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第 8 屆第 3 次理事及第 4 次監事暨各委員會 

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95 年 11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  點：臺灣大學圖書館 3樓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項 潔、黃鴻珠、曾淑賢、劉吉軒、孫春在（李美燕代）、余顯強、陸 敏、

詹麗萍、梁康馨、謝文真（林秀娟代）、羅夢娜（吳李長代）、梁美玉、朱延

平（李玉綏代） 

請假人員：廖又生、楊智晶、梁恆正、劉漢榆、吳壽山、林光美、謝小芩、鄭友仁、 

莊芳榮 

列席人員：徐小鳳、韓竹平、童敏惠、張素娟、王國聰、林雅惠、張慈玲、吳姿慧、鐘

尹萱、李剛毅 

主 席：項理事長潔                                             記錄：鐘尹萱 

 

壹、主席報告(項理事長潔) 

  一、協會將與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合力推動臺灣地區加入OCLC Governing Members

成員館一事，冀能提供國內圖書館更多元的服務，細節待會向各位簡報說明。 

二、請在座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待會報告委員成員名單及年度工作計畫。 

三、為因應NDDS收取年費一事，本次會議將討論對NDDS需求量少且經費有困難的會

員館，提供文獻傳遞轉介服務機制。 

 

貳、會務報告(徐秘書長小鳳) 

一、秘書處專員職務自9月1日起由鐘尹萱小姐接任。 

二、感謝出版委員會廖主任委員又生館長帶隊出席由中科院國家科學圖書館主辦、

協會協辦，於今年8月5-6日在北京召開的《海峽兩岸圖書館學情報學期刊回顧

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代表團於會中共計發表六篇論文，在最近一期協會會訊上

將先刊載論文簡報資料，完整論文經彙整後另行刊登。 

三、由臺灣大學與北京大學圖書館主辦、本協會海峽兩岸資訊交流委員會合辦的《海

峽兩岸大學圖書館建築學術研討會》將於11月25-26日在臺灣大學圖書館國際會

議廳舉行。 

項理事長：兩天的研討會屆時將有包含北京大學等三十多位圖書館館長參與，

歡迎踴躍參加。 

四、明（96）年會員大會由臺北市立圖書館承辦，在此提醒請市圖召集會議籌備委

員會，商討開會日期、地點、議程、經費預算等要項。 

五、負責協會網頁維護管理的迪吉娃網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約期將滿，自11月起協

會網路主機及網頁維護委託臺大圖書館管理，各委員會請將活動訊息提供至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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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電子信箱ilca@ilca.org.tw，以俾登載於網頁。亦請大家多利用協會網站

（http://www.ilca.org.tw/），各項訊息可由此網站得知。 

六、財務報告：協會截至9月30日之收支月報表參見吳姿慧會計提供之會議資料所附。 

七、本會與其他機構的合作：已推動六年成立之「中華語文著作權仲介協會」，項理

事長與徐秘書長當選董事，莊顧問與顧榮譽理事長當選為監事；徐秘書長與鐘

專員於10月5日參加由臺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的「陪他抗憂鬱，親情友情

有益病情」記者會，會中得知臺北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已將社會服務納入其組

織工作項目，並能利用部落格串聯等方式進行活動推展;徐秘書長於10月19日參

加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與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共同舉辦之研討會。 

項理事長：憂鬱症近來已成影響社會生產力和健全發展的文明病之一，相當值

得重視。協會亦可規劃主辦或與其他單位合辦具有公益性質的活

動。 

 

參、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報告(韓副秘書長竹平) 

一、第8屆第1次會員大會提案二「擬修改協會章程第五條會址條文」，決議會址隨理

事長辦公處所異動，本屆會址將修改為「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1號，臺大

圖書館內」，惟此決議依程序仍須經明（96）年會員大會提案確認。然為便於業

務處理，目前協會辦公通訊地址及電話、傳真等聯絡方式均已公告更正。（電話：

02-23648412、傳真：02-23649512） 

 

二、第8屆第1次會員提案五、六、七有關「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收取使用費」一

事，上次會後持續與政策中心聯繫，經其內部討論後之決議有以下五點： 

（一）同意區分NDDS之會員為館合協會會員及非館合協會會員二種，並採不同的   

     收費。  

（二）因考量目前會員中有290多個單位使用量全在200件以下，為免其退出，因此，

上列二者收費不宜過大，經討論，決定自96年起為館合協會會員者年會為

2000元；非館合協會會員者為3000元。 

（三）對於館合協會會員購買政策中心之出版品，則給予8折之優惠價。 

（四）政策中心更重視的是聯合目錄的維護和更新，因此，將對貢獻聯合目錄者訂   

   出回饋機制。 

（五）希望政策中心與館合協會是在雙贏的考量下，彼此合作。 

    惟協會為求能提供對NDDS年需求量少且經費編列困難之會員館更實質的服

務，本次會議待會將討論協會是否提供文獻傳遞轉介服務。 

  

 三、有關「協會理監事遇館長卸任之遞補方式」一案，決議為原則上仍由候補人

員遞補，但原任監事於卸任單位代表人後亦可以個人會員名義繼續留任。上

次會後已向提出意見圖書館說明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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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案(林秘書雅惠) 

一、推動臺灣地區加入 OCLC Governing Members 成員館一事 

項理事長：教育部支持國內圖書館集體加入 OCLC 管理成員館一事，並委請臺大

圖書館代表與 OCLC 亞太地區總裁洽談。加入 OCLC 管理成員館可使

用 Worldcat、LC Authority File 等資源，節省西文圖書編目人力

成本，對西文編目效益非常大，另可透過選舉為臺灣取得一席 OCLC

會員理事會亞洲區代表，對國家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臺大張素娟組長：簡報「推動臺灣地區加入 OCLC 管理成員館」。（附件 1） 

項理事長：接下來計畫赴北、中、南、東各區舉辦說明會，預計舉辦 15-20 場，

每場約邀請 15 所圖書館參加，以 150 館加入成為 OCLC 管理成員館

為目標。協會將先組成推動團隊分區負責說明會聯繫工作，及協助

安排說明會場地，而說明會之庶務由協會支援。 

中興詹館長：邀請參加 OCLC 管理成員館是否以協會會員館為主要對象？ 

項理事長：以有大量西文圖書編目需求的圖書館為主要對象。 

淡江黃館長： 1.以 150 館加入成為 OCLC 管理成員館為目標是否為 OCLC 議定之   

       館數？ 

2.簡報中 Worldcat 等資源可「無限使用」之定義須釐清，是否

包含一般讀者？ 

項理事長:1.OCLC 並未對參加館數設限，150 館是我們自己設定的目標。 

2.Worldcat 等資源可「無限使用」只限於館員部分，將予以修正。

至於有關讀者的權益，將繼續向 OCLC 爭取。 

淡江黃館長：簡報中提及 OCLC 在聯盟組成初始提供免費教育訓練，有關中文書

目資料上傳的技術性問題是否可請他們協助解決？ 

項理事長：OCLC 建議臺灣地區參加館成立聯盟以代表與 OCLC 簽約，因此上述

問題或有關 OCLC 管理成員館各項問題，未來將可由聯盟討論解決

方式，或由聯盟代表與 OCLC 商議，甚至可透過選舉過程讓臺灣取

得之一席 OCLC 會員理事會亞洲區代表，更可於理事會上提案討論。 

北市圖曾館長：公共圖書館因適合參加的館數較少，建議與大專院校圖書館合  

       併一同舉辦說明會。 

項理事長：有勞請曾館長協助規劃邀請公共圖書館參加說明會之相關事宜。 

此外，目前臺灣地區已有 23 個圖書館加入 OCLC 管理成員館，將針

對這 23 館另外辦理說明會，期能獲取一些具體意見。 

中興詹館長：說明會主要內容為何？建議需在通知時即提醒各館館長說明會的

重要性。 

項理事長：1.說明會主要內容為解說加入 OCLC 管理成員館理由，及管理成員館

的權利與義務。 

2.說明會屬決策性質，請各館館長或指派具決策力的代表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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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規劃：11 月 6 日前確定協助舉辦說明會之圖書館及邀請參加

說明會的名單；11 月 13 日當週擇日邀請協助舉辦說明會之圖書

館館長或承辦人參加“工作坊＂，說明舉辦說明會的方式及流

程。 

北市圖曾館長：有意願加入者是否規定其編目品質的水準？ 

項理事長：目前僅先強調加入後可為圖書館西文編目增加的效益，有意願者即

歡迎加入。 

世新余館長：有關教育部連續 3年補助加入 OCLC 管理成員館年費一事，由於各

館每年均須編列預算，如何因應教育部終止補助後的年費分擔問

題？ 

項理事長：臺大提出 7年計畫，前 3年為教育部完全補助，之後採循序漸進方

式遞減，預計至第 7年由參加館自行支付，有使用者付費的觀念，

方能永續經營。此外，大家加入後倘認為效益不錯，則必須設想持

續經營機制。 

 

二、協會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及年度計畫報告（附件 2） 

項理事長：請各主委補充報告。 

會務設計委員會曾主委：於 9月 19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為瞭解會員對協會的需

求，已分工請各委員協助調查，以做為會務設計參考。 

學術活動委員會余主委：擬於 2007 年 3、4 月間舉辦國際研討會，將盡量自籌

經費，待初步規劃確定後再提會報告。 

館合促進委員會劉主委：1.年度工作計畫之一「海峽兩岸圖書館學與情報學期

刊發展論壇」已如期完成。 

2.10 月 27 日與中研院計算中心合辦「2006 年數位化

論文典藏聯盟：機構典藏研討會」。 

3.將與會務設計委員會討論館際間合作相關議題。 

南部分區委員會吳秘書：已於 10 月 13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有關工作計畫

之一「舉辦專題演講及研討會」，預計辦理 2-4 場，

目前正與成功大學等圖書館洽談中。 

中部分區委員會李秘書：於 10 月 5 日舉辦「圖書館技術服務部門的未來」研討

會，已順利完成，活動成果經彙整後提報協會。 

 

伍、討論案(林秘書雅惠) 

一、案由：為解決本會會員在文獻傳遞業務上之困擾，本會是否提供文獻傳遞轉介

服務，提請 討論。 

提案人：秘書處 

說明：1.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之全國文獻傳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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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系統（NDDS）於今（95）年起採收費服務，凡使用該系統者每年至

少需繳交基本費新臺幣 2000 元。 

2.本協會館藏量少且文獻影印需求少之會員反應每年已繳交本會會員年

費 3000 元，無法再支付該項費用。 

3.為協助本協會前項會員解決困擾，並加強協會對會員實質幫助，建議

由本協會提供文獻轉介服務，提請 討論。 

辦法：1.本會文獻轉介服務僅限館合申請量每年低於 10 件且單位經費編列困難

之會員使用。 

2.於本會網頁上增設文獻轉介服務，供會員填寫擬申請之書目等資料。 

3.本項轉介服務由本會委託交通大學圖書館，或本會會員館具意願者辦

理，作業流程等細節均由委辦單位規劃執行。 

註：近二年文獻複印申請件數 10 件以下之單位統計： 

近二年申請件總數 單位數 小計 

0 件 170 170 單位 

1 件 9 

2 件 7 

3 件 4 

4 件 7 

5 件 3 

6 件 6 

7 件 6 

8 件 6 

9 件 2 

10 件 4 

54 單位 

臺大圖書館童敏惠組長：為服務會員館，擬於協會網頁上增設文獻轉介服務，

並經交通大學圖書館同意，願承接辦理本服務，並規

劃執行作業流程等細節。 

交大李組長：已規劃執行細節。 

項理事長：1.感謝交大圖書館同意協助，希望於明年 1月 1日前可完成。透過

此轉介服務，文獻影印需求少之會員館雖可免繳 NDDS 年費，但使

用轉介此服務仍會酌收費用。 

2.自今年 10 月 1 日起，凡是協會會員館與臺大圖書館互借圖書，不

必再另行簽約，即可利用 NDDS 互借圖書，惟有實體借書證需求之

圖書館仍可與本館簽約。 

淡江黃館長：雖然已有館合協會，但國內各圖書館間互借圖書大多仍需另外簽

約，且國內有許多聯盟組織，應該設法簡化。 

項理事長：1.雖然有館合協會，但為因應各館不同需求，不同聯盟的產生無可

厚非，館合協會只能求最大公約數，盡量減輕會員館負擔，此外，

協會亦各方設想如何增進對會員館的服務。 

2.有關簡化互借圖書簽約程序及一卡通用之構想等，建議會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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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協助思考改進方式。 

3.另有關目前國內多種圖書館學方面的期刊出現出刊稿源重疊且編

輯人力重複投入等問題，請學術活動委員會協助思考如何加以結

合分工。 

決議：通過協會對年使用量小於 10 件的館員提供文獻轉介服務，並委請交通

大學圖書館協助規劃執行相關細節。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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