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大會時間：107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9 時至 17 時 30 分 

大會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樓演講廳 

出席人數：159 個單位（含親自出席 156 個單位，委託出席 3

個單位）本會應出席 179 會員單位 

主    席：陳理事長光華 

記    錄：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典藏課 李美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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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樓演講廳 

壹、大會開幕式（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致辭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林寬裕局長  致歡迎詞 

貳、團體合照 

 

參、專題演講（略） 

講  題：城市與閱讀：桃花源中的文字流變 

引言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主講人：羅布森書蟲房  郝荷麗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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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頒獎 

頒獎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柯皓仁副理事長 

一、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姜義臺專員（靜宜大學圖書館） 

二、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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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圖書館 

中 部 分 區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南 部 分 區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 

東 部 分 區 慈濟大學圖書館 

四、各委員會推薦 106 年度傑出表現者 

慈濟大學圖書館 

五、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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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4,000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3,281 

政治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261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244 

清華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199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1,021 

中正大學圖書館  987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950 

中興大學圖書館 722 

交通大學圖書館 677 

六、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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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525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28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143 

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  117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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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服務件數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107 

七、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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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476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圖書館 349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320 

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99 

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圖書館 143 

八、106 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六名專門圖書館 

圖書館 服務件數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1,999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92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29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118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11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108 

九、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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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82 

國立臺灣圖書館 60 

高雄市立圖書館 30 

桃園市立圖書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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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英一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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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地點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樓 

二、投票方式 

本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選舉方式請在勾選欄打「V」記號。應選理事十五名，

至多勾選十五名，超出則視為廢票，建議每一類別至少勾選一名；應選監事五

名，至多勾選五名，超出則視為廢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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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注意事項 

勾選好之選票，請親自摺疊後投入票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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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選務工作人員 

（一）第十四屆理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黃文樺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張雅婷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黃文樺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英一監事 

（二）第十四屆監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古文君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張素娟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古文君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林麗娟理事 

柒、專題座談：從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的建置談合作典藏（略） 

引言人：柯皓仁副理事長 

主講人：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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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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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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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已於 106 年 4 月 24 日檢送相關資料至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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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107 年舉辦）承辦單位。 

決  議：107 年度會員大會由新北市立圖書館承辦。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提 案 人：交通大學圖書館 

案  由：懇請協會建置電子資源授權館際合作查詢系統。 

決  議：請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NDDS 工作團隊參考，納入系統後續

辦理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 

提 案 人：臺南大學圖書館 

案  由：建議更新全國文獻傳遞系統複印申請表上 Ariel 的傳遞方式。 

決  議：請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NDDS 工作團隊參考，並研擬適當因

應做法。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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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社會司作業規定辦理。 

二、107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業經 106 年 12 月 22 日第十三屆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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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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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 107 年 3 月 21 日第十三屆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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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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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概算表，已於 106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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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推舉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08 年舉辦）之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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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108 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為淡江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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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修改本會章程第十七條理事會之職權說明、第三十一條理事會及常務

理事會之召開時間。 

辦  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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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訂年度工作計畫、報

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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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第六

項。 

第三十一條 

理、監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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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理事會

及常務理事

會之召開時

間。 

決  議：照案通過，並將第三十一條之條文說明修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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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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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第十四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林英一監事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理事當選名單 

107.05.31（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曾淑賢 98 國家圖書館館長 

2 柯皓仁 96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3 陳光華 90 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4 宋雪芳 69 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 

5 王錦華 63 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6 蔡明月 63 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7 邱子恒 61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館長 

8 王健文 55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9 莊裕澤 55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主任 

10 林麗娟 53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長 

11 潘政儀 48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 

12 鄭來長 46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 

13 楊智晶 45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14 袁賢銘 42 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 

15 林文源 39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理事候補名單 

107.05.31（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李婷媛 36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組長 

2 黃明經 34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館長 

3 張慧瑾 3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館組長 

4 林聖智 3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 

5 張曉玲 31 臺中市立圖書館館長 

說明： 

理事備 2 與備 3：黃明經館長與張慧瑾組長同票，以抽籤方式決定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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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監事當選名單 

107.05.31（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洪世昌 91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2 林玲君 5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主任 

3 閔蓉蓉 55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4 蔡榮婷 55 中正大學圖書館館長 

5 李宜涯 54 中原大學圖書館館長 

四、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監事候補名單 

107.05.31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彭勝龍 47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壹拾、茶敍暨摸彩活動 

主持人：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典藏課  莊雅因小姐、吳菁菁小姐 

摸彩人：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王錦華館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張素娟秘書長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邱子恆館長 

        輔仁大學圖書館            林麗娟館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胡豫湘館長 

        交通大學圖書館            袁賢銘館長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林孟玲副研究員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光華理事長 

序號 獎品名稱 得獎者 所屬單位 

1 
(理事長獎)小米掃地

機器人 
陳梅珠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2 
(理事長獎)ASUS 

Zenfone 5 
洪佳琪 逢甲大學圖書館 

3 
雀巢 NESCAFE 膠囊咖

啡機 
胡智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 

4 歐姆龍上臂式血壓計 連思婷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圖書館 

5 

Recolte 日本麗克特

Quilt格子三明治

機、德國 Healthhead

迷你負離子空氣清淨

機 

黃文樺 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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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品名稱 得獎者 所屬單位 

6 
國際負離子柔風速乾

型吹風機 
張鳴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7 
Tokuyo 3D巧手勁隨

身墊 
朱保華 國立故宮博物院 

8 
Tokuyo 3D巧手勁隨

身墊 
黃宇馨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9 
歌林負離子電子除濕

機 
許櫂埕 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 

10 
歌林負離子電子除濕

機 
張齊家 嘉義大學圖書館 

11 
富士通負離子空氣清

淨機 
郭雪蓉 成功大學圖書館 

12 
富士通負離子空氣清

淨機 
吳昱潓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13 
日象微電腦定時烘被

機 
曾麗芬 銘傳大學圖書館 

14 
日象微電腦定時烘被

機 
袁賢銘 交通大學圖書館 

15 
聲寶 3D 溫熱肩頸按摩

器 
林妙潔 高雄市立圖書館 

16 
聲寶 3D 溫熱肩頸按摩

器 
徐瓏瑜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17 蒸氣拖把 林玳安 淡江大學圖書館 

18 

SAGE組盒包 (含 3M

抗 UV太陽眼鏡、MINI

高音質藍芽喇叭、速

充免帶線行動電源) 

高舉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19 
無線藍芽歡唱 KTV麥

克風 
林麗娟 輔仁大學圖書館 

20 
無線藍芽歡唱 KTV麥

克風 
姜義臺 靜宜大學圖書館 

21 智慧超薄行動電源 簡伯宜 靜宜大學圖書館 

22 智慧超薄行動電源 熊富玉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 

23 智慧超薄行動電源 沈青縈 臺北大學圖書館 

24 智慧超薄行動電源 鍾和瑄 致理科技大學圖書館 

25 智慧超薄行動電源 黃惠珍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26 歌林溫熱揉捏按摩器 王春香 中興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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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品名稱 得獎者 所屬單位 

27 歌林溫熱揉捏按摩器 施毓琦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28 歌林磨豆機 廖良田 臺北市立文獻館 

29 歌林磨豆機 謝碧玲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30 藍芽水舞音箱喇叭 周倩如 陽明大學圖書館 

31 藍芽水舞音箱喇叭 李玲蘭 中正大學圖書館 

32 藍芽水舞音箱喇叭 陳綉麗 臺中市立圖書館 

33 摺疊全罩式藍芽耳機 古春梅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34 摺疊全罩式藍芽耳機 謝鳳珠 陸軍專科學校資訊圖書中心 

35 
趣味郵筒雙邊喇叭行

動電源 
黃秀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36 
趣味郵筒雙邊喇叭行

動電源 
謝靜儀 聯合大學圖書館 

37 
趣味郵筒雙邊喇叭行

動電源 
陳楊正光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資圖中心圖書館 

38 
歌林雙層防燙不銹鋼

筷煮壺 
謝惠雯 台北市立美術館 

39 
歌林雙層防燙不銹鋼

筷煮壺 
任台勝 國立台灣美術館 

40 聲寶電動刨冰機 陳秀琴 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 

41 聲寶電動刨冰機 宋志華 臺灣大學圖書館 

42 歌林空氣清淨機 張素娟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43 歌林空氣清淨機 林上資 臺灣海洋大學圖書曁資訊處 

44 風扇 LED 護眼檯燈 何靜怡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45 風扇 LED 護眼檯燈 鄭又綾 清華大學圖書館 

46 風扇 LED 護眼檯燈 許良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47 風扇 LED 護眼檯燈 洪稜喻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48 風扇 LED 護眼檯燈 毛再珍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49 小米手環 2 李玲玲 臺南大學圖書館 

50 小米手環 2 林均憶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51 小米手環 2 顏憶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52 小米手環 2 黃雁鈴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53 小米手環 2 蔣台華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54 
SUMER usb充電隨行

果汁機 
邱培源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55 
SUMER usb充電隨行

果汁機 
葉一蕾 國家教育研究院圖書館 

56 聲寶鬆餅機 陳玫儒 臺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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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聲寶鬆餅機 林佳穎 臺北市立圖書館 

58 旺德 藍芽隨身音響 陳家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59 旺德 藍芽隨身音響 曲惠君 醒吾科技大學資訊圖書處 

60 旺德 藍芽隨身音響 沈昱如 亞東技術學院圖書資訊處 

61 旺德 藍芽隨身音響 林孟玲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

心 

62 旺德 藍芽隨身音響 胡豫湘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壹拾壹、參觀新北市立圖書館江子翠分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