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大會時間：109年8月20日（四）9時至16時30分 

大會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B1演藝廳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出席：117個單位 

（親自出席115個單位，委託出席2個單位，本會

應出席 170個單位） 

主席：陳理事長光華 

記錄：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8月20日（四）9時至16時30分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演藝廳 

壹、大會開幕式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致辭 

國立臺灣圖書館 鄭來長理事 致歡迎詞 

貳、團體合照 

 

參、專題演講 

講題：閱讀未來空間：從典藏庫到探索平台 

（Reading Future Space: From Keeper to Explorer） 

引言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主講人：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侯君昊副教授兼所長 

肆、頒獎 

頒獎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曾淑賢副理事長 

一、 傑出貢獻獎 



推薦單位 推薦對象 

第十四屆東部分區委員會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二、 熱心服務獎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由吳明珏主任秘書代

表）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林玳安小姐（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委員會 推薦對象 

館合專業發展委員會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館際合作促進委員會 東吳大學圖書館 

中部分區委員會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南部分區委員會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東部分區委員會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三、 轉介服務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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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卓越獎 

（一）108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前十名大專院校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2,977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2,379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1,1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093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025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999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967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535 



東吳大學圖書館 499 

輔仁大學圖書館 490 

（二）108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6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23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6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128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127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60 

（三）108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前六名醫院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735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350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圖書館 183 

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30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126 

國泰綜合醫院圖書室 115 

（四）108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前六名專門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1,530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659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46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201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115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圖書館 99 

（五）108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前六名公共暨國家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國家圖書館 743 

臺北市立圖書館 135 



高雄市立圖書館 77 

國立臺灣圖書館 56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47 

臺南市立圖書館 11 

伍、會務報告（略）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張素娟秘書長 

陸、選務報告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曾淑賢副理事長兼「第十五屆理監事選

舉」選務主委 

一、 理監事選舉要點（摘述如下，詳細規定請參見資料手冊第 28頁） 

（一）依據章程應選理事 15人，候補理事 5人；監事 5人，候補監事 1人；任期

均為兩年。 

（二）理監事選舉得提參考名單，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為限，可自行推薦本會

會員代表。 

（三）團體會員依會員權益繳納年度會費者，得列入參加大會會員名冊及選舉名

冊，得享有選舉權。 

（四）團體會員得指派代表一人出席年會投票，如不能出席得備委託書委託其他會

員代為投票，唯受委託者以代表一人為限。 

（五）選舉結果於會員大會當天公佈。（預計今天下午 3:30左右宣布結果） 

二、 投票地點 

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演藝廳（投票處） 

三、 投票方式 

（一）本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選舉方式請在勾選欄打「V」記號。 

（二）應選理事 15名，至多勾選 15名，超出則視為廢票，建議每一類別至少勾選

1名。 

（三）應選監事 5名，至多勾選 5名，超出則視為廢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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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注意事項 

（一）勾選好之選票，請親自摺疊後投入票匭。 

（二）投票人不可將選票勾選後塗污，及將選票污染、毀損、遺棄或攜出投票所。 



五、 選務工作人員 

（一）第十五屆理事選務作業 

發票：國立臺灣圖書館 李淑華館員、周靜宜館員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黃文樺秘書、葉怡均專員 

計票：國立臺灣圖書館 李欣穎館員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莊裕澤常務理事（林孟玲主任委員代） 

（二）第十五屆監事選務作業 

發票：國立臺灣圖書館 李淑華館員、周靜宜館員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張素娟秘書長、國立臺灣圖書館 莊易儒館員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劉美蘭副秘書長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楊智晶理事 

柒、專題座談：圖書館的「讀」享空間：談圖書館的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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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謝明哲館長 

主講人：臺南市立圖書館 洪玉貞館長 

主講人：新北市立圖書館 王錦華館長 

簡報參見本會網站：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90820-1.pptx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90820-2.pptx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90820-3.pptx 

捌、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一、 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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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函報主管機關內政部並獲其函覆准予備查（108年 5 月 3日

台內團字第 1080028498號函）。 

【提案二】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90820-1.pptx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90820-2.pptx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090820-3.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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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會員大會由國立臺灣圖書館承辦。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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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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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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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已函報主管機關內政部並獲其函覆准予備查（108年 5 月 3日台內團字

第 1080028498號函）。 

二、 第十五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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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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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業經 109年 1月 15日第十四屆第七

次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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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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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月 15日第十四屆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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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會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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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已於 108年 4月 22日檢送

函送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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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員大會（110年舉辦）之承辦單位。 

決  議：110年度會員大會由臺南市立圖書館承辦。 

三、 臨時動議（無） 

玖、第十五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曾淑賢副理事長兼「第十五屆理監事選

舉」選務主委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五屆理事當選名單 

109.08.20（依票數排序，同票數依姓名筆劃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柯皓仁 7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長 

2 曾淑賢 72 國家圖書館 館長 

3 宋雪芳 64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館長 

4 邱子恒 64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館長 

5 陳志銘 52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館長 

6 鄭來長 52 國立臺灣圖書館 館長 

7 張慧瑾 4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組長 

8 陳舜德 44 輔仁大學圖書館 館長 

9 王錦華 43 新北市立圖書館 館長 

10 林文源 40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11 王涵青 39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館長 

12 林博文 39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主任 

13 楊智晶 33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長 

14 洪玉貞 31 臺南市立圖書館 館長 

15 張曉玲 28 臺中市立圖書館 館長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五屆理事候補名單 

109.08.20（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游立新 26 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 館長 

2 釋自衍 25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館長 

3 潘政儀 24 高雄市立圖書館 館長 

4 唐連成 24 桃園市立圖書館 館長 

5 楊朝棟 23 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長 

說明： 

理事候補 3 與候補 4：潘政儀館長與唐連成館長同票，監票林孟玲主任委員以

抽籤方式決定順序。 

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五屆監事當選名單 

109.08.20（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陳光華 8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館長 

2 洪世昌 69 臺北市立圖書館 館長 

3 蔡榮婷 46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館長 

4 蕭靖如 43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館長 

5 李婷媛 39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組長 

四、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五屆監事候補名單 

109.08.20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吳建文 3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圖資長 

壹拾、 摸彩活動 

主持人：張郁琳（國立臺灣圖書館主任秘書室研究助理） 



摸彩人： 

國立臺灣圖書館 鄭來長館長 

國立中正大學 蔡榮婷副校長兼圖書館館長 

臺南市立圖書館 洪玉貞館長 

新北市立圖書館 王錦華館長 

淡江大學覺生計紀念圖書館 宋雪芳館長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袁賢銘館長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楊智晶館長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邱子恒館長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謝易達館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序號 獎品名稱 所屬單位 

1 

Apple iPhone SE 64G（4.7吋）+

空壓防摔殼+滿版保貼（理事長

獎）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圖書館 

2 

Kozawa新一代磁吸式電動奶泡

機+bodum PAVINA雙層玻璃杯 2

件組（理事長獎）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3 
Philips全自動義式咖啡機

HD8650（理事長獎）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4 漂流臺灣系列茶具組（館長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 

5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國家教育研究院圖書館 

6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7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8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9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中華科技大學圖書館 

10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高雄市立圖書館 

11 ASUS名片型高容量快充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2 象印 360CC溫水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3 象印 360CC溫水瓶 怡仁綜合醫院圖書館 

14 象印 360CC溫水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5 象印 360CC溫水瓶 國立臺灣博物館 

16 象印 360CC溫水瓶 國立臺灣博物館 

17 象印 360CC溫水瓶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 



18 象印 360CC溫水瓶 真理大學圖書資訊處 

19 KINYO復古冰冷風扇 逢甲大學圖書館 

20 KINYO復古冰冷風扇 修平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21 
GPLUS USB HEPA桌上型淨化風

扇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22 
Kobo clara 6吋電子書閱讀器

（含皮套） 
國立空中大學圖書館 

23 SANDISK 128G隨身碟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24 SANDISK 128G隨身碟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圖書館 

25 SANDISK 128G隨身碟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26 SANDISK 128G隨身碟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27 飛利浦溫控吹風機 國立臺灣圖書館 

28 東元便攜式空氣清淨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29 小米藍芽耳機 國家圖書館 

30 小米手環 4 實踐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31 Kingston 128G隨身碟 臺北市立圖書館 

32 
3M淨呼吸：空氣清淨機─個人

隨身型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33 3M博士燈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34 3M舒適口罩 5入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35 3M舒適口罩 5入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圖書室 

36 Microsoft 時尚行動滑鼠 新北市立圖書館 

37 accompanying Cup隨行杯 華夏科技大學圖書館 

38 掛脖風扇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39 
MINI BLENDER USB充電可攜

式電動隨行杯 
東海大學圖書館 

40 7D氣壓避震背墊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圖書室 

41 象印保溫壺（1公升） 臺中市立圖書館 

42 象印保溫壺（1公升）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43 象印保溫壺（1公升）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44 象印保溫壺（1公升） 國立臺灣圖書館 

45 象印保溫壺（1公升） 國防大學資訊圖書中心 

46 象印保溫壺（1公升）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圖書室 

47 Future N7空氣清淨機（雙人組） 新北市立圖書館 

48 大同隨行杯果汁機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49 59S LED紫外線貼身衣物消毒袋 國立臺灣圖書館 

50 SANDISK 64G隨身碟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圖書室 

51 魔力家好熨氣手持式蒸氣掛燙機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52 GARMIN智慧健康心率手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53 
Google Nest Mini第二代智慧音

箱（石墨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54 
Google Nest Mini第二代智慧音

箱（粉炭白）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55 SSKY小天 A1單軸穩定器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 

56 
GIGASTONE TYPE-C PD3.0 

Power Bank 
東吳大學圖書館 

57 
不鏽鋼真空保溫瓶（含兩人不鏽

鋼杯）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58 
不鏽鋼真空保溫瓶（含兩人不鏽

鋼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59 智慧插座 2入組 國立臺灣美術館 

60 智慧插座 2入組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61 多功能藍芽無線鍵盤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圖書室 

62 多功能藍芽無線鍵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63 多功能藍芽無線鍵盤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 

64 多功能藍芽無線鍵盤 國立臺灣圖書館 

65 多功能藍芽無線鍵盤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圖書館 

66 無線充電立架 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 

67 無線充電立架 臺南市立圖書館 

68 無線充電立架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69 無線充電立架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70 無線充電立架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71 無線充電立架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72 無線充電立架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圖書館 

73 迷你無線藍牙喇叭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74 迷你無線藍牙喇叭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75 迷你無線藍牙喇叭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處 

76 迷你無線藍牙喇叭 考試院編纂室圖書館 

77 迷你無線藍牙喇叭 國立臺灣圖書館 

78 Panasonic隨行杯果汁機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圖書室 

79 Panasonic隨行杯果汁機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圖書館 

80 Panasonic隨行杯果汁機 怡仁綜合醫院圖書館 

81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82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83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醫學圖書館 

84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85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86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國立聯合大學國鼎圖書館 



87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書室 

88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龍華科技大學資訊圖書處 

89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 

90 勁量無線快充行動電源 高雄市立圖書館 

91 12生肖杯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92 12生肖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93 12生肖杯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94 12生肖杯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右任紀念圖書館 

95 12生肖杯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96 12生肖杯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97 12生肖杯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98 12生肖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99 12生肖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100 12生肖杯 元智大學圖書館 

101 12生肖杯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2 12生肖杯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圖書室 

103 采風化妝包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104 采風化妝包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105 采風化妝包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106 高山植物書衣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07 高山植物書衣 中華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08 高山植物書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109 高山植物書衣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110 高山植物書衣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11 高山植物筆袋 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112 高山植物筆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13 高山植物筆袋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14 高山植物筆袋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115 高山植物筆袋 國立臺灣圖書館 

116 
荷蘭公主 PRINCESS隨行冰鎮杯

果汁機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117 
荷蘭公主 PRINCESS隨行冰鎮杯

果汁機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18 
荷蘭公主 PRINCESS隨行冰鎮杯

果汁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與會展館 

壹拾壹、 參觀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臺灣圖書醫院及臺灣

學研究中心（略） 



壹拾貳、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