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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3 屆第 2 次常務理事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3 年 4 月 18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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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呈潢常務理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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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月常務理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列席人員：教育委員會(林巧敏祕書長代)、會員發展委員會(吳宇凡委員代)、 

出版委員會(邱炯友主任委員)、年會籌備委員會(高鵬主任委員)、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吳宇凡祕書代)、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夏滄琪主任委員)、 

專業認證委員會(林呈潢主任委員)、飛資得獎學金代表(林孟玲小姐、黃蓓伶小姐) 

          林巧敏祕書長、陳慧娉副祕書長、林敏秀會計、胡南星幹事、郭家妘幹事 

請假人員：呂春嬌常務理事、宋雪芳常務理事、林珊如常務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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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常務理事會議紀錄。 

三、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 

   業依會議決議事項，通知申請單位。 

(二)會務報告 

1. 辦理 102 年度「喜閱臺灣，臺灣喜閱」服務團隊計畫補助，共計補助 4 個團隊，

包括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3 個服務隊(歡迎來到 E 世代、三育基督學院、永

安國小)2 萬元整；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 個服務隊(「2013 扉悅蘭嶼，

穿閱幸福」蘭嶼服務隊)2 萬 5 仟元整，共計 4 萬 5 仟元；其中，八八水災捐

款為 40,474 元，本會款項為 4,526 元。八八水災捐款已於本次全部使用完畢。

(102 年 12 月 31 日) 
2. 與國家圖書館簽訂新的場地使用契約，使用期限自民國 103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每月新臺幣 10,092 元(場地租金 8,248 元，電費 1,800 元，

水費 44 元)，每月 10 日前交付。(103 年 1 月 1 日) 
3. 刊登訊息及發送快訊有關第 22 屆台北國際書展於 2 月 5 日圖書館相關專業人

士入場辦法。(1 月 6 日) 
4. 函陳內政部有關第 5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會議紀錄等文件(1 月 7 日)。

內政部於 2 月 6 日隨函核發薛理桂理事長當選證書乙紙，並同意備查本會所

報大部分表單。本會並於 2 月 21 日依內政部要求函送更新之 103 年收支預算

表，於 3 月 6 日獲得該部函復同意備查。 
5. 以電子會議方式召開第 53 屆第 2 次理事會議，徵詢聘任本會工作人員同意案。

本會理事 33 名，其中 30 名回函，同意者 30 名，不同意者 0 名。通過之名單

如下：(1)祕書長：林巧敏女士(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副教

授)(2)副祕書長：陳慧娉女士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

生)。(1 月 7 日至 9 日) 
6. 函請各會員繳納本年度常年會費，隨函調查紙本刊物需求。(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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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委託本會辦理「103 年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

計系統維護及統計分析」案(1 月 29 日)，該案由柯皓仁教授主持，期限至 12
月 15 日止。 

8. 國家圖書館函復同意共同主辦於 2 月 20 日舉辦之「大師對談：2014 圖書館服

務與系統趨勢預測」活動並無償借用場地。(自動化與網路委員會及國際關係

委員會，2 月 18 日) 
9. 召開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活動籌備小組第四次會議。(2 月 14 日)  
10.變更本會郵局郵政存簿帳戶、劃撥儲金帳戶之負責人印鑑。(2 月 26 日) 
11.變更本會扣繳義務人、勞健保負責人(3 月 4 日)及遠東銀行綜合存款帳戶之負責人印

鑑。(3 月 7 日) 
12.中國青年自覺運動推行會委託本會寄贈《自覺覺人․自強強國：中華民國青年

自覺運動實錄（1963-1970）》170 冊，予國內學術機構及公共圖書館，並捐

贈寄贈所需之相關費用，共計 8,500 元。(3 月 13 日) 
13.向美國韋棣華基金會報告 2012-2013 韋棣華獎學金及出席國際會議獎助金使

用情形。(3 月 16 日) 
14.陸續寄送尚未召開委員會議之各委員會成員聘書與公文。(3 月 21 日) 
15.召開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活動接待海外貴賓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3 月 28 日) 
16.本學會網站進行例行性維護，於 4 月 1 日至 3 日暫停開放。(自動化與網路委

員會) 
17.召開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活動籌備小組第五次會議。(4 月 17 日)  
18.召開 SDOS 討論會議。(4 月 18 日) 
19.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情形：醫學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2 月 24 日)、資訊

素養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電子，3 月 5 日至 17 日)、專門圖書館委員會召開

第 1 次會議(3 月 6 日)、自動化與網路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3 月 11 日)、研

究發展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3 月 18 日)、神學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

(3 月 19 日)、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3 月 21 月)、會員發展委

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3 月 28 日)、教育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3 月 28 日)、大

學校院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4 月 9 日)。 
20.會員異動情況： 

(1)本會截至 3 月 31 日前會員人數共計 1,988 名，其中團體會員 452 單位、個

人會員 529 名、學生會員 382 名、永久會員 625 名。 
(2)自民國 103 年 2 月 1 日至 103 年 3 月 31 日學會會員異動名單：團體會員轉

個人會員 1 名(長億高級中學)、個人會員出會 1 名(林慶榮)、學生會員增加

3 名(林佩文、徐美文、陳淑美)、個人轉學生會員 1 名(黃淑惠)、學生會員

轉個人會員 1 名(溫晏)。 
(3)截至 103 年 3 月 31 日止會員繳費情況： 

項    目 會員基本數 已繳 103 年費 尚未繳費 
團體會員 452 314 138 
個人會員 529 185 344 
學生會員 382 47 335 
永久會員 625 625 x 
總    計 1,988 1,171 817 

(4)會員繳費公文發出成果(1 月 22 日至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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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發出繳費公文數 

1 月至今增加繳費

人數 
會費收入 

團體會員 304 155 463,000 
個人會員 409 62 37,200 
學生會員 351 15 3,000 
永久會員 x x x 
總    計 1,064 232 503,200 

 
(三)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2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簡略版) 

1.教育委員會 
3月28日  第五十三屆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研究發展委員會 
3 月 18 日  第五十三屆研究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活動預告 
4 月 7 日  103 年圖書館年鑑撰稿人會議 
5 月 23 日  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會合辦研究方法工作坊 

3.大學校院圖書館委員會 
4 月 9 日  第五十三屆大學圖書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活動預告 
5 月  與圖書館同道分享會：推廣活動分享與創新 
6 月  與圖書館同道分享會：空間再造：小改變，大有感 
7 月  與圖書館同道分享會：機構夠不夠：IR 與世網排名 
8/9 月  與圖書館同道分享會：劃破寂靜：攻擊型讀者處理 
11 月  與圖書館同道分享會：幕後總動員：採編館員走出來 

4.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 
102年11月1日至103年4月30日  圖書館借書排行榜活動，得獎名單於5月初公布 
1月至3月  主題影片展示 
2月17日至3月7日  圖書資源協助學習社群工作坊(一) 
3月10日  102下學期學科指導老師服務開始服務 
3月10日  102下學期學習指導開始服務 
3月21日  召開第五十三屆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3月26日至4月30日  閱讀軌跡海報展 
活動預告 
4月16日  圖書資源協助學習社群工作坊(二) 
4月30日  <太多幸福：諾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若短篇小說集 1>學生讀書會 

5.高中職圖書館委員會 
3 月  協助高中職圖書館輔導團：辦理中學生網站圖書心得及小論文比賽 
3 月  協助高中職圖書館輔導團：各分區圖書館館員研習陸續進行 
3 月  協助高中職圖書館輔導團：高中職圖書館電子報由羅東高中圖書館協助出刊 

6.中小學圖書館委員會 
2 月  全國國中小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3 月  資訊素養融入中小學課程 
3 月  閱讀理解策略融入中小學課程 
3 月  圖書館空間規劃 

7.公共圖書館委員會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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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至11日  辦理「圖書資訊學基礎研習班」 
9月1日至5日  辦理「圖書醫生培訓班進階班」 

8.專門圖書館委員會 
3月4日  召開第五十三屆專門圖書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活動預告 
5月中旬  參訪 
7月上旬(暫訂7/6)  辦理工商圖書館聯誼座談會 

9.醫學圖書館委員會 
2月24日  舉辦第53屆醫學圖書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月24日下午  舉辦第35屆醫學圖書館委員會電子資源採購調查子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活動預告 
4月17日下午  辦理醫學圖書館館員專業素養課程 
5月16至26日  組團參加2014MLA年會-美國芝加哥 

10.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3 月 28 日下午  小組討論國家標準制定建議 

11.自動化與網路委員會 
12.分類編目委員會 
活動預告 
5 月 2 日  協辦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討會 

13.國際關係委員會 
2月21日下午  公告學會組團參加ALA、IFLA年會事宜 
2月至3月31日  組團參加2014ALA年會 
2月至3月31日  組團參加2014IFLA年會 
活動預告 
5月5日  召開2014ALA年會行前會議 
7月4日  召開2014IFLA年會行前會議 

14.會員發展委員會 
3月28日  召開第53屆會員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活動預告 
規劃辦理「2013在圖書館遇見幸福」攝影比賽巡迴展覽 

15.出版委員會 
3月1日  發行當月電子報 
4月1日  發行當月電子報 
4月  收到會訊投稿文章 

16.年會籌備委員會 
17.公共關係委員會 

2月19日上午  拜訪李偉文：邀請成為學會的臺灣圖書館代言人 
3月11日下午  拜訪李偉文：列出第一個計畫李偉文出版「電影中有圖書館」書 
3月14日晚上  宴請黃繼柔：規劃「Taiwan’s Librarian」形象廣告 

18.神學圖書館委員會 
3月19日下午  召開第53屆神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活動預告 
2014年暑假  召開神學圖書圖書館委員會會員大會 

19.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全年  推動公益兒童數位圖書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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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  數位閱讀到您家-電子書載具借閱服務 
全年  數位資源推廣利用 
全年  公共圖書館巡迴展 
全年  為愛朗讀巡迴座談會 
2月至3月  行動圖書館暨故事媽媽列車 
2月7日至6月29日  數位典藏特展 
1月13日至2月28日  師大熊愛讀/留聲月活動 
3月4日至3月31日  師大熊愛讀/留聲月活動 
活動預告 
4月23日、26日  推動公益兒童數位圖書館計畫 
4月19日、5月17日  為愛朗讀巡迴座談會 

20.資訊素養委員會 
3月5日至17日  辦理第一次會議(線上非同步) 
活動預告 
4月  辦理第二次會議(實體) 
11月  辦理第三次會議(實體) 

21.《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 
2月26日  小組編輯會議 
3月10日  1.102年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初審通過 
           2.學刊英文版網站重整 

3月17日  2014年「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已收錄期刊申請 
3月24日  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scopus收錄申請資料修正 
2月、3月  8卷2期文稿處理 

(四)財務報告 

1.本會 103 年 3 月收支明細表。(參見次頁) 
說明：(1)103 年 3 月收入 145,233 元，支出 182,366 元，本期餘絀-37,133 元。 

(2)本會 103 年 1 月至 3 月的累積收入 634,289 元，累積支出 469,026 元，累積

餘絀為 165,2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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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有關申請韋棣華獎助金出席國際會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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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25 元，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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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去(102)年海報展前三名為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國立臺灣圖書館與臺北市立圖書

館，其中國立臺灣圖書館與臺北市立圖書館取得參加 IFLA 海報展資格。本會依規

定補助國立臺灣圖書館代表 1 名機票(46,800 元)及會議註冊費(約 18,837 元)全額，

合計約新台幣 65,637 元；補助臺北市立圖書館代表 1 名機票(歐洲地區最高額度為

50,000 元)及會議註冊費(約 18,897 元)各一半，合計約新台幣 34,449 元。 
三、另有蕭淑媛(海報)、趙娟兒(海報)、林志鳳(擔任 IFLA 亞太部門委員會主席)、彭于

萍(海報)申請案。 
姓名 3.蕭淑媛 4.趙娟兒 
單位名稱

與職稱 
國立臺北醫學大學圖書館圖書資訊管理組組

長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專員 

會議名稱 2014 MLA 會議 2014 IFLA 年會 

會議地點 美國 芝加哥 法國 里昂 

會議日期 2014 年 5 月 16 日至 21 日 2014 年 8 月 16 日至 22 日 

論文/海報

主題 

1.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12 Medical School Libraries in Taiwan 
(poster) 

2. Building a Conspectus of the English printed 
medical collection: a case study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poster) 

E-READING in JAIL – Opportunities for 
Prisoners(poster) 

作者 
1.蕭淑媛、游曉芬、邱子恒 
2.蕭淑媛、黃莉娟、邱子恒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趙娟兒 

申請補助

項目 
機 票  預估 約 NT$50,000 
註冊費 預估 約 NT$12,231 

機 票  預估 約 NT$45,385 
註冊費 預估 約 NT$19,160 

備 註 海報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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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5.林志鳳 6.彭于萍 
單位名稱

與職稱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理教授 

會議名稱 2014 IFLA 年會 2014 IFLA 年會 

會議地點 法國 里昂 法國 里昂 

會議日期 2014 年 8 月 16 日至 22 日 2014 年 8 月 16 日至 22 日 

事由/海報

主題 

1.擔任 IFLA Division V,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 
亞太區部門主席。 

2.主持亞太區部門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I 
& II (常務委員會 SCI 及SCII 會議) SCI:日期/
時間: August 17th 13:45-15:45; SCII:日期/時間

尚待通知。 
3.主持 Joint Session of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 

and Sec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亞太區

部門與知識管理部門合辦之公開型研討會)。
日期/時間/地點 - August 18th 16:00-18:00, 
SR4。 

4.主持亞太區部門主辦之公開型研討會。日期/
時間/地點 - August 20th  13:45-15;45, SR2。

When university librarian put on service mask: 
The impacts of surface acting on task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poster) 

作者  本人 
申請補助

項目 
機 票  預估 約 NT$45,000 
註冊費 預估 約 NT$19,288 

機 票  預估 約 NT$46,000 
註冊費 預估 約 NT$18,756 

備 註  海報 

決議：(一)依據「本會 2013 海報展辦理計畫」之獎勵辦法，通過去(102)年海報展得獎第

二名之國立臺灣圖書館申請案，核實補助經濟艙來回機票(歐洲地區最高額度為

5 萬元)及出席會議註冊費全額。第三名之臺北市立圖書館申請案，核實補助經

濟艙來回機票及出席會議註冊費各二分之一。 
(二)有關蕭淑媛、趙娟兒、彭于萍申請案，囿於本獎助金規定海報展補助名額每年

以二名為限，未通過補助申請。 
(三)同意林志鳳之申請案，核實補助經濟艙來回機票(歐洲地區最高額度為 5 萬元)

及出席會議註冊費全額。 
 
提案二 
案由：申請張鼎鍾教授國際圖書資訊學術會議論文發表旅行獎助金 1 案，提請討論。(祕書

處 提) 
說明： 
一、張鼎鍾教授論文發表旅行獎助金乃為鼓勵圖書資訊學新進教師及實務從業人員，赴

國外參加國際專業學術會議發表論文而設立，獎助出國機票及註冊費，每年度以二

至五名為原則，獎助金現有經費為新台幣 445,396 元；近二年獎助情形如下： 
1.101 年度  核定 2 人，實支金額新台幣 66,795 元整。 

(1)邱銘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究所助理教授)，2012 IATUL 會議，註冊費全額NT$ 
21,795 

(2)陳慧娉(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圖書組約聘助理人員)，JCDL 2012 會議，機票費全額 NT$ 
45,000 

2.102 年度  核定 1 人，實支金額新台幣 38,497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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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筠(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理教授)，2013 IFLA 年會，全額NT$38,497(機票

25,000) 
二、本次審議洪世昌申請案。 

姓名 洪世昌(或 何健豪) 
單位名稱與職稱 臺北市立圖書館館長(或 主任) 
會議名稱 2014 IFLA 年會  
會議地點 法國 里昂 
會議日期 2014 年 8 月 16 日至 22 日 

論文主題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Taipei Public Library Intelligent Libraries and “FastBook” 
Automatic Book Lending Stations 

作者 洪世昌、何健豪 
申請補助項目 機  票  預估  NT$ 50,000   註冊費  預估  約NT$ 18,897 
備    註  

決議：通過洪世昌申請案，補助機票及註冊費全額約NT$68,897 元。惟若與提案一臺北市

立圖書館代表人員重疊，則僅能擇一獎助金辦理核銷。 
 
提案三 
案由：有關檔案與手稿委員會、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專業認證委員會等委

員會人事審查案，提請討論。(祕書處 提) 

說明： 
一、檔案與手稿委員會王麗蕉主任委員、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夏滄琪主任委員、

專業認證委員會林呈潢主任委員分別提出該委員會之名單及年度工作計畫如附，提

請審查。 
二、高中職圖書館委員會江合建請辭，擬增聘林孟郁(苗栗農工圖書館主任)為委員。 
三、出版委員會擬增王梅玲(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莊道明(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陳書梅(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四、專門圖書館委員會鄭雅寧請辭，擬增聘祕書邱蘭婷(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圖書館副管理師)。 
五、依據本會「各委員會設置簡則」第四點規定：「……副主任委員一至二人、委員九

至十五人為原則，並視需要得置顧問若干人。……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名單，報請常

務理事會審查通過後敦聘之。」。 
 
附件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之成員及年度工作計畫 
 

一、委員名單 
1.主任委員：王麗蕉 
2.顧    問：薛理桂、張鴻銘 
3.副主任委員：陳憶華 
4.委    員：施卿琛、林明洲、劉佳琳、廖英杰、葉淑慧、謝仕淵、林佩蓉、

劉京玫、蔡美倩、陳廣宗 

5.祕    書：黃燕秋、吳宇凡 
二、年度工作計畫 

1.促進檔案與手稿相關從業人員及機關組織入會，並建立名冊。 



第 11 頁，共 18 頁 

2.辦理檔案與手稿管理研討會或工作坊，建立檔案與手稿管理人員交流平台。 
3.加入國際檔案與手稿組織團體會員。 
例如國際檔案理事會的專業學會組（Section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該學會年費係根據我們學會的收入計算，約 2,000 至 80,000 新臺幣不等。 
網址：http://www.ica.org/730/about-section-of-professional-associations-spa/about-spa.html 

入會說明：http://www.ica.org/108/our-members-membership/join-us-now.html 
4.促進檔案與手稿管理專業人員認證。 
5.擬定《檔案與手稿管理人員專業倫理守則》。 
6.研討適用我國檔案與手稿之描述規則，並提出建議。 
例：《描述檔案：內容標準》（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 DACS） 

 

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之成員及年度工作計畫 
 

一、委員名單 
1.主任委員：夏滄琪 
2.顧    問：張豐吉、張鴻銘、陳雪玉（依姓名筆畫排序） 
3.副主任委員：徐美文、陳淑美（依姓名筆畫排序） 
4.委    員：古國隆、岩素芬、林義娥、俞小明、洪順興、陳士伯、陳家杰、

楊時榮、趙飛鵬、蔡斐文、鄭明水（依姓名筆畫排序） 
5.祕    書：余慧賢、辜禎蓉（依姓名筆畫排序） 

二、年度工作計畫 
1.每年定期召開會議，擬定當年度工作計畫。 
2.每年舉辦圖書保存修護研習班 1 次。 
3.每年擇期參訪國內外保存修護單位。 

 

專業認證委員會之成員及年度工作計畫 
 

一、委員名單 
1.主任委員：林呈潢 
2.委    員：宋建成、阮明淑、林文睿、林信成、柯皓仁、莊道明、徐嘉麟、

陳昭珍、張慧銖、胡豫湘、曾苓莉 
3.祕    書：曾苓莉 

二、年度工作計畫 
1.訂定圖書館員認證專業認證辦法(草案) 
2.結合分類編目委員會試辦專業認證 

 
決議：(一)通過檔案與手稿委員會、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專業認證委員會提出之

委員會名單及年度工作計畫。 
(二)通過高中職圖書館委員會等 3 個委員會所提之江合建等 2 位委員的辭職案，以

及林孟郁等 4 位委員及 1 位祕書之聘任案。 
 
提案四 
案由：本會 103 年研習班一覽表及預算表(討論稿)，提請討論。(教育委員會 提)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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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年度研習班自 6 月 30 日起至 9 月 5 日止，預計由 10 單位開 13 班，其中規劃

12 個班上課五天、1 個班上課三天，預定招生共計 810 人。 
二、研習班一覽表及經費預算表如附：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3 年度研習班一覽表 

序 名稱 / 人數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研習課程 研習費用

1 
雲端科技與圖書

館行動服務研習

班(預計招收60人) 

6/30~7/4 
五天 

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一)迎合雲端與行動服務時代-談圖書館創新服務；(二)雲端運算與

圖書館管理應用；(三)雲端平台基礎設施建置實務-以圖檔所數位圖

書館與數位學習實驗室為例；(四)巨量資料分析於圖書館與數位人

文應用；(五)Educoco 雲端合作閱讀平台與應用；(六)圖書館行動

服務發展現況與趨勢；(七)電子書的雲端服務；(八)圖書館APP創

新服務設計；(九)雲端與行動學習應用在博物館文創與教展服務；

(十)行動圖書館服務的實施與評鑑。 

6,000 元

2 
圖書資訊學基礎

研習班(預計招收 60

人) 

7/7~7/11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一)圖書資訊學導論；(二)圖書館資訊系統；(三)著作權與圖書館；

(四)讀者服務；(五)圖書館推廣與創；(六)新服務資訊組織概論；(七)
資料採訪與徵集；(八)參考服務與參考資料；(九)圖書館空間設計；

(十)專題演講-社群媒體與圖書館；(十一)綜合座談。 

6,000 元

3 
數位內容策展研

習班(預計招收40人) 
7/7~7/11 
五天 

世新大學資訊

傳播學系 

(一)數位內容策展概念與發展；(二) 數位內容策展之互動策展；(三) 
數位內容策展之文創平台案例分享；(四) 看熱鬧也看門道--松菸文

創園區觀展；(五) 線上展覽與導覽；(六) 數位內容策展與社群媒

體；(七) 圖書館與實體展覽；(八) 數位內容策展在圖書館應用；(九)
座談會。 

6,000 元

4 
深耕閱讀與行銷

研習班(預計招收 70

人) 

7/14~7/18 
五天 

臺北市立圖書

館 

(一)引領閱讀新潮流；(二)培養小小愛書人；(三)新奇與探索－青少

年閱讀；(四)樂齡閱讀新生活；(五)創意閱讀融入多元文化；(六)
閱讀推廣新嘗試；(七)導讀活動設計與規劃；(八)讀書會走入圖書

館；(九) 創意書展策展與文案；(十)北市圖閱讀推廣經驗分享。 

6,000 元

5 
數位資料之應用

與發展趨勢探討
(預計招收70人) 

7/14~7/18 
五天 

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 

(一)學術圖書館之創新服務介紹；(二)臺灣發展研究資料管理政策

之探討；(三) 學術圖書館與資料庋用；(四) 資料庋用之詮釋資料

探討；(五)從研究人員的觀點探討資料庋用 e-Research系統之服務

與發展；(六) 開放資料與鏈結資料；(七) 開放資料於地理資料之

應用；(八) 開放資料之法律相關議題探討；(九) 開放資料之授權

議題探討；(十) 開放資料與資料新聞學；(十一) 巨量資料於圖書

館之發展應用趨勢；(十二) 巨量資料之應用個案：以公部門為例；

(十三) 從研究人員的觀點探討資料庋用 e-Research 系統之服務與

發展。 

6,000 元

6 資訊組織基礎班
(預計招收65人) 

7/21~7/25 
五天 

國家圖書館 

(一) 國際編目規則發展趨勢－RDA 簡介；(二)記述編目（含編目

規則、機讀格式、編目實作）；(三)主題分析（含分類、主題、分

類實作）；(四)編目資源應用及抄錄編目（含實作）；(五)視聽資料

編目（含實作）；(六)電子資源編目（含實作）。 

6,000 元

7 

提升分析力!圖書

資訊服務加值應

用研習班(預計招收

60人) 

7/28~8/1 
五天 

國立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一) 圖書館問卷調查與統計運用；(二)書目探勘；(三)圖書館績效

評估與管理；(四)圖書館資源使用效益分析；(五)文字探勘技術與

應用；(六)Excel 統計分析與實務應用；(七)推廣服務之加值與行

銷；(八)問卷設計的分析與運用；(九)圖書館 RFID 服務之簡介與

運用；(十)資訊架構學與圖書館網站設計。 

6,000 元

8 

創新@your 
library--創新經

營、行銷與服務研

習班(預計招收80人) 

8/4~8/8 
五天 

國立公共資訊

圖書館 

(一) 專題演講；(二) 服務創新；(三) 方法創新（創新設計、創新

思考）；(四) 行銷創新；(五) 科技創新；(六) 圖書館空間創新；(七) 
溝通創新；(八) 圖書館創新服務；(九) 標竿學習。 

6,000 元

9 
創新管理力 UP！
新世代圖書館營

運管理實務研習

8/4~8/8 
五天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館暨

圖書資訊學研

(一)圖書館績效評估綜論；(二)圖書館建築與空間用後評估；(三)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網站規劃觀念與方法；(四)讀者滿意度調查怎麼

做；(五)圖書館統計與績效評估；(六)讀者滿意度調查如何分析；(七)
績效評估實務案例分享；(八)圖書館網站評估；(九)績效評估案例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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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稱 / 人數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研習課程 研習費用

班(預計招收60人) 究所 實作；(十)實作成果分享。 

10 資訊組織進階班
(預計招收65人) 

8/11~8/13 
三天 

國家圖書館 
(一)FRBR 發展與應用； (二)RDA 之發展及實務應用；(三) RDA
之權威控制及VIAF發展；(四) Linked data 資料之應用與發展。 

4,000 元

11 
資訊內容創新與

加值(預計招收60人) 
8/11~8/15 
五天 

淡江大學資訊

與圖書館學系

(一) 數位內容產業概論；(二) 數位內容的應用與授權；(三) 數位

內容創意企畫；(四) 數位內容的傳播與行銷；(五) 學術機構的數

位內容創新與加值；(六) 博物館的數位內容創新與加值；(七) 檔
案館的數位內容創新與加值；(八) 圖書館的數位內容創新與加

值；(九) 數位內容在產業界的應用；(十) 研習海報展與綜合座談。

6,000 元

12 
文化創意行銷推

廣研習班(預計招收

60人) 

8/25~8/29 
五天 

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一)文化機構服務創新；(二)文創產業行銷；(三)文創商品設計；(四)
數位文創開發與應用；(五) 文創影片設計與製作；(六)數位展示設

計與規劃；(七)圖書館文創經驗分享；(八)博物館文創經驗分享；(九)
檔案館文創經驗分享；(十)文化典藏機構資源交流與合作。 

6,000 元

13 
圖書醫生培訓班

進階班(預計招收 60

人) 

9/1~9/5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一) 圖書文獻的紙質材料分析；(二)圖書文獻的預防性保存與乾式

清潔（含實作）；(三)精裝書的結構裝訂（含實作）；(四)劣損紙張

局部修護（含實作）；(五)紙張的雙面夾裱（含實作）；(六)圖書文

獻蟲害防治；(七)可逆性紙張黏著劑調製（含實作）；(八)圖書文獻

沾黏物認識與移除（含實作）；(九) 紙質文物常用的典藏保存措施

之形式與材料（含實作）；(十)綜合座談。 

6,600 元

(含材料費

600元)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3 年度研習班經費預算表 

序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預計學員數 預計收入 預計支出 預計結餘 

1 
雲端科技與圖書館行動

服務研習班 
6/30~7/4 
五天 

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35 210,000 185,750 24,250 

2 圖書資訊學基礎研習班 
7/7~7/11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60 358,500 241,125 117,375 

3 數位內容策展研習班 
7/7~7/11 
五天 

世新大學資訊

傳播學系 
40 240,000 225,850 14,150 

4 深耕閱讀與行銷研習班 
7/14~7/18 
五天 

臺北市立圖書

館 
50 297,000 261,800 35,200 

5 
數位資料之應用與發展

趨勢探討 
7/14~7/18 
五天 

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 
70 417,000 340,265 76,735 

6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1~7/25 
五天 

國家圖書館 55 328,500 161,595 166,905 

7 
提升分析力!圖書資訊服

務加值應用研習班 
7/28~8/1 
五天 

國立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30 178,500 178,500 0 

8 
創新@your library--創新

經營、行銷與服務研習班 
8/4~8/8 
五天 

國立公共資訊

圖書館 
80 472,500 302,100 170,400 

9 
創新管理力 UP！新世代

圖書館營運管理實務研

習班 

8/4~8/8 
五天 

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館暨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50 298,500 257,363 41,137 

10 資訊組織進階班 
8/11~8/13 
三天 

國家圖書館 55 219,000 203,970 15,030 

11 資訊內容創新與加值 
8/11~8/15 
五天 

淡江大學資訊

與圖書館學系 
60 358,500 256,360 102,140 

12 
文化創意行銷推廣研習

班 
8/25~8/29 
五天 

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35 210,000 176,950 3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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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班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預計學員數 預計收入 預計支出 預計結餘 

13 圖書醫生培訓班進階班 
9/1~9/5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60 394,500 270,960 123,540 

總計 680 3,982,500 3,062,588 919,912 

三、各研習班經費預算表(略) 

 
決議：(一)通過，可開始進行招生作業。 

(二)請各班別經費支出列入 1 萬元之學會行政管理費，提供本學會辦理研習班基本

的管銷支出。 
 
提案五 
案由：有關 102 年訂定之研習班經費盈餘相關規定，提請討論。(教育委員會 提) 
說明： 
一、第 52 屆第 6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102.11.15)通過 102 年各研習班承辦單位在課

程結束，並完成經費核銷後，盈餘拆帳比例可有 0%~40%，最高上限新台幣 3
萬元。 

二、各班盈餘由各承辦單位自行決定是否領回或回饋學會，103 年研習班經費盈餘

擬依 102 年通過之規定辦理，並依此沿用，往後除修訂外不再逐年提案討論。

檢附 102 年各研習班收支表如下：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2 年度研習班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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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結餘 

盈餘請領
金額 

備註

1 
圖書館大未來-創新服

務、行銷與技術研習班 
(預計招收 80 人) 

7/1~7/5 

五天 

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 
46 15,500 274,500 203,118 71,382 0  

2 
深耕閱讀與行銷研習班 

(預計招收 70 人) 

7/8~7/1 

五天 

臺北市立圖

書館 
45 64,000 268,500 216,847 51,653 0  

3 
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 
(預計招收 60 人) 

7/15~7/19 

五天 

國立臺灣圖

書館 
40 15,000 240,000 189,719 50,281 0  

4 
圖書館與數位服務趨勢

研習班 (預計招收 70 人) 

7/15~7/19 

五天 

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資訊

學系 
55 36,500 329,200 313,442 15,758 6,302  

5 
數位內容應用與服務推

廣研習班(預計招收 60 人) 

7/15~7/19

五天 

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暨圖書館 
0 0 0 0 0 0 未開班

6 
紙質文物的裝幀與保存

研習班 (預計招收 60 人) 

7/22~7/26

五天 

國立臺灣圖

書館 
42 15,000 274,800 222,878 51,922 0  

7 

社會媒體及雲端科技在

圖書館服務的應用專題

研習班 (預計 60 名至

100 名) 

7/29~8/2

五天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

館暨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48 70,400 286,800 273,839 12,961 5,100  

8 
資訊組織基礎班 (預計

招收 65 人) 
7/29~8/2

五天 
國家圖書館 33 12,500 197,400 120,280 77,120 0 未支人事費

9 
資訊組織進階班 (預計

招收 65 人) 
8/5~8/7 

三天 
國家圖書館 42 7,500 167,400 111,524 55,876 0 未支人事費

10 數位內容策展研習班 8/12~8/16 世新大學資 29 0 172,200 161,260 10,940 0 未支場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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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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結餘 

盈餘請領
金額 

備註

(預計招收 60 人) 五天 訊傳播學系 

11 
帶動閱讀力：圖書館閱

讀推廣研習班 (預計招收

60 人) 

8/26~8/30

五天 

國立中山大

學圖書與資

訊處 
20 0 119,700 119,700 0 0

未支場地

費、人事費

減支 

合計    10 班 400 0 2,330,500 1,932,607 397,893 11,402  

 
決議：本年度通過，但 103 年賡續施行一年後視盈餘狀況再進行檢討。 
 
提案六 
案由：有關今(103)年年會舉辦時間、地點及議程，提請討論。(年會籌備委員會 提) 

說明：本學會每年年會大致於12月第一週假日舉辦。 
擬辦： 

一、今年年會擬依慣例於12月6日(六)舉辦一天。 
二、感謝國立臺灣圖書館陳館長雪玉提供支持，年會地點擬於臺北市陽明山中山樓舉辦。 
三、年會舉辦相關事宜 
(一)本屆年會主題擬依慣例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另提案討論。 
(二)初步議程如下表： 

時間 內容 主辦/主持人/講座 備註 
09:30~10:00 會員報到 

貴賓接待 
秘書處及年會籌備委

員會 
 

10:00~10:10 主席及貴賓致詞 薛理事長 
貴賓邀請中 

 

10:10~11:00 專題演講 研究發展委員會/ 
講座邀請中 

 

11:00~11:30 頒獎及頒發獎學金 秘書處  
11:30~11:40 會務報告 秘書處  
11:40~12:00 提案討論 秘書處  
12:00~12:10 貴賓暨全體出席人員合照 年會籌備委員會  
12:10~13:30 用餐及參觀資訊展 年會籌備委員會  
13:30~15:00 中山樓導覽 國立臺灣圖書館 依出席人數分組；每

組參訪人數約 20 人 
15:00~15:15 前往文化大學 年會籌備委員會  
15:15~16:00 文化大學圖書館及博物館

導覽 
文化大學圖書館 依出席人數分組；每

組參訪人數約 20 人 
16:00 賦歸   
10:00~15:00 廠商資訊展 年會籌備委員會  
09:00~14:00 會員繳交會費 秘書處  
09:00~13:00 專門圖書館海報展 專門圖書館委員會及

秘書處 
 

每年皆依圖書館性

質辦理海報展，今年

是專門圖書館 
10:00~13:00 海報展投票 
13:00~13:30 海報展開票及頒獎 

決議：通過。今年年會將於 12 月 6 日(六)假臺北市陽明山中山樓召開，為期 1 天。相關年

會主題及專題演講之規畫委請「研究發展委員會」研議，提下次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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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有關《圖書資訊學研究》稿件審查費用，提請討論。(《圖書資訊學研究》編

輯委員會 提) 
說明：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於 2013 年 10 月 18 日接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通知，

持續獲得 2013 年「臺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核心期刊（TSSCI）」收錄。 
二、基於健全本刊編務工作之整體考量，經(102)年 10 月 4 日《圖書資訊學研究》編輯

委員會議討論希支付每位審查者審查費新台幣 1,000 元整，並採同一文稿評閱複審

不另支付複審費用方式。 
三、有鑑於目前本期刊已有訂費收入，參考近四年審查人次：99 年審稿委員 37 位，100

年審稿委員 51 位，101 年 49 位，102 年 53 位。 
四、102 年《圖書資訊學研究》收支： 

102 年(7:2 與 8:1) 收入 支出 

販售(183 本*540 元) 98,820  
7:2 編排印製費：350 本  45,977 
7:2 作者繳交翻譯費 13,414  
7:2 英文長摘翻譯費  16,400 
8:1 編排印製費：350 本  43,554 
8:1 作者繳交翻譯費 6,500  
8:1 英文長摘翻譯費  9,000 
編輯費(6000 元*2 期)  12,000 
訂戶、作者、編輯委員、團體會員包裝

郵寄(每期約 9000 元*2 期)  18,000 
總計 118,734 144,931 

五、102 年總共有 28 篇稿件，其中 5 篇為內審退稿（未外送審稿），其中用到 3 位審查

者的，有 7 篇稿件。用 2 位審查者的，有 16 篇稿件。總共 53 位審查者。如審查費

以 800 元計算，53x800=42,400 元，以 1,000 元計算，53x1,000=53,000。 
決議：請祕書處預估本年經費收支情形，提下次會議討論。 
 
提案八 
案由：有關 2014 澳洲圖書館參訪活動案，提請討論。(會員發展委員會 提) 

說明： 
一、普傑公司與學會合辦國外圖書館參訪活動多年，今年擬與會員發展委員會合

辦，規劃參訪日期為 9/21~9/26。 
二、初估本團人數為 25 人，每人團費為 41,500 元(現金價)，42,330 元(刷卡價)，

如人數減少團費會較高(大約會高 300-800 元)，團費因人數而有所變化。 
三、此參訪活動將邀請本學會薛理事長擔任參訪團領隊，相關參訪行程表(略)請參

考附件。 
擬辦：通過後，擬由普傑公司及會員發展委員會規劃辦理後續事宜。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案由：鼓勵會員參與學會事務案，提請討論。(會員發展委員會 提)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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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第 2 次理監事聯席聯席會議(103.2.14)決議，此案交由會員發展委員會研議，

並提常務理事會討論。 
二、經本委員會於 103 年 3 月 28 日第一次會議討論後，建議如下： 

(一)由於學會會員人數眾多，不適合規定每位會員入會時即加入一委員會。 
(二)鼓勵個人會員成立興趣小組： 

1.會員可向祕書處申請成立非正式的興趣小組，如通過成立後，由學會每年

補助每一興趣小組 1,000－2,000 元，作為補助開會所需雜支，以提高會員

加入意願。 
2.調查各團體會員是否願意免費提供興趣小組聚會場地，各小組可就近選擇

適合之場所進行討論。 
3.興趣小組之年度成果可於年會時呈現，並刊載於會訊中。 
4.先試行一至二年，如頗有成效可再詳細訂定「興趣工作小組實施要點」。 

(三)請祕書處協助將各委員會開會時間與地點於學會官網上公告，讓有興趣之會

員得以列席參加。 
(四)鼓勵各委員會自行建立並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請學會協助於官網上

放置連結網址。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案由：國立臺灣圖書館擬與本會合辦「未來圖書館」國際研討會，詳如說明，提請

討論。(國立臺灣圖書館 提) 

說明： 
一、國立臺灣圖書館為慶祝 100 週年館慶，擬於今年 11 月初辦理國際研討會，經陳昭

珍教授聯繫推薦Mr. Sergio Dogliani(英國 Idea Store 副理)參與。英國倫敦 Idea Store
於 2002 年 5 月正式成立，大大的改變了人們對圖書館的刻板印象，這個概念店設

置在可及性最高的社區商業中心、地鐵站旁，容易抵達的位置。每一層樓都有教室

或者活動空間，還有一個舞蹈練習廳等，將圖書館視為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三空間，

是個信息交流和共享的重要地方。未來公共圖書館應該設置於社區的中心，成為

“社區的心臟＂，就像人們需要商店、銀行、郵局一樣，是社區必備的設施。 
二、Idea Store 經營者Mr.Dogliani 來臺期間，除了參與國立圖書館的國際研討會外，亦

可與學會合辦座談，分享更多實務層面的經驗。 
擬辦︰ 

一、邀請學會為國際研討會之合辦單位。 
二、Idea Store 副理Mr. Sergio Dogliani 來臺費用計約新臺幣 12 萬 1 仟元，國立臺灣圖書

館將支付Mr. Dogliani 倫敦臺北來回機票、4 天食宿費用計 8 萬 5,000 元，擬請學會

支付演講費用約新臺幣 36,000 元(600 英磅+20%稅)。 
決議：(一)通過，本會同意補助辦理經費新臺幣參萬陸仟元整。 

(二)其他圖書資訊學術機構可在Mr. Sergio Dogliani 訪台期間邀請座談。 
 
提案十一 
案由：有關「飛資得獎學金」辦法，提請討論。(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提)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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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獎學金原名「飛資得資訊獎學金」，性質為一般獎學金，由民國 89 年開始，

由圖書資訊系所推薦學生申請，102 年頒獎名額為：博士生 2 名(每名 1 萬元)、
碩士生 8 名(每名 7 仟元)、學士生 5 名(每名 5 仟名)。 

二、今飛資得公司提出新規劃之獎學金辦法，擬將原一般獎學金金額，改為獎助論

文發表，詳如附件(略)。 
決議：原則通過，其獎學金辦法內容將委請「研究發展委員會」討論修正。 

 
五、臨時動議 

案由一：為研議圖書館人員相關認證事宜，建請各研習班提供所開之有效課程名稱

與時數，提請討論。(專業認證委員會 提) 
決議：通過，請「教育委員會」協助辦理。 

 

六、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