准予備

查。 

2 本會秘書處 
敬請推舉本會 105 年度會

員大會承辦單位。 

105 年度會員大會由臺灣

大學圖書館承辦。 
依決議辦理。 

3 
中興大學圖 

書館 

館際合作圖書借閱到期日

問題（到期日適逢國定假

日，可否統一順延至次一

個上班日）。 

請本會秘書處詢問各館意

願後再做討論。 

已於 104 年 7-9 月進行調

查，尊重各會員館的意

見，並建議各會員館館合

借閱到期日避開該館閉館

日。 

4 
中國醫藥大 

學圖書館 

本校讀者建議館合系統增

加借書提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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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回覆：此功能已於

2009 年 12月正式上線，目

前系統會在借書應還日 

期前 3 日自動寄信提醒讀

者還書。 

臨時

提案

1 

江政哲館員 

(中央研究院天

文及天文物理

研究所) 

提請修訂本會章程第一章

第四條。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章程第一章第四條 

原 條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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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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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 

提案

2 

柳淑芳小姐 

(臺灣中油公司

煉製事業部) 

確認館際合作的收費是統

一 1張 2元嗎？ 

收費非所有會員單位統

一，乃尊重各會員單位的

規定。 

依決議辦理。 

肆、 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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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臺灣大學圖書館 

案 由：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今（105）年度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臺灣大學圖書館承辦，相關計畫草案已依

104年 10月 2日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建議修改議程、經費與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 

（一）增加茶敘時間於大會當天 15:10-15:30，並增列茶敘預算。 

（二）邀請本會理、監事擔任引言人及頒獎人。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去（104）年 10月 2日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提案四決議（修改獎勵辦法）後續

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前（第六）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提出「NDDS 服務件數成績卓越獎」申請件數、完成件

數是否需分開頒獎。 

（二）條文的順序、用字遣詞修改建議。 

決 議： 

（一）修改第三條第四項「NDDS 服務件數成績卓越獎」為「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

獎」，表揚前一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優之單位。 

（二）「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依文獻傳遞服務完成件數量頒發獎項。 

（三）辦法修改後以電子郵件形式予理監事，理監事回覆確認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提請確認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受獎名單。 

說 明： 

（一）秘書處已於 104年 12月 8日以電子郵件建請本會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 104年度館

際合作業務傑出表現者：  

委員會 推薦對象 上屆推薦對象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交通大學圖書館 黃明居 副館長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 閔蓉蓉 館長 

北部分區委員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東吳大學圖書館 
交通大學圖書館 黃明居 副館長 

東部分區委員會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數位資源組 何銘俊 組長 

中部分區委員會 逢甲大學圖書館 林志敏 館長 
東海大學圖書館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林時暖 館長 

會務設計委員會 

請於此次會議討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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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分區委員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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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推薦對象 上屆推薦對象 

第十二屆理監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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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圖書館 

中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南區：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東區：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2.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臺灣大學圖書館 

3.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郭千蜜 組長（高雄市立圖書館） 

（三）104年館際合作服務件數排名 

1. 104年館際合作服務件數排行前十名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5,455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4,564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4,329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596 

政治大學圖書館  1,489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462 

國家圖書館  1,420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331 

清華大學圖書館  1,215 

中正大學圖書館 1,076 

2. 104年館際合作服務件數排行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548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96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228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159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與會展館 146 

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117 

3. 104年館際合作服務件數排行前五名醫院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80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79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243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223 

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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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4年館際合作服務件數排行前五名專門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921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422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276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175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172 

*上表未含排名第一的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4,329件) 

5. 104年館際合作服務件數排行前二名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1 

國立臺灣圖書館 59 

*上表未含排名第一的國家圖書館(1,420件) 

決 議： 

（一）擬請秘書處詢問南區委員會是否尚有推薦的人選。 

（二）各委員會推薦 104 年度館際合作業務傑出表現者 

1. 受獎通過名單 

委員會 推薦對象 備註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交通大學圖書館黃明居副館長 

由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與北部分

區委員會共同推薦。 
北部分區委員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無） 東部分區委員會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中部分區委員會 逢甲大學圖書館林志敏館長 

2. 受獎名單調整說明 

委員會 推薦對象 說明 

東部分區委員會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數位資源組何銘俊組長 

建議向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推薦

受獎。 

（三）秘書處建議之致謝單位／人員 

通過。 

（四）104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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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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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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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檢附第十三屆理監事候選參考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去（104）年 10 月 2 日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提案九決議（清查本會 77 個無效

會員）後續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內容： 

（一）已於 104年 10月 8日刪除已關閉之會員，並發出退會通知函予無意願繼續參加的會

員後刪除，共 37 個。 

（二）詢問三館繼續參加的意願： 
1. 林口長庚醫院圖書館：已多年未繳交會費。 

2. 花蓮慈濟醫院圖書館：每年平均對外申請件，評估加入與不加入的成本，決定不加
入較省成本。 

3. 長庚大學圖書館：無特別回應。 

（三）請秘書處持續聯絡尚未聯繫到的會員。 

除已刪除的 37個會員單位外，餘下 40個會員調查情形如下： 

調查情形 會員數 

尚未回覆 5 

單位整併或關閉 11 

無意願參加 15 

說明溝通後仍無意願 

（林口長庚醫院、花蓮慈濟醫院、長庚大學） 
3 

繼續參加 6 

合計 40 

決 議： 

（一）刪除已整併或關閉之會員，共 11個。 

（二）發出退會通知函予無意願繼續參加本會的會員並刪除會員，共 18 個。 

（三）請秘書處持續聯絡尚未聯繫到的會員，共 5個。 

提案六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北部分區委員會 105年上半年度活動經費申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北部分區委員會擬於 105 年 5 月 20 日辦理「『看見』圖書館：從實體到雲端策展之

行銷」研討會，檢附活動經費申請表。 

（二）檢附本會經費動支準則。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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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會員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提請撤銷其會員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於 105 年 1 月 8 日來函表示該單位因館際合

作使用率極低，故提請撤銷其會員資料。 

（二）檢附會員單位來函。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柯皓仁理事長 

案 由：修改本會章程及理監事選舉要點。 

說 明：目前本會章程及理監事選舉要點之會員分類與《圖書館法》第四條所述之圖書館類

型不同，建議參考《圖書館法》後修改。 

決 議：請秘書處修改後提案至本(105)年度會員大會討論。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林志敏常務監事 

案 由：建議協會主動詢問新成立的學校是否要參加協會。 

說 明：近年有些新學校辦學績效不錯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建議本協會可主動詢問是否

要加入協會成為會員。 

決 議：由秘書處詢問與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