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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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8月 24日 

發文字號：107管理字第 009號 

附    件：如文 

 

主 旨：敬邀參加 2018 年 OCLC 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OCLC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uncil Meeting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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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OCLC亞太地區理事會會員大會訂於2018年11月28、
29日(星期三、四)於泰國曼谷舉行，會議詳細資訊及報名網址：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8-19/asia-pacific-regi

onal-council-meetings-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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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團體行程表詳如附件，
若擬派員出席，惠請於 9 月 28 日(星期五)前填妥報名回函，
email至 joy@apexi.com.tw，或傳真(02) 2657-7071，王翊庭小
姐收。 

五、 9月3日(星期一)前完成線上報名享有優惠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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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asia-pacific-regional-council-meetings-home.html
https://www.oclc.org/en/events/councils/2018-19/asia-pacific-regional-council-meetings-home.html
mailto:joy@apexi.com.tw


2018 OCLC泰國亞太年會參訪行程：11 / 26 – 12 / 1 

日期 行 程 活動說明 

11/26(一) 台北-曼谷 

桃園國際機場集合，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機飛往泰國曼谷 

中華航空   

航班：CI 831  

時間 10:15 (臺北) – 13:05 (曼谷)  

下午：13:15抵達曼谷，搭地鐵到飯店 Check in 

      自由活動 

晚上：休息 

11/27(二) 圖書館參訪行程 

上午：參訪 kasetsart university 泰國農業大學圖書館 

下午：參訪當代藝術博物館 (MOCA) 

晚上：休息 

11/28(三) 
OCLC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上午：2018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下午：2018 Membership Conference 

晚上：歡迎晚宴 

11/29(四) 
OCLC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上午：2018 Membership Conference 

下午：2018 Membership Conference 

      APRC Library visit: 參訪Thammasat University 法政大學圖書館 

晚上：休息 

11/30(五) 圖書館參訪行程 

上午：APRC Library visit: 參訪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朱拉隆功大學圖書館  

下午：參訪設計圖書館(TCDC) 

晚上：休息 

12/1(六) 曼谷-台北 

上午：搭機飛往臺北松山機場，回到可愛的家 

中華航空     

航班：CI 834    

時間10:55(曼谷) – 1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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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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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往返機票 

去：臺北-曼谷 CI 831 

10:15(臺北)－13:05(曼谷) 

回：曼谷-臺北 CI 834 

10:55(曼谷)－15:25(臺北) 

NT$12,000 旅行社/自行

刷卡 

※ 全票價格估算，含燃料稅、稅

金、兵險 

※ 實際金額是訂票時航空公司公

告為主，愈晚訂,可能會有

1-2,000的價差。 

研討會報名費用 約 NT$5,859 線上報名時

信用卡付費 

※ US$189*31(匯率) 

泰國簽證 NT$1,500 旅行社/自行

刷卡 

1. 護照正本，效期在 2019/6/1後 

2. 彩色白底照片 2寸 2張(頭部大小

在 3.3~3.5cm之間) 

3. 身份證影本 

住宿 5晚 

Royal Orchid Sheraton Hotel 

and Towers 

皇家蘭花喜來登大酒店 

單人房約 NTD 24,500 

(每晚約 NTD 4,900) 

雙人房約 NTD 24,500 

         NTD 12,250 /人 

(每人每晚約 NTD 2,450) 

三人房約 NTD 30,750 

         NTD 10,250 /人 

(每人每晚約 NTD 2,050) 

旅行社/自行

刷卡 

※ 收據可幫分開提供 

餐飲 約 NT$2,450 自費 ※ 每餐以 NT$350估算(7餐) 

※ 11/28-29 研討會期間餐費已含

在報名費中 

當地交通 約 NT$1,000 自費 含當地地鐵往來、機場飯店往返 

預估金額總計 

 

單人房 NT$ 47,309   

雙人房 NT$ 35,059 

 三人房 NT$ 33,059   

 旅遊平安險請各團員依需求自行辦理。 

 住宿：Royal Orchid Sheraton Hotel and Towers皇家蘭花喜來登大酒店，網址：

http://www.royalorchidsheraton.com/  

http://www.royalorchidsheraton.com/


2018 OCLC APRC 泰國亞太區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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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一)前報名享有優惠價

https://www.eventbrite.co.uk/e/oclc-asia-pacific-regional-council-meeting-2018-tickets-41817420029?discount=

aprc18  

2. 由於團體作業所需時間較長，煩請務必於 9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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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brite.co.uk/e/oclc-asia-pacific-regional-council-meeting-2018-tickets-41817420029?discount=apr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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