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大會時間：108 年 3 月 28 日（四）9 時 15 分至 16 時 40 分 

大會地點：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10 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數：133 個單位（含親自出席 133 個單位，委託出席 0 個單 

          位）；本會應出席 175 個單位 

主  席：曾副理事長淑賢 

紀  錄：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 林玳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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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3 月 28 日（四）9 時 15 分至 16 時 40 分 

地點：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10 樓國際會議廳 

壹、 大會開幕式 

淡江大學 葛煥昭校長 致歡迎詞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曾淑賢副理事長 致辭 

貳、 團體合照 

 

參、 專題演講 

講題：與 AI 共舞—創新圕服務 

引言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曾淑賢副理事長 

主講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陳志銘館長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1.pdf）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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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啟動分享報告 

主講人：東吳大學圖書館 林聰敏館長 

    銘傳大學圖書館 何祖鳳館長 

    淡江大學圖書館 宋雪芳館長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2.pdf） 

伍、 頒獎 

頒獎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曾淑賢副理事長、宋雪芳理事 

一、 協會致贈感謝獎牌／獎狀名單 

(一)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李美貞小姐（新北市立圖書館） 

(二)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三) 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館 

各分區服務館 

北 部 分 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中 部 分 區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南 部 分 區 臺南市立圖書館 

東 部 分 區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四) 各委員會推薦 107 年度館際合作傑出貢獻 

委員會 推薦對象 

第十三屆南部分區委員會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閔蓉蓉館長 

第十四屆東部分區委員會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五) 107 年度熱心服務獎 

委員會 推薦對象 

國際館際交流委員會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館際聯盟採購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 

中部分區委員會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南部分區委員會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東部分區委員會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2.pdf


4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六) 107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十名大專校院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3,819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2,935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1,484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18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095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063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037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677 

東吳大學圖書館 552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521 

(七) 107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7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36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24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94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14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圖書館 126 

(八) 107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六名醫院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877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357 

國泰綜合醫院圖書室 307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圖書館 245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157 

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圖書館 109 

(九) 107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六名專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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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服務件數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1,794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原科資中心） 69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32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214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144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圖書室 96 

(十) 107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六名公共暨國家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家圖書館 793 

臺北市立圖書館 82 

國立臺灣圖書館 6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8 

高雄市立圖書館 27 

新北市立圖書館 7 

陸、 會務報告（略）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劉美蘭副秘書長 

柒、 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曾淑賢副理事長 

一、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三屆理監事 

案  由：107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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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7 年 10 月 18 日臺內團字第 1070069426 號函覆准予備 

            查。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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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08 年舉辦）之承辦單位。 

決  議：108 年度會員大會由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承辦。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修改本會章程第十七及三十一條。 

決  議：修訂通過，第三十一條之條文說明修訂為「理、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常 

          務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執行情形：經報內政部核備，內政部函覆本會章程第十七與人民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3 規 

      定不符；本會章程第三十一條與人民團體法第 43 條規定不符，內政部權管相關  

      法令無常務理事會議，請予以刪除；秘書處將提案至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後陳報內政部核備。 

二、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四屆理監事 

案  由：108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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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工作計畫（第 9-11 頁）、收支預算表（第 16 頁），業經 108 年 2 

月 18 日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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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工作報告（第 9-11 頁）、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及

現金出納表（第 17-19 頁），業經 108 年 2 月 18 日第十四屆第四次理監事

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依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提請大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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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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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概算表，已於 107 年 6 月 28 日檢送相關資

料至內政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109 年舉辦）之承辦單位。 

決  議：由國立臺灣圖書館承辦。 

【提案三】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修改本會章程第十七及三十一條。 

說  明：經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之章程，本會依規定報請內政部備查後， 

     內政部回覆旨揭兩修正條文與相關法令規定不符，請本會重新檢討後再報備。  

     內政部回覆意見如下： 

會員大會紀錄及財務等文件檢査表 

項目 內政部意見 

選務及會

務部分 
有關理監事簡歷冊，嗣後請將候補理監事登載完整。 

章程部分 一、貴會章程條文，說明如下： 

1. 章程第 17 條與人民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3 條：「社會團體應於年度終了後二 

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當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

會，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規

定不符。 

2. 章程第 31 條與人民團體法第 43 條：「社會團體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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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舉行會議一次。」規定不符；另本部權管相關法令並無常務理事會議，請予

以刪除。 

二、本案請貴會重新檢附本函影本、大會紀錄、章程修正對照表及章程全條文等資

料，再行報本部處理。 

擬  辦：依據內政部來文，再修訂如下表最左欄。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提 

1080328 會員大會 

討論之修訂條文 

1070531 會員大會通過

之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1050511 會員大會 

修訂通過） 

說明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

如下： 

(一)  議決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召開事  

 項。 

(二)  議決會員（會員代 

 表）之資格。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  

 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 

 事或理事長之辭  

 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

如下： 

(一)  議決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召開事  

 項。 

(二)  議決會員（會員代 

     表）之資格。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  

 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 

 事或理事長之辭  

     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審定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

如下： 

(一)  議決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召開事  

 項。 

(二)  議決會員（會員代 

     表）之資格。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  

 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 

 務理事或理事長之  

 辭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依內政部意見，

本會擬修改理事

會之職權（六）

審定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與人民團

體財務處理辦法

第十三條規定不

符合。 

本條文擬恢復現

行條文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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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三十一條 

理、監事會每六個月召

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

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

書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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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理、監事會每六個月召

開一次，常務理事會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

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七日前以書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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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

開一次，常務理事會每

一個月召開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

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七日前以書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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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內政部意見，

本會擬修改之第

三十一條文其中

的常務理事會每

三個月召開一

次，內政部權管

相關法令並無常

務理事會議，故

擬參照內政部意

見予以刪除。 

決  議：照案通過。 

三、 臨時動議（無） 

捌、 專題座談：跨界合作～真行！！（1） 

引言人：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柯皓仁館長 

與談人：中正大學圖書館 蔡榮婷副校長兼館長 

    屏東大學圖書館 邢厂民館長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3.pdf）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4.pdf） 

玖、 專題座談：跨界合作～真行！！（2） 

引言人：臺南市立圖書館 洪玉貞館長 

與談人：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安分館 黃欽輝主任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3.pdf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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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圖書館 鄭來長館長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5.pdf）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6.pdf） 

壹拾、 摸彩活動 

主持人：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 林秀惠組長  

摸彩人：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蔡榮婷副校長兼館長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 彭勝龍圖資長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袁賢銘館長 

    國立屏東大學圖書館 邢厂民館長 

    國立臺灣圖書館 鄭來長館長 

    東吳大學圖書館 林聰敏館長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宋雪芳館長 

序號 奬品名稱 所屬單位 

1 【理事長獎】Mi 米家掃地機器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2 【理事長獎】Apple Watch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 

3 廣穎旋轉隨身碟 16G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圖書館 

4 廣穎旋轉隨身碟 16G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圖書館 

5 廣穎旋轉隨身碟 16G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 

6 廣穎旋轉隨身碟 16G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7 廣穎旋轉隨身碟 16G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8 E-books 六合一 LED 美顏自拍補光燈鏡頭組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9 E-books 六合一 LED 美顏自拍補光燈鏡頭組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10 TCSTAR 智慧觸碰音樂花盆藍牙喇叭  東吳大學圖書館 

11 TCSTAR 智慧觸碰音樂花盆藍牙喇叭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 

12 E-books12 倍望遠鏡頭拍照神器組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5.pdf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8032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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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奬品名稱 所屬單位 

13 E-books12 倍望遠鏡頭拍照神器組 致理科技大學圖書館 

14 大家源隨行杯果汁機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15 大家源隨行杯果汁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 

16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圖書館 

17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修平科技大學圖書館 

18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考試院編纂室圖書館 

19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20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1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22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23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暨員山分院 

24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國家圖書館 

25 ADATA 威剛行動電源 10050mAh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資訊處 

26 KINYO 炫光/藍牙揚聲器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 

27 T.C.STAR 觸控露營燈藍牙揚聲器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28 大家源 8L 電烤箱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9 大家源 8L 電烤箱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 

30 大家源 8L 電烤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31 TCE8910 插卡頸掛藍牙耳機 世新大學圖書資訊處 

32 TCE8910 插卡頸掛藍牙耳機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 

33 E-books J1 負離子香氛水氧機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34 E-books J1 負離子香氛水氧機 新北市立圖書館 

35 ELTAC 歐頓 1.9L 不鏽鋼快煮壺 南華大學圖書館 

36 ELTAC 歐頓 1.9L 不鏽鋼快煮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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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奬品名稱 所屬單位 

37 ELTAC 歐頓 1.9L 不鏽鋼快煮壺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38 小米手環 3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39 小米手環 3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40 小米手環 3 高雄市立圖書館 

41 小米手環 3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42 小米手環 3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43 小米手環 3 真理大學圖書館典閱組 

44 小米手環 3 中鋼公司技術資訊中心 

45 小米手環 3 醒吾科技大學圖書館 

46 飛利浦沙龍級護髮水潤負離子專業吹風機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47 飛利浦沙龍級護髮水潤負離子專業吹風機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中心 

48 ELTAC 歐頓 2.2 公升雙層防燙不鏽鋼美食鍋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49 ELTAC 歐頓 2.2 公升雙層防燙不鏽鋼美食鍋  國防大學資訊圖書中心 

50 ELTAC 歐頓 2.2 公升雙層防燙不鏽鋼美食鍋 國立臺灣博物館資料室 

51 人因藍牙 K 歌-麥克風喇叭  亞洲大學圖書館 

52 人因藍牙 K 歌-麥克風喇叭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53 E-books 藍牙 4.1 運動入耳式耳機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54 E-books 藍牙 4.1 運動入耳式耳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55 飛利浦 Daily 滴漏式咖啡機  彰化縣議會 

56 飛利浦 Daily 滴漏式咖啡機 弘光科技大學圖資中心 

57 美國 CONAIR 三合一蒸氣手持式掛燙機  臺北市立美術館圖書室 

58 SAMPO 加熱型 SPA 足部按摩機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59 OMRON 歐姆龍體重體脂計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60 OMRON 歐姆龍體重體脂計 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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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Panasonic 負離子 3 坪空氣清淨機 臺北榮總圖書館 

62 飛利浦 5L 微電腦智慧萬用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壹拾壹、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