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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大會時間：111 年 8 月 19 日（五）9 時至 16 時 30 分 

大會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2 樓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 號） 

出席：129個單位 

（親自出席129個單位，本會應出席158個單位） 

主席：柯理事長皓仁 

記錄：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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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8 月 19 日 9 時至 16 時 30 分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2 樓國際會議廳 

壹、大會開幕式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 致歡迎辭 

 國立政治大學 李蔡彥校長 致辭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廖文宏館長 致辭 

貳、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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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演講 

 講題：數位轉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廖弘源所長 

  簡 報：請參見協會網站 

  （網址：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11activity.pdf） 

肆、頒獎 

 頒獎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楊智晶副理事長 

一、熱心服務獎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由廖文宏館長

代表） 

 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臺南市立圖書館何宜蓁小姐 

二、轉介服務獎 

各分區服務館 

北部分區 新北市立圖書館 

中部分區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南部分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 

東部分區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 

三、績效卓越獎 

（一）110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前十名：大專院校圖書館 

名次 獲獎者 服務件數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370 

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1,722 

3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1,323 

4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968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11activ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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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獲獎者 服務件數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771 

6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703 

7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613 

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 572 

9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500 

10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479 

（二）110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名次 獲獎者 服務件數 

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292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249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117 

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106 

5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86 

6 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 73 

（三）110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前六名：醫院圖書館 

名次 獲獎者 服務件數 

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暨數位中心 372 

2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218 

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80 

4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63 

5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圖書館 43 

6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41 

（四）110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前六名：專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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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獲獎者 服務件數 

1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870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 
741 

3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623 

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317 

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136 

6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130 

（五）110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前六名：公共暨國家圖書館 

名次 獲獎者 服務件數 

1 國家圖書館 536 

2 臺北市立圖書館 60 

3 高雄市立圖書館 48 

4 國立臺灣圖書館 40 

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2 

6 臺中市立圖書館 6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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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專題座談：圖書館如何導入數位思維提升服務與工作績效 

引言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廖文宏館長 

與談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 余遠澤處長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賴忠勤副館長 

簡 報：  

（網址：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11activity.pdf） 

http://www.ilca.org.tw/sites/all/doc/111activ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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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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皓仁理事長 

一、 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五屆理監事 

案  由：110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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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0 月

4 日台內團字第 1100048119 號函）。 

 

【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111 年舉辦）之承辦單

位。 

決  議：111 年度會員大會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承辦。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辦理。 

 

二、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五屆理監事 

案    由：111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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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作業規定辦理。 

二、111 年度工作計畫（第 7-15 頁）、收支預算表（第 20 頁），業經 111

年 1 月 20 日第十五屆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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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規定，提請大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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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0 年度工作報告（第 7-15 頁）、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

支表及現金出納表（第 21-23 頁），業經 111 年 1 月 20 日第十五屆第

六次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依同辦法同條規定，提

請大會確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12 年舉辦）之承辦單

位。 

決    議：112 年度會員大會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承辦。 

 

【提案三】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擬修改本會章程第七條，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第十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提案之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敬請參閱大會資料手冊 p.1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擬修改本會理監事選舉要點第一、四、六、七、及十點，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據第十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聯席會議、第八次理監事會

提案之決議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敬請參閱大會資料手冊 p.19。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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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第十六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本次選舉採通訊方式，並已於 8 月 19 日 8:30-09:45 召開之第十五屆第九次

理監事會議完成開票，會議主席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柯皓仁理事長，選

務主委為陳光華常務監事。第十六屆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名單如下：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六屆理事當選名單 

111.0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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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淑賢 187 國家圖書館 館長 

2 陳光華 16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館長 

3 邱子恒 149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館長 

4 陳昭珍 122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館長 

5 劉仲成 120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館長 

6 李秀鳳 115 國立臺灣圖書館 館長 

7 林博文 115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主任 

8 黃明居 11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 館長 

9 李永凌 91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館長 

10 楊智晶 88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長 

11 溫志煜 78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館長 

12 蕭靖如 78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館長 

13 洪哲義 77 臺北市立圖書館 館長 

14 林奕成 74 高雄市立圖書館 館長 

15 賴威光 64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處長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陳志銘館長（110 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館

長（164 票）與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陳明柔館長（70 票）於開票前已卸任館長職

務，選舉資格已消失，故由後續票數的候選人直接進行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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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六屆理事候補名單 

111.08.19（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楊朝棟 63 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長 

2 何祖鳳 55 銘傳大學圖書館 館長 

3 張守慧 50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館長 

4 高櫻芬 50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館長 

5 陳偉銘 50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 處長 

說明： 

理事候補 3、候補 4、候補 5：張守慧館長、高櫻芬館長及陳偉銘處長同票，會議

主席柯皓仁理事長以抽籤方式決定順序。 

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六屆監事當選名單 

111.08.19（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宋雪芳 150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館長 

2 王錦華 110 新北市立圖書館 館長 

3 陳舜德 104 輔仁大學圖書館 館長 

4 張慧瑾 9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暨數位中心 組長 

5 葉一蕾 82 國家教育研究院圖書館 執行秘書 

四、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六屆監事候補名單 

111.08.19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徐瓏瑜 6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館長 

 

玖、摸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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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彩貴賓： 

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 余遠澤處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暨數位中心 張慧瑾主任 

政治大學圖書館 廖文宏館長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林孟玲副研究員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邱子恒館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 游立新館長 

臺灣大學圖書館 陳光華館長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楊智晶館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 

編號 獎項名稱 獎品名稱 得獎者所屬單位 

1 【夏日清涼】獎 復古簡約靜音桌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2 【夏日清涼】獎 復古簡約靜音桌扇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3 【夏日清涼】獎 輕便靜音循環小風扇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資圖中心 

4 【夏日清涼】獎 輕便靜音循環小風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暨數位中心 

5 【夏日清涼】獎 輕便靜音循環小風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6 【防疫平安】獎 
【茶山房手工皂】檜意樂活禮

盒 
淡江大學圖書館 

7 【防疫平安】獎 
【茶山房手工皂】檜意樂活禮

盒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 

8 【防疫平安】獎 【阿原】平安送心禮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圖書館 

9 【防疫平安】獎 【阿原】平安送心禮盒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10 【防疫平安】獎 【阿原】平安送心禮盒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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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項名稱 獎品名稱 得獎者所屬單位 

11 【防疫平安】獎 【阿原】平安送心禮盒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2 【日常便利】獎 7-11 超商商品卡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13 【日常便利】獎 7-11 超商商品卡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14 【日常便利】獎 7-11 超商商品卡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15 【日常便利】獎 7-11 超商商品卡 龍華科技大學 

16 【日常便利】獎 全家超商商品卡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17 【日常便利】獎 全家超商商品卡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18 【品味生活】獎 
【星巴克】濾掛咖啡-夏日精

選風味禮盒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9 【品味生活】獎 
【星巴克】濾掛咖啡-夏日精

選風味禮盒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20 【品味生活】獎 
【星巴克】濾掛咖啡-夏日精

選風味禮盒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21 【品味生活】獎 
【星巴克】濾掛咖啡-夏日精

選風味禮盒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22 【品味生活】獎 
【星巴克】濾掛咖啡-夏日精

選風味禮盒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

分院 

23 【品味生活】獎 
【星巴克】濾掛咖啡-夏日精

選風味禮盒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24 【品味生活】獎 
【歐客佬】【閱讀咖啡世界】

精品掛耳禮盒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25 【品味生活】獎 
【歐客佬】【閱讀咖啡世界】

精品掛耳禮盒 
國立空中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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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項名稱 獎品名稱 得獎者所屬單位 

26 【品味生活】獎 
【歐客佬】【閱讀咖啡世界】

精品掛耳禮盒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7 【品味生活】獎 
【歐客佬】【閱讀咖啡世界】

精品掛耳禮盒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圖書管理組 

28 【新鮮萃取】獎 
【日本 NICOH】電動研磨手

沖行動咖啡機 
臺南市立圖書館 

29 【新鮮萃取】獎 
【日本 NICOH】電動研磨手

沖行動咖啡機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30 【新鮮萃取】獎 
【比利時 DOMO】多功能隨

行健康調理杯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處 

31 【環保隨行】獎 
【Oolab 良杯製所】莫蘭迪系

列隨行杯經典組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圖書室 

32 【環保隨行】獎 
【Oolab 良杯製所】莫蘭迪系

列隨行杯經典組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33 【環保隨行】獎 
【Oolab 良杯製所】莫蘭迪系

列隨行杯經典組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

書館 

34 【環保隨行】獎 
【TONTON PRO】 吸管保溫

杯－背帶組合 
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 

35 【環保隨行】獎 
【TONTON PRO】 吸管保溫

杯－背帶組合 
臺南市立圖書館 

36 【呵護寵愛】獎 【Aesop】護手霜(賦活芳香) 國家圖書館 

37 【呵護寵愛】獎 【Aesop】護手霜(賦活芳香)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38 【呵護寵愛】獎 【摩洛哥】優油護手霜禮盒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39 【呵護寵愛】獎 【摩洛哥】優油護手霜禮盒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40 【呵護寵愛】獎 【摩洛哥】優油超幸福禮盒 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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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呵護寵愛】獎 【摩洛哥】優油超幸福禮盒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42 【百貨樂購】獎 sogo 禮券 1000 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43 【百貨樂購】獎 sogo 禮券 1000 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44 【安靜工作】獎 
【Logitech 羅技】多工靜音無

線滑鼠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資訊處 

45 【安靜工作】獎 
【Logitech 羅技】多工靜音無

線滑鼠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科 

46 【安靜工作】獎 
【Logitech 羅技】多工靜音無

線滑鼠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47 【好好熨氣】獎 
【MOLIJIA 魔力家】 手持式

蒸氣掛燙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8 【好好熨氣】獎 
【MOLIJIA 魔力家】 手持式

蒸氣掛燙機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49 【好好熨氣】獎 
【日本 AWSON 歐森】手持式

蒸氣熨斗 
真理大學圖資處圖書管理組 

50 【好好熨氣】獎 
【日本 AWSON 歐森】手持式

蒸氣熨斗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51 【資料管理】獎 
【Transcend 創見】1TB 2.5 吋 

軍規 行動硬碟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52 【資料管理】獎 
【TOSHIBA 東芝】 1TB 黑 

2.5 吋行動硬碟 
聖約翰科技大學 

53 【充電寶飽】獎 【idmix】 無線充電行動電源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54 【充電寶飽】獎 六合一多功能無線感應充電器 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 

55 【充電寶飽】獎 六合一多功能無線感應充電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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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充電寶飽】獎 六合一多功能無線感應充電器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57 【潔淨生活】獎 
【德國百靈 Oral-B】活力美白

電動牙刷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58 【潔淨生活】獎 
【德國百靈 Oral-B】活力美白

電動牙刷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59 【潔淨生活】獎 【米家】隨手無線吸塵器 東吳大學圖書館 

60 【潔淨生活】獎 【米家】隨手無線吸塵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61 【身心舒暢】獎 
【Telefunken 德律風根】震動

筋絡按摩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62 【身心舒暢】獎 
【Telefunken 德律風根】震動

筋絡按摩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63 【身心舒暢】獎 【tokuyo】3D 巧手勁隨身墊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64 【身心舒暢】獎 【tokuyo】3D 巧手勁隨身墊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圖書館 

65 【守護健康】獎 
【Philips 飛利浦】多功能

UVC 紫外線消毒殺菌烘乾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66 【果粉歡樂】獎  【Apple 蘋果】ipad mini6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拾、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