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 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  函 
 

 

 

受文者：臺灣 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成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24日 

發文字號：108 管理字第 0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級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 旨：敬邀參加 2019年 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OCLC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2019），請查照。 

說 明： 

一、 教育部自 2006 年起委託臺灣大學圖書館執行「我國加入 OCLC 管理成

員館計畫案」，並組成「臺灣 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運作，感謝貴單位

加入聯盟並支持相關事宜。 

二、 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為促進亞太地區資源共建共享，自 2009年起每年

舉辦會員大會，邀請亞太各國代表與會，報告各國圖書館發展現況與趨

勢，促進會員間經驗交流。 

三、 第十一屆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訂於 2019 年 11 月 20、21 日

(星期三、四)於新加坡聖淘沙島舉行，會議詳細資訊及報名網址：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html 。 

四、 本聯盟擬籌組團體共同參與，以瞭解國際發展趨勢並促進成員館交流，

敬邀 貴單位踴躍參加。8月 16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報名享有優惠價，

並請於 9月 30日(星期一)前填妥報名回函。 

五、 檢送團體行程表如附件，相關行程問題，請洽文崗資訊王翊庭小姐，聯

絡電話：(02)2658-9252轉 524。 

 

地    址：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 4段 1號 
聯 絡 人：鄭岱杰 
聯絡電話：(02)33664559 
傳  真：(02)23693601 
電子郵件：oclctw@gmail.com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html


2019 OCLC新加坡亞太年會參訪行程：11/19-11/23 

日期 行 程 活動說明 

11/19(二) 台北-新加坡 

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機飛往新加坡樟宜機場 

中華航空 

航班：CI 753 

時間 8:20 (臺北桃園) – 13:05 (新加坡樟宜) 

下午：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圖書館 

晚上：休息 

11/20(三) 

OCLC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上午：2019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下午：2019 Membership Conference 

晚上：歡迎晚宴 

11/21(四) 

OCLC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上午：2019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下午：2019 Membership Conference & 

OCLC參訪_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晚上：休息 

11/22(五) 圖書館參訪 

上午：library@orchard或library@harbourfront 

下午：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 

晚上：休息 

11/23(六) 新加坡-台北 

上午：搭機飛往臺北桃園機場，回到可愛的家 

中華航空 

航班：CI 754 

時間14:05(新加坡) – 18:45(臺北) 

備註：本參訪行程之各項安排會因交通及圖書館安排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調整 

OCLC Library visit:  

library@orchard                 11/21(四) 17:00 – 18:00 or 11/22(五) 10:00 – 11:00 

library@harbourfront             11/21(四) 17:00 – 18:00 or 11/22(五) 10:00 – 11:00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11/21(四) 17:00 – 18:00



【2019新加坡 OCLC亞太年會之旅】相關資訊及預估費用 

※ 行程中的各項支出，皆由團員自行支出，預計明細如下： 

項目 預估費用(台幣/人） 繳費對象 說明 

臺北-新加坡往返機票 

去：臺北-新加坡 CI 753  

回：新加坡-臺北 CI 754 

NT$14,900(7/23詢價) 
旅行社/ 

自行刷卡 

全票價格估算，含燃料稅、稅金、

兵險 

研討會報名費用 
8/16前報名：約 NT$3,119 

8/16後報名：約 NT$5,324 

線上報名時

信用卡付費 

※ 前報名：US$99*31.5 

(匯率 31.5) 

※ 後報名：US$169*31.5 

(匯率 31.5) 

簽證 免簽   

住宿 4晚 

 

單人房約 NTD 26,216 

(每晚約 NTD6,554 ) 

雙人房約 NTD28,420 

        NTD 14,210 /人 

(每人每晚約 NTD 3,553) 

至 OCLC專

屬網站訂房

&自行刷卡 

單人房 SGD$1,130(含稅) 

(匯率 23.2) 

雙人房 SGD$1,225(含稅) 

(匯率 23.2) 

餐飲 約 NT$2,500 自費 

※ 每餐以 NT$500估算(5餐) 

※ 11/20-21 研討會期間餐費已

含在報名費中 

交通(機場→飯店→機場) 免費接送 自費 

Village Hotel Sentosa 

Telephone: +65 6512 2202 

Email: info.vhs@fareast.com.sg 

預估金額總計 

(以 8/16後報名計算) 

單人房 NT$ 48,940 
  

雙人房 NT$ 36,934 

 旅遊平安險請各團員依需求自行辦理。 

 會議資訊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html 

 報名網站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registration.html 

 住宿：Village Hotel Sentosa 

網址：https://www.villagehotels.com.sg/en/hotels/village-hotel-sentosa  

OCLC與會者專屬訂房網頁：https://www.villagehotels.com.sg/en/deals/oclc-conference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html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registration.html
https://www.villagehotels.com.sg/en/hotels/village-hotel-sentosa
https://www.villagehotels.com.sg/en/deals/oclc-conference


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圖書館 

https://mylibrary.sutd.edu.sg/gallery 

SUTD圖書館採取了大膽的舉措，創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學術圖書館，以支持新加坡第四大學獨特

的教學法和基於群組的學習和深入研究。 

它強調鼓勵互動，讓顧客參與無縫地利用現有的大量信息。圖書館為顧客提供一系列創新技術和解

決方案：發現，學習，分享和連接。圖書館以其在技術和設計領域豐富的獨特資源的使用為榮。 

 
SUTD圖書館館，2014年新加坡總統設計獎得主。 

 

 

 

https://mylibrary.sutd.edu.sg/gallery


拉薩爾藝術學院 

https://www.lasalle.edu.sg/ 

http://elib.lasalle.edu.sg/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HOME 

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校舍原依科系不同而散落於新加坡市區，並無單一完整的校區，有鑑於此，

該校於去年六月啟用其新校區，為單一區塊六棟式建築，造型設計相當現代，各棟皆有不同的功能，

但又有天橋相互連結並佐以落地式的透明玻璃，企圖打破藝術獨門別類的藩籬，讓不同科系的學生

皆能發掘非本科藝術之美。 

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拉薩爾藝術學院，將學院都市公共藝術化，利用空間上的設計，讓學校和城市

間的公私領域範圍，呈現一種融合又能界定的視覺界線。 

整體建築物，好比一大塊表面崎嶇不整的乳酪，三刀六個切口的通道，平均分配每一面，讓學院和

城市間暢行無阻；而因通道的切割，將原本一整體建築物，界定為六個區塊，每一個區塊的立面，

皆採用由不同形狀玻璃所構成的，好比鑽石切面的大型有機體。六個開口的設計，使建築物和建築

物之間的空間，好比峽谷，利於空氣間的對流，而則藝術峽谷的構成，使得大量的光線，灑入室內。

而在建築物朝向外面的立面上，建築師利用了黑石、鋁版，與內部的玻玻璃和鋼，呈現強烈的對比，

而不對稱的開口，塑造出藝術學院觀看城市的趣味。 

 

https://www.lasalle.edu.sg/
http://elib.lasalle.edu.sg/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HOME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8Ou4JRSBghHERO7FGNZFgw


Library @ Esplanade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 

https://www.nlb.gov.sg/VisitUs/BranchDetails/tabid/140/bid/336/Default.aspx?branch=library%40esplanade 

新加坡第一個藝文主題的公共圖書館，館內收藏了大量關於音樂，舞蹈，喜劇和電影的書籍和多媒

體資料。館內還有放映室，多媒體工作室，鋼琴練習室可供出租。是新加坡首個致力於表演藝術的

公共圖書館。  

library @ esplanade還提供音樂，舞蹈，戲劇和電影等方面的信息和服務。除了收藏品，圖書館還

舉辦各種表演藝術相關的節目和展覽。 

 

   

   

https://www.nlb.gov.sg/VisitUs/BranchDetails/tabid/140/bid/336/Default.aspx?branch=library%40esplanade


2019 OCLC APRC 新加坡亞太區年會  報名回函 

姓名 
中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英文： 身分證字號  

單位名稱/組別 
中文：  

英文： 

職稱 
中文：  護照號碼  

英文：. 護照效期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傳真電話  

地址  

緊急連絡人  
連絡

電話 
 地址  

餐食及住宿 

需求 

餐食：素食  無飲食要求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宿需求： 

單人住宿    

雙人住宿，室友 _______________ 

三人住宿，室友 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OCLC APRC 報名網址如下，建議欲參加成員盡早報名，8/16(五)前報名享有優惠價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html。 

2. 由於團體作業所需時間較長，煩請務必於 9 月 30 日前填妥此報名表，Email 至 

joy@apexi.com.tw，或傳真至(02)2657-7071，王翊庭小姐收。 

3. 由於此為團體參訪行程，須配合 團進團出 之規定，無法受理私人行程安排。 

4. 費用繳納方式：研討會相關費用配合 OCLC 作業，其餘費用皆由團員自費參加。 

5. 取消規定：因屬團體行程若因取消影響成本結構者，依實際情況負擔差額，若無影

響則依實際發生之成本沒收部分或全額作業金。 

6. 洽詢電話：(02)2658-9252 ext.524 王翊庭。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9-20/library-futures-singapore.html
mailto:joy@apex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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