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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3 屆第 10 次常務理事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4 年 8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國家圖書館 188 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梅玲常務理事、宋雪芳常務理事、林珊如常務理事、邱炯友常務理事、 

柯皓仁常務理事、陳昭珍常務理事、曾淑賢常務理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列席人員：林巧敏祕書長、陳慧娉副祕書長、林敏秀會計、胡南星幹事 

請假人員：呂春嬌常務理事、林呈潢常務理事、蔡明月常務理事 

 

主席：薛理桂理事長                                               記錄：胡南星 

一、主席致詞（略） 

二、確認第 53 屆第 9 次常務理事會議紀錄（略） 

三、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 

1. 已正式行文通知獲得出國獎助金補助者。 

2. 《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聘任案，業已完成聘書製頒作業。 

3. 多年未繳會費之會員以 mail 通知後，於 8/21 進行出會作業。 

4. 年會專題演講貴賓與研討會演講者，由研究發展委員會邀請中。 

(二)會務報告 

1. 函送修訂「圖書館統計標準」國家標準建議書乙份給經濟部標準檢驗局。(7
月 7 日) 

2.進行百年專書系列「公共圖書館」作者稿費撥付作業。(7 月 21 日) 
3. 召開「2015 臺灣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大票選」工作會議。(7 月 21 日) 
4. 神學圖書館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賢淑館長因退休請辭主委一職，8 月 1 日起由莊

秀禎(中華福音神學院)副主任委員代理。(7 月 23 日) 
5. 函請外交部轉知駐外代表處惠予協助照應我國參加 2015 年 IFLA 年會之參訪

團(7 月 28 日)，該部業於 8 月 3 日行文駐開普敦辦事處請其提供協助。 
6. 本會擔任第二屆玄覽論壇協辦單位，補助活動費用 45,876 元。(8 月 6 日至 7

日) 
7. 第 54 屆理監事選舉候選人參考名單討論會議於 8 月 24 日召開。 
8. 本會與國立臺灣圖書館合作申請 Google 慈善基金，已收來自 Google 捐款 5

筆，指定用途於國立臺灣圖書館修復中山樓仕女屏風畫作，總計入帳新臺幣 764,758
元，已發文請國立臺灣圖書館辦理請款作業。 

9. 104 年度研習班辦理情形： 

序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上課 
人數 

辦理情形 

1 
量身訂作圖書館服務：分齡

分眾終身閱讀研習班 
6/8-6/12 

五天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 招生人數不足，不開班。

2 數位策展暨數位人文學研 6/22-6/26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館暨社 -- 招生人數不足，不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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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上課 
人數 

辦理情形 

習班 五天 會科學資料中心 

3 
圖書館使用者體驗與服務

設計研習班 
7/6-7/10 

五天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

暨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36 已結業 

4 
學術傳播與數位出版研習

班 
7/13-7/15 

五天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 招生人數不足，不開班。

5 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 
7/13-7/17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館 29 報名中 

6 
翻轉圖書館系列2：學習搖

滾區‧空間大翻轉研習班

7/20-7/24 

五天 
國立清華大學圖書館 14 已結業 

7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0-7/24 

五天 
國家圖書館 34 已結業 

8 
圖書館公共關係與價值提

升研習班 
7/20-7/24 

五天 
世新大學圖書館 27 已結業 

9 資訊組織進階班 
7/27-7/29 

三天 
國家圖書館 20 已結業 

10 
開放資料與巨量資料之應

用與發展趨勢研習班 
7/27-7/31 

五天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 
45 已結業 

11 
A＋圖書館：圖書館經營管

理與啟發研習班 
8/3-8/7 

五天 

國立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

處 
24 已結業 

12 
圖書資訊管理考訓用研習

班 
8/10-8/14 

五天 
臺北市立圖書館 33 已結業 

13 
圖書文獻的修護與保存研

習班 
8/24-8/28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館 39 上課中 

總計 301 
 
10.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情形：長青會員委員會召開第 2 次會議(7 月 1 日)、國際關

係委員會召開第 4 次會議暨 2015 IFLA 年會行前會議(7 月 13 日)、長青會員委

員會召開第 3 次會議(8 月 10 日)。 
11.會員異動情況： 

(1)多年未繳會費之會員於 8/21 進行出會作業，共 251 名。本會目前會員人數

共計 1,816 名，其中團體會員 422 單位、個人會員 461 名、學生會員 310 名、

永久會員 623 名。 
(2)自民國 104 年 6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學會會員異動名單：團體會員增加 1 單

位(國防醫學院圖書館)、出會 29 單位(大安鄉立圖書館等)；個人會員增加 5
名(馮谷鳳、蕭浚垠、倪文君、廖美娟、張彩娟)、出會 108 名(王貞雲等)；
學生會員增加 1 名(林立雅)、出會 114 名(丁培涵等)。 

(3)截至 104 年 8 月 25 日止會員繳費情況： 
項    目 會員基本數 已繳 104 年費 尚未繳費 
團體會員 422 34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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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 461 199 262 
學生會員 310 51 259 
永久會員 623 623 X 
總    計 1,816 1,215 601 

(三)財務報告 

1.本會 104 年 6 月至 7 月收支明細表。(參見如下) 
說明：(1)104 年 6 月收入 60,875 元，支出 72,725 元，本期餘絀-11,850 元。 

(2)104 年 7 月收入 334,240 元，支出 316,485 元，本期餘絀 17,755 元。 
(3)本會 104 年 1 月至 7 月的累積收入 1,243,206 元，累積支出 1,037,286

元，累積餘絀為 205,920 元。 
(4)6 月至 7 月捐款明細：彭慰(5,000 元)。 

6 月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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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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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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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 104 年度研習班收支報告。 

(1)104 年度研習班原預計召開 13 班，除 3 班人數不足外，計有 10 班辦理完成，招收

學員數 301 人次。目前有 7 班進行核銷，收入為 1,223,900 元，支出為 1,127,689
元，結餘為 96,211 元，學會另收到行政管理費 65,000 元。 

編

號 
研習名稱/招收人數 

研習 
時間 

承辦單位 
班員

人數

場地費 
(清潔費) 

學會行政

管理費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1 
量身訂作圖書館服務：分

齡分眾終身閱讀研習班

(預計招收80人) 

6/8-6/12 
五天 

國立公共資訊

圖書館 0 0 0 0 0 0 未開班 

2 
數位策展暨數位人文學

研習班(預計招收60人) 
6/22-6/26 
五天 

國立政治大學

圖書館暨社會

科學資料中心 
0 0 0 0 0 0 未開班 

3 
圖書館使用者體驗與服

務設計研習班 (預計招收

60人) 

7/6-7/10 
五天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館暨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36 44,000 10,000 216,000 199,476 16,524   

4 
學術傳播與數位出版研

習班(預計招收30人) 
7/13-7/15 
五天 

國立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0 0 0 0 0 0 未開班 

5 
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 
(預計招收60人) 

7/13-7/17 
國立臺灣圖書

館 29 15,000 10,000 172,500 171,311 1,189   

6 
翻轉圖書館系列2：學習

搖滾區‧空間大翻轉研習

班(預計招收60人) 

7/20-7/24 
五天 

國立清華大學

圖書館 14 125,700 10,000 125,700 125,593 107
未支人事

費 

7 
資訊組織基礎班(預計招

收55人) 
7/20-7/24 
五天 

國家圖書館 34 10,000 10,000 202,200 140,911 61,289
未支人事

費 

8 
圖書館公共關係與價值

提升研習班(預計招收60
人) 

7/20-7/24 
五天 

世新大學圖書

館 27 0 5,000 160,500 160,500 0   

9 
資訊組織進階班(預計招

收55人) 
7/27-7/29 
三天 

國家圖書館 20 6,000 10,000 78,200 78,200 0
未支人事

費 

10 
開放資料與巨量資料之

應用與發展趨勢研習班

(預計招收70人) 

7/27-7/31 
五天 

國立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45 50,000 10,000 268,800 251,698 17,102   

11 
A＋圖書館：圖書館經營

管理與啟發研習班(預計

招收60人) 

8/3-8/7 
五天 

國立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24  0 尚未核銷 

12 
圖書資訊管理考訓用研

習班(預計招收40人) 
8/10-8/14 
五天 

臺北市立圖書

館 33  0 尚未核銷 

13 
圖書文獻的修護與保存

研習班(預計招收50人) 
8/24-8/28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39  0
開班中 
尚未核銷 

合計      10 班 301 250,700 65,000 1,223,900 1,127,689 96,211   

說明： 
學會需另外繳交二代健保投保單位補充保費。 
12 月將撥付各承辦單位盈餘拆帳比例 0%~40%，最高上限新台幣 3 萬元。(各承辦

單位可自行決定是否領回盈餘或回饋學會) 
指示事項：建議開授數位學習課程，請教育委員會列入來年課程規畫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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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申請韋棣華獎助金出席國際會議 1 案，提請討論。(祕書處 提) 

說明： 

一、美國韋棣華基金會為鼓勵圖書資訊學界之相關人員參與國際會議，每年度補助三名

至五名，其中以參加 ALA 發表者為優先，海報發表者以二名為限。出國獎助現有

經費為新台幣 103,366 元，近三年核定補助情形如下： 
1.101 年度  核定 4 人，實支金額新台幣 156,811 元整。 

(1)林宛儀(臺北市立明倫高中教師兼圖書館服務推廣組長)，ALA 年會海報，全額 NT$  
44,973(機票 36,000)。 

(2)李昱瀅(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ALA 年會海報，全額NT$ 37,857(機
票 35,000)。 

(3)黃元鶴(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IFLA 年會論文，全額NT$ 66,208(機票 50,000)。 
(4)吳寂絹(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生)，ASIS&T 年會論文，全額 NT$ 

7,773(未申請機票)。 

2.102 年度  核定 2 人，實支金額新台幣 84,531 元整。 
(1)孟文莉(國立臺灣圖書館編輯)，ALA 年會海報，全額NT$68,048(機票 59,000)。 
(2)許瓊惠(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祕書室主任)，IFLA 年會海報，半額 NT$16,483(機票 7,800) 

(101 年海報展第 3 名)。 

3.103 年度  核定 3 人，實支金額新台幣 159,603 元整。 
(1)張映涵(國立臺灣圖書館研究助理)，IFLA 年會海報，全額 NT$65,745(機票 46,800) (學會

2013 海報展第 2 名)。 
(2)何健豪(臺北市立圖書館分館主任)，IFLA 年會海報，半額 NT$32,278(機票 22,807) (學會

2013 海報展第 3 名)。 
(3)林志鳳(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擔任 IFLA 委員會亞太區部門主席，主持會議，

全額NT$61,580(機票 45,000)。 

4.104 年度  目前核定 7 人，預估支出金額新台幣 179,725 元整。 
(1)張勵婉(行政院農委會林業試驗所助理研究員)，2015 IFLA 年會，全額預估約NT$63,000(機

票 47,500) (學會 2014 海報展第 1 名)。 
(2)林志鳳(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擔任 IFLA 委員會亞太區部門主席，主持會議，

全額預估約NT$70,000(機票 50,000) 
(3)朱明媛(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2015IFLA 年會，半額預估約

NT$30,000(機票 25,000)。 
(4)李書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AAI2015，半額預估約NT$16,725(機

票 8,650)。 
(5)上次通過之張家翎取消出國，廖柏凱及王文芳獲得科技部補助，以上 3 位均放棄學會補助。 

二、現有尤玳琦(論文)申請案。 
姓名 尤玳琦 

單位名稱

與職稱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會議名稱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STI 2015 
會議地點 瑞士 盧加諾 
會議日期 2015 年 9 月 2 日至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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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主題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s Suppressed by JCR in Scopus 
作者 第一作者：張瑜庭、第二作者：尤玳琦、第三作者：林雯瑤 
申請補助

項目 
機 票  預估 約 NT$37,052 
註冊費 預估 約 NT$ 5,249 

備 註  
 
決議：通過尤玳琦之申請案，核實補助經濟艙來回機票及出席會議註冊費之一半 
 
 

提案二 
案由：有關「2015 臺灣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大票選活動」新增十大特色圖書館案，

提請討論。(祕書處 提) 

說明： 
一、根據 7 月 21 日所召開之「2015 臺灣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大票選」工作會議決議： 

(一)既有的活動規則不做更動，以避免爭議，然就「入選館數量」以及最終入選圖書

館之「公告形式」進行調整。 
(二)入選名次(合計選出二十館)： 

1. 前十名圖書館依據原活動辦法選出，但不計名次、不公告票數。 
2. 本會在票選前十名的圖書館之外，另由理監事票選出「學會加碼推薦十大特色圖

書館」，不分次序，與網友票選之「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同步公告。 
3. 新增加之「學會加碼推薦十大特色圖書館」，應事先告知各參賽館，並在活動網

頁公開說明，亦可簡單敘述原則。 
(三)票選期程與結果公告(依照原期程辦理)： 

1. 9/30 票選截止，將票選功能關閉。 
2. 10/2 公告「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學會加碼推薦十大特色圖書館」，依據館名筆

畫、圖書館類型排列，不公告得票數或實際排名。 
3. 有關「學會加碼推薦十大特色圖書館」，於 9 月中旬由本會理監事共同票選。 

二、檢附 2015 臺灣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大票選參加館一覽表如附件二(略)。 
 
決議：建議維持原規則，不另加碼推薦。公布票選結果時依筆畫排列，不列票數及

名次。 
 
 

提案三 
案由：年會海報展規劃案，提請討論。(祕書處 提) 

說明：根據 7 月 21 日所召開之「2015 臺灣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大票選」工作會議決議：

建議邀請入選之二十所圖書館參與今年年會海報展。因場地空間有限，往例年會由

各類型圖書館委員會主辦之海報展，今年輪到圖書館類型原為大專學校院圖書館，

是否改為邀請入選之二十所票選圖書館參與年會海報展，原大專院校圖書館海報展

主題順延至次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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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於不加碼推薦，故建議海報展維持原規畫，邀請大專院校圖書館參展。 
 
 

提案四 
案由：第 54 屆理監事選舉候選人參考名單，提請討論。(祕書處 提) 

說明： 
一、依據 8 月 24 日召開第 54 屆理監事選舉候選人參考名單討論會議議決，提出理監事

選舉候選人參考名單初稿如附件三(略)。 
二、檢附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理監事選舉要點及投票須知(略)。 
三、按例理事應提出至少 66 人、監事 22 人為候選人名單。 

 
決議：新增後通過，名單請見附件，將徵詢各候選人之意願。非本會會員者，於徵詢

時邀請入會。 
 
 

五、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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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4 屆理事選舉參考名單(稿)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卜小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兼教育學院副

院長 

2 于  玟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 副局長 

3 于  第 景文科技大學 學務長 

4 王盈文 衛理女中圖書館 主任 

5 王美玉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6 王梅玲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7 王麗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 主任 

8 朱小瑄 漢珍數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9 余顯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 

10 吳肖琪 國立陽明大學圖書館 館長 

11 吳美美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12 吳錦範 國立臺東大學圖書資訊館技術服務組 組長 

13 呂春嬌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館長 

14 宋怡慧 新北市立丹鳳高中 教師 

15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副教授兼圖書館館

長 

16 李玉瑾 國立臺灣圖書館企劃推廣組 主任 

17 李宜涯 中原大學圖書館 館長 

18 阮明淑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 

19 林  菁 國立嘉義大學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教授 

20 林心茹 基隆市仁愛國民小學 圖書教師 

21 林巧敏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副教授 

22 林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 

23 林奇秀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24 林孟玲 飛資得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理 

25 林宛儀 明倫高中圖書館 主任 

26 林玫伶 臺北市士東國小 校長 

27 林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兼出版中心主任 

28 林珊如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29 林素甘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副教授 

30 林雯瑤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副教授 

31 林義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館 主任 

32 林福仁 清華大學圖書館 館長 

33 林麗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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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邱子恒 國家圖書館 編纂 

35 邱炯友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36 邱銘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副教授 

37 俞小明 國家圖書館特藏組 主任 

38 姜義臺 靜宜大學圖書館參考組 組長 

39 施純福 臺中市文化局 副局長 

40 柯皓仁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41 洪世昌 臺北市立圖書館 館長 

42 洪玉貞 臺南市立圖書館 館長 

43 胡豫湘 臺北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醫學圖書組 組長 

44 范綺萍 秀峰高中圖書館 主任 

45 唐牧群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46 唐連成 新北市立圖書館 館長 

47 唐慧文 北一女中圖書館 主任 

48 徐一綺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圖書館 館長 

49 涂進萬 國立暨大附中學圖書館 前主任 

50 袁賢銘 國立交通大學圖書館 館長 

51 高  鵬 國家圖書館圖書館事業發展組 主任 

52 張郁蔚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助理教授 

54 張慧銖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所 教授 

55 張簡誌誠 逢甲大學圖書館資訊加值組 流通組組長 

56 張麗玲 國立陽明高中圖書館 主任 

57 曹麗珍 臺北市民生國小 校長 

58 梁君卿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館暨臺大醫院圖書室 主任 

59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60 許淑婷 環球科技大學圖書館 圖書資訊處處長 

61 許慧貞 花蓮縣花蓮市明義國民小學 教師 

62 郭家林 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理 

63 陳志銘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64 陳亞寧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助理教授 

65 陳宗鈺 國立基隆女中 教師 

66 陳冠年 高雄醫學大學圖書資訊處 副處長 

67 陳昭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務長 

68 陳美燕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館 組長 

69 陳書梅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70 陳國泰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館 副館長 

71 陳淑君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助理研究員 

72 陳維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 館長 

73 彭于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助理教授 

74 曾品方 萬興國小圖書室 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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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曾堃賢 國家圖書館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主任 

76 曾淑賢 國家圖書館 館長 

77 黃元鶴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78 黃明居 國立交通大學圖書館 副館長 

79 黃湫淑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館 館長 

80 黃慕萱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81 楊玉惠 國立臺灣圖書館 館長 

82 楊淑梅 花蓮縣政府文化局 科長 

83 楊智晶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 館長 

84 溫達茂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 知識長 

85 葉乃靜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86 廖秀滿 國家圖書館漢學中心資料服務組 組長 

87 劉淑德 文華圖書館管理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88 劉嘉卿 慈濟大學圖書館 館長 

89 潘文儀 高雄市立圖書館 館長 

90 蔡志揚 桃園市立圖書館 館長 

91 蔡明月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92 蔡淑香 花蓮市立圖書館 館長 

93 賴忠勤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研究員 

94 賴洋助 凌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95 賴玲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副教授 

96 賴苑玲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教授 

97 賴鼎銘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 

98 賴錫振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總經理 

99 賴麗香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副研究員 

100 謝淑貞 三灣鄉立圖書館 館長 

101 謝寶煖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102 羅思嘉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103 蘇小鳳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104 蘇麗文 埔里鎮立圖書館 館長 

105 龔冰蕾 國立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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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4 屆監事選舉參考名單(稿)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朱則剛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2 吳明德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名譽教授 

3 宋建成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4 林光美 蔣經國圖書館籌備處 主任 

5 林呈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助理教授 

6 范豪英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退休教授 

7 陳和琴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副教授 

8 陳雪華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兼圖書館館長 

9 彭  慰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員

10 黃鴻珠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教授 

11 楊美華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退休教授 

12 詹麗萍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退休教授 

13 劉春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館 前主任 

14 鄭恒雄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15 鄭麗敏 淡江大學圖書館 前副館長 

16 盧秀菊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17 薛茂松 國立臺中圖書館 前館長 

18 薛理桂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19 嚴鼎忠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講師 

20 顧  敏 中華文化學術研究基金會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