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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3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民國 104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電子會議 

地點：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 

出席人員：呂春嬌常務理事、宋雪芳常務理事、邱炯友常務理事、柯皓仁常務理事、 

曾淑賢常務理事； 

邱子恒理事、俞小明理事、陳書梅理事、黃元鶴理事、賴忠勤理事； 

楊美華監事、劉春銀監事、盧秀菊監事(依職務及姓氏筆畫排序) 

電子會議出席人員： 

王梅玲常務理事、林呈潢常務理事、林珊如常務理事、陳昭珍常務理事、 

蔡明月常務理事； 

于第理事、朱則剛理事、吳美美理事、姜義臺理事、高鵬理事、莊道明理事、 

溫達茂理事、謝寶煖理事； 

范豪英監事、陳和琴監事、陳雪華監事、彭慰監事、鄭恒雄監事、嚴鼎忠監事 

(依職務及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 

各委員會：教育委員會(林巧敏祕書長代）、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技專校院圖書館
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孟文莉祕書代)、醫學圖書館委員會、法規與標
準委員會(林巧敏委員代）、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分類編目委員會(邱子恒

委員代)、國際關係委員會(邱子恒副主任委員代)、會員發展委員會(邱銘心副主

任委員代)、出版委員會、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資訊
素養委員會(陳維華副主任委員代)、《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邱銘

心副召集人代)、長青會員委員會 

祕 書 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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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鳳理事、林信成理事、施純福理事、涂進萬理事、張慧銖理事、 

陳雪玉理事、黃鴻珠理事、劉淑德理事、蔡淑香理事； 

宋建成常務監事； 

顧敏監事(依職務及姓氏筆畫排序) 

各委員會：研究發展委員會、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專門圖

書館委員會、年會籌備委員會、公共關係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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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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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附件一，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1. 新成立之「長青會員委員會」順利運作，於此會議書面報告工作成果。 

2. 「票選必去的圖書館」活動圓滿完成，感謝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願意承辦此活

動，詳情請見會務報告。 

3. 完成文件銷毀及物品報廢，將據此更新財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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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推薦柯皓仁常務理事參加 IFLA ARL 委員會委員提名。 

(二)會務報告 

1. 本會網站新增「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化歷程檔案（LAROC e-Portfolio）」

功能！方便會員記錄在圖書資訊專業領域的專業發展，凡個人會員、學生會

員、永久會員登入後即可透過首頁連結進入編輯自己的 e-Portfolio(2 月 10

日)。提供的功能項目如下： 

(1)基本資料：以學會會員資料為基礎，呈現個人基本資訊，可設定個別欄位隱私。 

(2)職涯經歷：包含一般工作經歷及學會組織任職紀錄。 

(3)專業認證：包括曾通過或獲得之任何相關認證、證照。 

(4)出版著作：透用 ORCID 呈現使用者著作之期刊、論文等作品。 

(5)研習紀錄：學會教育訓練課程或圖資界其它相關之研討會，包含擔任講師之紀錄。 

(6)獲獎紀錄：可記錄任何競賽獲獎及學會獎助學金紀錄。 

(7)部落格：提供自由發揮抒發個人反思的空間，會員可於此互相留言、交流。 

(8)隱私設定：可於此設定各歷程檔案項目之瀏覽權限。 

2. 本會推薦賴麗香女士擔任 IFLA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常務委員。(2 月 12 日) 

3. 本會刊物《圖書資訊學研究》新舊編輯團隊進行交接。(3 月 9 日) 

4. 本會函送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有關「『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核心期刊』已收錄期刊基本資料表」及相關文件供審議。(3 月 10 日) 

5. 周知會員有關國家圖書館舉行「「圖書館經營管理實務班」及「新時代圖書館

的空間規劃與設計」活動資訊。(3 月 18 日) 

6 .國立臺灣圖書館公開徵求『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南研究』委託研究案，

林巧敏副教授以本會名義投標，該案執行期限至 105 年 3 月 31 日止。(3 月 24

日) 

7. 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於景文科技大學舉辦「圖書館學科服務與推廣閱讀分享

研討會」，內容豐富多元，與會人數 43 位，動支經費為 18,150 元。(4 月 10

日) 

8. 會員發展委員會舉辦會員春季踏青賞桐一日遊活動。(4 月 18 日) 

9. 百年專書系列「公共圖書館」業已出刊，並完成作者寄送作業，每本定價 750

元。(4 月 29 日) 

10.函送全體會員、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部等，有關本年度研習班開課資訊。

(5 月 20 日) 

11.完成本會 103 年所得申報作業。(5 月 25 日) 

12.本會自動化及網路委員會進行教育訓練網站移機作業。(5 月 26 日至 28 日) 

13.函請外交部轉知駐外代表處惠予協助照應我國參加2015年ALA年會之參訪團

(6 月 4 日)，該部業於 6 月 10 日行文駐舊金山辦事處請其提供協助。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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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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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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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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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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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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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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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進行多年未繳會費之會員出會作業，其中團體會員 29 間、個人會員 108 位，

學生會員 114 位，共 251 名。(8 月 28 日) 

21.召開第 54 屆理監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討論會議。(8 月 24 日) 

22.函送各縣市政府、圖資系所等有關【飛資得獎學金】申請作業要點，申請時間

至 10 月 1 日截止。(8 月 21 日) 

23.函復紙文物維護學會同意協辦「名方再世-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9 月 7 日) 

24.函送各圖資系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論文發表作業要點（一○四年度），

申請截止時間延至 10 月 11 日。(9 月 9 日)。 

25.函送各大專及技專校院圖書館有關 2015 海報展辦理計畫，邀請參展，報名時

間至 11 月 5 日止。(9 月 23 日) 

26.函送團體會員有關本會獎勵辦法，請於 10 月 20 日前推薦特殊貢獻獎等獎項之

適合人選。(9 月 24 日) 

27.函送各圖資系所有關本會獎學金、託管獎學金及「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頒

贈辦法」，請於 10 月 20 日前推薦在學優秀學生申請。(9 月 25 日) 

28.函請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本會年會、圖書資訊展、海報展等相關系列活動。(10

月 16 日) 

29.函謝李德武先生捐助「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及出席大陸學術會議獎助金」新

臺幣 10 萬元獎狀乙只。(10 月 30 日) 

30.進行年會布展場勘。(10 月 30 日) 

31.本會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申請 Google 慈善基金，收來自 Google 捐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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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40

元，陸續進行撥款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 

32.函送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編

輯費用申請書」乙份。(11 月 5 日) 

33.本會受邀共同主辦「亞洲學校圖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並支付交流晚宴費用

29,502 元。(10 月 15 日至 16 日) 

34.函送本會永久會員、個人會員、學生會員、團體會員邀請出席第 54 屆第 1 次

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及 2015 圖書資訊學研討會，當天並舉辦圖書資訊展覽、

大學校院圖書館海報展等活動。(11 月 6 日) 

35.正式發函邀請貴賓擔任 2015 圖書資訊學研討會主持人、主講人。(11 月 9 日) 

36.「2015 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大票選」活動共有 68 所圖書館報名參加，包

括國家圖書館 1 所、大學圖書館 23 所、中小學圖書館 16 所、公共圖書館 26

所、專門圖書館 2 所。網路投票活動至 9 月 30 日截止，獲選名單如下(照筆畫

排列)：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高雄文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大東藝術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國家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嘉義縣民雄鄉立圖書館、靜宜大學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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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將於年會時進行頒獎。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協助於 11 月 2 日舉行

「IFLA 此生必去圖書館申請資料說明會」。 

37.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情形：公共圖書館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10 月 12 日)、研

究發展委員會召開第 5 次會議(10 月 30 日)、長青會員委員會召開第 5 次會議

(11 月 10 日)。 

38.會員異動情況： 

(1)本會目前目前會員人數共計 1,868 名，其中團體會員 422 單位、個人會員

476 名、學生會員 347 名、永久會員 623 名。 

(2)自民國 104 年 8 月 26 日至 104 年 10 月 31 日學會會員異動名單：團體會員

出會 1 單位(國防部軍備局規格鑑測中心)；個人會員增加 14 名(楊玉惠、陳

姿君、黃若瑜、王立勛、黃于庭、孫聖昕、黃惠芬、鄭素琴、劉偉樑、洪

玉貞、林福仁、黃士軒、唐牧群、林玫伶)；學生會員增加 33 名(陳嘉勇、

陳柏廷、莊博涵、陳美智、錢樹弘、李美萱、蔡明容、胡岱軒、陳欣嵐、

李建欣、王曉瑩、蘇哲儀、黃湘婷、吳昀庭、岳麗蘭、洪聆真、劉友琪、

陳俐儒、陳閔安、李孟軒、伍孔德徽、張婷嫥、楊蕓妁、黃千容、田雅竹、

姚威羽、陳詩旻、曹境窈、許乃文、李怡君、高翎紘、蔡宥靜、張怡庭、

蔣千芳)。 

(3)截至 104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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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348 73 

個人會員 476 221 255 

學生會員 347 92 255 

永久會員 623 623 X 

總    計 1,867 1,284 583 

 

(三)各委員會 104 年度工作計畫與成果 

一、教育委員會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規劃與執行委託辦理研習班活動。 

2.協助推展圖書資訊學教育。 

 104 年度工作成果 

為促進圖書館人員專業繼續教育，本委員會於民國 104 年委託各圖書資訊學系所與圖書館，為圖書館在職人員規劃 13

場研習班研習，分別為量身訂作圖書館服務：分齡分眾終身閱讀研習班、數位策展暨數位人文學研習班、圖書館使用

者體驗與服務設計研習班、學術傳播與數位出版研習班、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翻轉圖書館系列2：學習搖滾區‧空

間大翻轉研習班、資訊組織基礎班、圖書館公共關係與價值提升研習班、資訊組織進階班、開放資料與巨量資料之應

用與發展趨勢研習班、A＋圖書館：圖書館經營管理與啟發研習班、圖書資訊管理考訓用研習班、圖書文獻的修護與保

存研習班，主題多元而豐富。開班情形請參見下表： 

序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數 開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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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未開班 

2 數位策展暨數位人文學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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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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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4 學術傳播與數位出版研習班 7/13-7/15三天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0 未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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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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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人數 開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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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7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0-7/24五天 國家圖書館 34 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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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9 資訊組織進階班 7/27-7/29三天 國家圖書館 20 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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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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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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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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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 

合計    原定開13班，實際開10班。 301  

二、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阮明淑）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提升國內圖書館學、研、業界之研究發展能量與促進合作研究為目標。 

2.持續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合辦「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活動，獎助國內圖書資訊學領域相關碩、博士

生之優秀畢業論文。 

3.持續舉辦學會年會之「圖書資訊學研討會」，促進圖書資訊服務及學術研究機構之經驗及研究交流。 

4.不定期舉辦圖書資訊學相關主題研討會及研習營，促進跨領域、產官學之經驗與研究交流。 

5.辦理其他學會交辦或合作之事項。 

6.擬辦理圖資博士生論壇。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撰寫103年圖書館年鑑之圖書資訊學研究專題。  

2.主辦「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活動。本次活動共有25件碩士論文申請（臺大4件，臺師大5件，政大5件，

中興1件，世新4件，輔大3件、淡江2件及逾期1件）。每件論文皆經3位評審委員匿名審查。於11月召開決審會

議，於11月中旬公告審查結果。 

3.於12月11日下午與臺灣圖書館合辦「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獎助」，將於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行頒獎及論文發表。 

三、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宋雪芳）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召本年度第1次委員會議，確認工作計畫及分工。 

2.辦理圖書館實務座談會，延伸103年實務分享會之議題，進行館員工作交流。 

3.協助辦理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海報展。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104年5月8日(週五)召開委員會議，討論104年活動計畫。 

2.延續103年實務分享會模式，邀請各委員(館)協助辦理，針對圖書館共同關注的議題，提供實務面的經驗分享，以促進

館際交流，並讓館員有機會到各校園觀摩學習，各場次辦理時間及主題如下： 

序號 議題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辦理時間 

１ 資源推廣 
推廣活動分享與創新 宜蘭大學 8月13日 

新科技融入推廣及創新服務 輔仁大學 12月23日 

２ 空間改造 空間再造：小改變，大有感 淡江大學 10月16日 

３ 機構典藏 機構夠不夠：IR與世網排名 臺灣大學 8月12日 

４ 特殊讀者 劃破寂靜：讀者異常行為處理 成功大學 9月30日 

５ 採編外展 幕後總動員：採編人員走出來 東吳大學 (105年1月) 

６ 國際化 配合校園各項管理機制之推動：圖書館作 師範大學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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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議題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辦理時間 

個資管理 法與配合程度 

節能與綠化 

3. 協助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暨海報展：擬訂2015年年會海報展辦理計畫，以大專校院圖書館營運為展覽主軸，

主題包括「館藏資料」、「教育」、「數位資源建置、推廣與運用」、「推廣」、「合作」、「基礎建設」及其他有關圖書館營

運之研究探討。 

四、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維華）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賡續以「圖書資源融滲教學」為方向，各委員學校自行建立「學科指導教師」或類似服務，來推廣「閱讀」及圖書資

源融入課程中。 

2.舉辦「圖書館學科服務與推廣閱讀」研討會，場地定在景文科技大學圖書館舉辦，以技專圖書館及北部八芝連館際合

作組織為邀請對象。 

3.召開委員會議推動及討論本會工作計畫。 

4.協助學會辦理104年會籌備工作，派員3人提供年會相關服務。 

5.更新技專圖書館通訊錄。 

6.維護並更新「技專校院圖書館資訊網」網站資訊。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104年4月10日(星期五)13：00-16：30於景文科技大學舉辦「圖書館學科服務與推廣閱讀分享研討會」。 

2.104年4月10日(星期五)16：30-17：00召開第五十三屆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3.完成104學年度技專圖書館通訊錄及網站更新資訊。 

五、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麗玲）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協助高中職圖書館利用教育推廣。 

2.協助跨校網路讀書會閱讀心得比賽、小論文寫作比賽相關事宜。 

3.建立高中職圖書館經驗交流連絡網。 

4.協助高中職圖書館輔導團辦理各式學習研討會與專業工作坊。 

5.協助教育部辦理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工作會議。 

6.推廣善用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國立臺中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之資源。 

7.鼓勵參與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TLA)。 

8.協助高中職圖書館善用電子資源。 

9.協助國家圖書館辦理各項推動閱讀之活動。 

10.推廣高中職圖書館電子報，以流通圖書館資訊。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鼓勵高中職圖書館員進行國際交流與經驗分享。 

2.參加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會議，鼓勵參與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TLA)。 

3.參加全國高職圖書館主任會議，鼓勵參與臺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TTLA)。 

4.參加全國各分區高中職圖書館知能研習，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 

5.協助辦理103-104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6.協助辦理103-104學年度高中網路小論文寫作比賽。 

六、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菁）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與資訊素養委員會合作發展資訊素養1-12年級標準及指標。 

2.逐步檢驗資訊素養1-12年級標準及指標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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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圖書教師改善學校圖書的經營，包括圖書分編、閱讀推廣，及與其他老師的合作教學。 

4.加強全國國中小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穩定性與功能。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正在修訂資訊素養1-12年級標準及指標。 

2.已完成資訊素養1-6年級標準及指標的檢驗。 

3.委員會多位委員參與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分區輔導訪視和研習課程，推廣閱讀理解策略融入中小

學課程，並與全省參與的各學校校長、主任和閱讀推動教師座談，了解他們的推動結果和遭遇的困難，並提出改善意

見。 

4.時常監督全國國中小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之運作，並與廠商保持連繫。 

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楊玉惠）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公共圖書館人員「圖書資訊學」及「圖書維護」研習班。 

2.配合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辦理圖書館館員 及志工培訓與研習。 

3.配合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辦理公共圖書館 訪視。 

4.配合世界書香日，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5.配合臺灣閱讀節，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辦理全國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研習及培訓： 

(1)9月11日-12日於南投日月潭教師會館，辦理「iCan閱讀推廣研習營」中區研習，並參訪欣榮紀念圖書館。 

(2)10月12日-13日於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辦理「iCan閱讀推廣研習營」北區研習，並參訪新北立圖書館新總館。 

(3)11月9日-10日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辦理「iCan閱讀推廣研習營」南區研習，並參訪高雄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2.辦理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研習課程： 

(1)7月13日-17日於國立臺灣圖書館4045教室，辦理「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計招收學員29人參加。 

(2)8月24日-28日於國立臺灣圖書館4045教室，辦理「圖書文獻的修護與保存」研習班，計招收學員39人參加。 

3.辦理「閱讀起步走講座」 

7月16日至26日共辦理6場「閱讀起步走講座」，共有學員519人次參與。 

4.辦理「閱讀推廣智庫(Idea Bank)」文案徵選活動 

為將公共圖書館館員推動閱讀之創新及有學習價值的行銷手法記錄下來，辦理「閱讀推廣智庫(Idea Bank)」文案徵選活動，

共有17縣市參與，徵得103件文案，經委員審查後，入選文案共41件並於年底出版專書，讓全國公共圖書館館員及

志工可學習運用。 

5.辦理公共圖書館訪視，輔導並協助閱讀推廣計畫執行 

配合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辦理公共圖書館訪視，實地了解計畫執行成效，並期透過各縣市文化(教育)局(處)

能整體輔導轄下鄉鎮市立圖書館(分館)，104年共辦理10縣市20場次： 

(1)4月24日訪視桃園市龍潭分館及大溪分館； 

(2)5月6日訪視苗栗縣泰安鄉立圖書館及大湖鄉立圖書館； 

(3)5月7日訪視南投縣鹿谷鄉立圖書館、竹山鄉立圖書館及南投市立圖書館； 

(4)5月14日訪視花蓮縣萬榮鄉立圖書館及卓溪鄉立圖書館； 

(5)5月15日訪視臺東縣池上鄉立圖書館及關山鄉立圖書館； 

(6)5月21日訪視嘉義縣東石鄉立圖書館及新港鄉立圖書館； 

(7)5月28日訪視嘉義市世賢分館、黃賓分館、臺南市鹽水分館； 

(8)6月3日訪視彰化縣福興鄉立圖書館及埔心鄉立圖書館； 

(9)6月11日訪視雲林縣二崙鄉立圖書館、崙背鄉立圖書館。 

八、專門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義娥) 

104 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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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加強專門圖書館館際合作。 

2. 協助圖書館年鑑專門圖書館篇編輯工作。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協助圖書館年鑑專門圖書館篇撰稿作業  

2.協助國家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統計調查系統修正 

九、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梁君卿）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第37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 

2.維護與更新醫學圖書館資訊網。 

3.舉辦兩次醫學圖書館委員會（一年兩次）。 

4.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課程(一年四次)。 

5.籌組醫學電子資源採購聯盟。 

6.聯繫與安排國際交流與參訪事宜。 

7.組團出席美國MLA暨國際醫學圖書館年會。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辦理第37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年會暨2015海峽兩岸醫學圖書館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承辦。

大會由中國醫藥大學林正介副校長及梁君卿主任委員主持開幕致詞，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共安排7場專題演講，及海峽

兩岸共2場實務分享，與會學員共88位，21家廠商參與商展。 

2.維護更新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網頁供各界參考利用（http://www.lac.org.tw/committee/med/index.htm）。 

3.召開104年度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1)104年2月6日假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四樓多媒體學習中心會議室召開第三次會議。會議決議：訂定104年醫學圖書

館委員會工作計畫。 

(2)104年9月4日於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6樓第四次會議室。會議決議：第38屆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討會由成

大醫圖承辦。 

4.海外觀摩研習： 

(1)104年5月13-28日邱子恒顧問、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暨臺大醫院圖書室應家琪、邱馨平小姐、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蕭淑媛小姐與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圖書室林玟娟小姐代表醫委會組團至美國奧斯汀參加2015 MLA年會。 

(2)104年6月2-5日邱子恒顧問、胡豫湘副主任委員、許淑球委員與吳肖琪館長等至中國哈爾濱參加2014 CALIS兩岸三

地館長會議。 

5.辦理醫學圖書館員專業素養課程： 

(1)104年4月22日駱英豐老師演講「我們的價值-圖書館員的思考和探索」 

(2)104年6月3日權自強老師演講「運用免費雲端工具提升圖書館服務」 

(3)104年9月22日陳光華教授演講「Altmetrics的內涵與應用」 

(4)103年11月18日葉乃靜老師演講「公關活動與圖書館」 

6.辦理臺灣醫學圖書館員研習課程共3場次： 

(1)104年8月6日，北區：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2)104年8月26日，中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3)104年9月11日，南區：成功大學圖書館醫分館 

十、法規與標準委員會（主任委員：彭慰）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檢討及修正圖書館法、著作權法、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 

2.研訂或修訂圖書館相關標準草案。 

3.整理、檢討及修訂學會相關法規。 

4.協助辦理圖書館經營相關法制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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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針對圖書館經營所涉相關法制議題研提本會說帖。 

6.理監事會議交辦研議事項。 

7.其他與圖書館法規及標準相關臨時事項。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有關CNS 13151圖書館統計標準之修訂建議案已於7月請學會發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並提供林呈潢委員所研擬及彙

整本委員會意見修訂草案，該局亦已審查通過CNS13151圖書館統計標準修訂建議案，準備公開徵求對修正草案的意

見。 

2.本委員會章忠信顧問、彭慰主任委員、謝寶煖副主任委員、林巧敏委員等參與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中小學圖書

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草案之研擬。 

3.代表本會參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5月25日下午舉辦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2稿公聽會。 

4.國立台灣圖書館於103年11月28日被指定為身心障礙者專責圖書館，負責研訂相關子法。本委員會章忠信顧問、林

巧敏委員分別負責主持該館委託研究案。 

  請參考章忠信顧問的研究報告：身心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相關規範之研究 

(http://viis.ntl.edu.tw/dl.asp?fileName=public/Data/58311350771.pdf) 

  林巧敏委員負責主持本會承辦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南委託研究案，將於明年初結案。 

5.協助填復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問卷調查表。 

十一、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皓仁）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學會網站更新、維護。 

2.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更新、維護。 

3.完成《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第十冊《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數位化》之出版。 

4.學會教育訓練系統改版規劃。 

5.學會網站電子化專業歷程檔案建置。 

6.自動化與網路議題探討。 

7.進行「圖書館科技與創新服務環境掃描」。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學會網站管理與電子報系統維護。 

2.圖資碩博士學位論文資訊系統維護。 

3.公共圖書館營運資料填報系統維護。 

4.學會電子化專業歷程檔案建置。 

5.協助醫學圖書館委員會網頁之修改。 

十二、分類編目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慧銖）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舉辦資訊組織相關工作坊或研習班。 

2.研究並推動編目館員認證工作。 

3.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教科書之撰寫。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支援國圖講授104年圖書館資訊組織專業研習班：「資訊組織基礎班」及「資訊組織進階班」課程。 

2.分編委員陳和琴老師支援國圖舉辦104年8月28日之「RDA經驗分享座談會」。 

3.「編目專業認證」已完成研究，由主任委員指導之研究生王嵐渝撰寫，論文名稱：台灣實施編目人員專業能力認證制

度之可行性研究。 

4. 持續進行「資訊組織」與「主題分析」教科書之撰寫，預計於105年出版。 

十三、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志鳳） 

104 年度工作計畫 

http://viis.ntl.edu.tw/dl.asp?fileName=public/Data/58311350771.pdf
http://viis.ntl.edu.tw/dl.asp?fileName=public/Data/583113507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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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布國際性圖書館會議之資訊 (IFLA、ALA、ASIS&T、ALISE等)。 

2.參加國際性圖書資訊組織年會 (IFLA、ALA、ASIS&T、ALISE等)。 

3.辦理參加國際性圖書資訊組織年會之行前會議及講習 

4.爭取補助以增強參與國際性圖書館會議之意願。 

5.重要圖書館組織資料之建立與聯繫。 

6.加強區域性合作組織之聯繫與交流。 

7.國際知名專家學者之邀訪與辦理演講。 

8.撰寫與編輯圖書館國際交流英文書信與詞彙。 

9.辦理國際會議。 

10.理事會議交辦事項。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傳布國際性圖書館會議之資訊(IFLA、ALA、ASIS&T、ALISE等)。 

2.規劃及辦理組團參加國際性圖書資訊組織2015年會(ALA、IFLA)並分別於5月5日與7月13日召開行前會議。 

(1)於6月24日至7月2日，由柯皓仁館長率團員共計10人赴美國舊金山參加2015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年會，海報展

展出3件，並參訪伯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伯克萊公共圖書館、史坦福大學圖書館及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2)於8月14-22日，由吳英美副館長率團員共計19人赴開普敦參加2015年第81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年會，林

志鳳主任委員主持委員會議，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林業試驗所、南投市文化局與18

度C文教基金會、中興大學圖資所7個單位的代表參加海報展，計展出8件，賴麗香委員、陳勇汀博士生及朱明媛碩

士生發表論文2篇，並參訪南非國會圖書館、南非國家圖書館及開普敦公共圖書館等。 

3.重要圖書館組織資料之建立與聯繫。 

4.加強區域性合作組織之聯繫與交流。 

5.召開二次委員會議。 

十四、會員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于第）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預計104年3月底協助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辦理半天座談會，場地定於景文科技大學。 

2.預計104年4月中下旬辦理北部春遊一日行，與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合辦。 

3.召開委員會會議，討論委員會相關事務及辦理活動事宜。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協辦「圖書館學科服務與推廣閱讀分享研討會」 

(1)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辦；會員發展委員會、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協辦；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圖書館、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承辦。時間為104年4月10日13:00至16:30，地點為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

處I213利用指導教室。共40人參加。 

(2)邀請洪建全基金會素直友會黃莉莉老師分享讀書會帶領技巧，並由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之委員們進行各館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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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春季踏青賞桐一日遊」 

於104年4月18日辦理，走訪三義木雕博物館、勝興車站、龍騰斷橋等地。 

  

春季踏青賞桐一日遊 

 

3.完成「2013在圖書館遇見幸福」攝影比賽成果展覽 

(1)自103年7月起至104年7月底止，共計15館參與展出。104年展出單位及日期如下表： 

序號 展覽館 展覽日期 

1 逢甲大學圖書館 2015年3月9日– 3月20日 

2 華夏技術學院圖書館 2015年4月1日– 4月26日 

3 中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2015年5月4日– 5月24日 

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015年6月1日– 6月21日 

5 基隆市文化局 2015年7月1日– 7月31日 

(2)104年成果展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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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基隆市文化局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4.召開會員發展委員會會議 

於104年1月16日召開會議，共8位委員出席，討論104年學會會員年度旅遊活動，及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之研討會

協辦事宜。 

十五、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炯友）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籌組核心圖資學專書編輯委員會。 

2.《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162期紙本於2015年2月上旬出刊，往後卷期均改以電子化發行方式，並與《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電子報》整合（分別於6月、12月發行《電子會訊》、每月1號發行《電子會訊快報》)。 

3.召開出版委員會。 

4.百年專書相關校稿、催稿等編輯事務。 

5.籌組書目選介小組。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擬定核心圖資學專書編審委員會委員名單。 

2.出版2014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6、12月合併出刊、2015年2月出刊)。 

3.《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會訊》163期預計於2015年12月下旬出刊。 

4.出版2015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會訊快報》(每月初出刊)。 

5.百年專書相關校稿、催稿等編輯事務持續進行。 

十六、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高鵬）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104年會員大會。 

2.104年6月份委員會議：擬訂本年度會員大會方向提報理事會參酌。 

3.104年10月份委員會議：本年度會員大會各項準備事宜。 

4.辦理年會相關配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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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協助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在年會舉辦各式活動。 

6.尋求資源贊助年會活動。 

104 年度工作成果 

辦理104年會員大會等相關活動。 

十七、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淑德）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研議執行強化學會內部及對外之公共關係相關議題。 

2.研議促進圖書館界與異業合作促進交流相關議題。 

3.研議辦理學會形象與推廣圖資利用及閱讀相關議題。 

4.協助辦理學會年會及其相關慶祝活動消息露出議題。 

5.邀請李偉文作家為2014~2015圖書館大使，邀請[蘭陵王][下一站的幸福] [敗金女王] [玉春雷]的收視常勝美女編劇黃繼柔

製作圖書館員的形象影片，並廣為傳播。 

104 年度工作成果 

十八、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賢淑於 104年 8月退休卸任，由副主任委員莊秀禎代理）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提供各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換經驗分享平台。 

2.舉辦電子資源聯合採購。 

3.舉辦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一年兩次）。 

4.持續加強與國外神學院校、機構、協會之聯繫與交流。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 104年3月5日舉辦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2.聯合採購Brill西文電子書「聖經及古代近東和早期基督教研究」及「宗教、神學和哲學研究」2大主題，共有11個圖

書館參與採購。 

十九、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呂春嬌）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掌握社會脈動，提供符合各年齡層民眾所需之資訊資源服務。 

2.推廣數位閱讀及行動閱讀，使閱讀與學習突破時間與地域的藩籬。 

3.擴展各地民眾閱讀視野，將公共圖書館資源以巡迴展方式提供共享。 

4.掌握圖書館及閱讀服務趨勢，推動館員暨閱讀人才培訓。 

5.推動跨域整合政府單位、民間企業，以及各地社區之連結互動，共創書香社會。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在掌握社會脈動，提供符合各年齡層民眾所需之資訊資源服務方面 

(1)依據各年齡層讀者之不同需求，提供符合所需之空間與資源，並搭配辦理相關閱讀推廣活動，包含兒童之利用教育與

故事互動、青少年之心靈成長系列、一般成人之閱讀講座及主題影展等、樂齡讀者之健康講座及資訊設備利用指導等，

本年度至9月底辦理超過千場次，參加人次逾40萬人次。 

(2)提供新住民讀者豐富館藏，及辦理相關講座與推廣活動，並推展多元文化書箱服務，提供全國各圖書館、學校、外籍

協會等團體等提出申請，主動送書到府服務，本年度至9月總計服務人數達21,643人次。 

(3)針對聽視障讀者，積極推廣建立友善使用環境及資源，並邀請聲暉協進會、大專院校等相關單位與圖書館合作辦理手

語溝通、資訊教育推廣及口述電影等活動35場次，共近1,158人次參與。 

(4)為加強民眾認識多元文化，辦理各國文化、留學、語言等相關講座近百場，參與人次達6,620人次。 

2.在推廣數位閱讀及行動閱讀，使閱讀與學習突破時間與地域的藩籬方面 

(1)為使全民熟悉運用電子書、電子資料庫等數位資源，安排課程講師深入各地及偏鄉圖書館、國中小學，推廣運用各項

電子資源，104年度至9月底已辦理逾百場，共3,878人次參與。 

(2)彰化愛鄰協會辦理行動圖書館暨故事媽媽列車，讓閱讀深耕於彰化縣偏遠鄉鎮學校社區各個角落，104年度截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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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已辦理55場次。 

(3)辦理「104年深耕數位閱讀推動計畫」深入各地偏鄉中小學進行數位閱讀推廣活動，共辦理28場次，參與人次近千人。 

(4)合計上述辦理場次總計超過1,000場，逾7,500人次參與，擴散效益約23萬人次。 

3.在擴展各地民眾閱讀視野，將公共圖書館資源以巡迴展方式提供共享方面 

(1)辦理「合作播映電影巡迴FUN映會－動畫篇及文學與閱讀篇」，以生動活潑的學習方式，讓民眾瞭解電影、動畫拍攝

原理並能提升閱讀素養，自103年8月起巡迴展出至今，已巡迴8縣市13個館所，參與人次達38,818人次。 

(2)為推廣臺灣本土創作繪本，特彙集各館所出版之優良本土創作繪本與圓夢繪本資料庫，自103年11月起巡迴至5縣市

9個館所，參與人次達18,053人次。 

(3)為推動兒童、青少年閱讀，與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合作辦理「用閱讀培養耐煩的孩子─青少年閱讀實戰趣巡迴講座」，

以文句朗讀的方式，提升學童閱讀興趣，並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104年至今已辦理37場講座/書展，參與人數1,306

人。 

(4)為鼓勵民眾了解母語，引發學習母語興趣，配合親子共學母語計畫辦理「鄉土語文圖書縣市巡迴展」，以書本、多媒體

與互動學習方式進行展出，104年巡迴4縣市，辦理逾10場活動/講座，總計參與人數計31,780人次。 

4.在掌握圖書館及閱讀服務趨勢，推動館員暨閱讀人才培訓方面 

(1)辦理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計畫，依據公共圖書館趨勢及館員需求，總計辦理10場次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課程，共661

人次參訓。 

(3)協助逢甲大學開設『夏日大學』通識課程，以「知識列車-圖書館的夏日輕旅行」為主題，提供中部大專院校學生一修

習圖書館正規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課程，自102年起已有56名學生選修。 

(4)出版書香遠傳、公共圖書館半年刊、公共圖書館人才培訓專輯等，提供圖書館員提升專業知能之進修資源。 

5.在推動跨域整合政府單位、民間企業，以及各地社區之連結互動，共創書香社會方面 

(1)協助全國公共圖書館辦理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提供民眾富閱讀氛圍並具備分齡分眾服務空間之閱讀環境，並以拔尖

扶弱概念，打造典範圖書館，總計本年度共有39所公共圖書館進行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5所為典範圖書館。 

(2)為提供弱勢族群與偏鄉民眾運用數位閱讀，以縮減數位落差，邀請各企業組織團體以行動公益捐贈電子書，辦理「點

亮臺灣希望－電子書捐書冠名活動」，自104年開辦起已獲12組企業組織及個人捐贈共158種，近500冊電子書，可

供全國讀者使用。 

(3)為推動及支持兒童與青少年之閱讀，與仁瀚閱讀推廣教育基金會合作發起推動公益兒童數位圖書館計畫，自103年起

共提供486種，共1,458冊電子書，可供全國讀者使用。 

(4)熱情響應12月份臺灣閱讀節活動，積極與各公共圖書館、各級學校、閱讀協會、出版社等合作辦理之各項活動。 

二十、資訊素養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美美）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修訂「《資訊素養標準及能力指標》國小至高中各級學校適用(草案)」。(104年2-7月) 

2.研擬《資訊素養標準及能力指標》大學校院。(104年2-9月) 

3.辦理「2014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徵選活動」得獎作品線上教材分享。(104年6-10月) 

104年度工作成果 

1.提交<<資訊素養標準>>請學會公布。 

2.各級資訊素養能力指標 (國小至高中各級學校、大學) 擬提請學會商請各類型圖書館委員會自行規畫研擬。 

3.「2014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徵選活動」得獎作品線上教材分享，網頁名稱訂為「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得獎作品」，已交由自

動化與網路委員會協助處理。 

廿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召集人：陳昭珍） 

104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9卷2期、10卷1期編務，並如期出刊。 

2.召開編輯委員會議。 

3.如期填覆2015年TSSCI資料庫收錄期刊之調查問卷。 

4. 持續追蹤國外索摘資料庫收錄處理現況，並提出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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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過email直接寄送邀稿啟事，擴大邀稿範圍至資管/資工領域、資訊教育、數位學習、資訊傳播，以及中研院資科所等

相關研究人力。每半年大型邀稿一次，本年度已經在四月與十月完成兩次大型邀稿。 

6. 將於11月提出科技部人社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申請案。 

7.著手處理期刊網站優化事宜。 

8.人社中心於2016年修正期刊評鑑方式，將持續連絡。 

104年度工作成果 

1.7月底出版圖書資訊學研究9卷2期。 

2.開始10卷1期編務作業，預計12月底出刊。 

3.如期填覆2015年TSSCI資料庫收錄期刊之調查問卷。 

4. 持續追蹤國外索摘資料庫收錄處理現況，並提出新申請。 

廿二、檔案與手稿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麗蕉）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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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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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促進檔案與手稿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5.提出《檔案與手稿管理人員專業倫理守則》。 

6.修訂並出版《檔案與手稿描述規則(草案)》。 

104 年度工作成果 

廿三、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滄琪）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圖書保存修護相關主題研習班，藉以推廣修護觀念並配合實作。（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 

2.辦理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相關單位交流會，分享經驗及加強館際聯繫。 

3.中長程計畫以訂定國內圖書文獻修護規範為首要目標。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辦理圖書維護保存相關主題研習班 
(1)7月14日9∶30～16∶30（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 
「書畫修復」，林煥盛主講。 
(2)7月30日9∶30～16∶30（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 
「西洋古書裝幀(實務)，第一場」，陳宜柳主講。 
(3)8月14日9∶30～16∶30（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 
「西洋古書裝幀(理論)」，蔡斐文主講。 
(4)10月17日9∶00～12∶00（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 
「西洋古書裝幀(實務)，第二場」，陳宜柳主講。 

廿四、專業認證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呈潢）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訂定圖書館員專業能力認證辦法。 

2.推動本學會第一次專業認證事宜。 

3.理監事會議交辦研議事項。 

4.其他與專業認證相關臨時事項。 

104 年度工作成果 

廿五、長青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汪雁秋） 

104 年度工作計畫 

1.加強圖書館退休人員的聯繫，建立聯絡網絡及社群網站，分享保健資訊及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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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進圖書館退休人員與在職人員的交流及經驗傳承。 

3.協助圖書館退休人員謀求福利。 

104 年度工作成果 

1.於104年4月30日、7月1日、8月10、日8月31日召開四次委員會議。 

2.舉辦參訪新北市立圖書館，王保珍教授專題演講紅樓夢、唐潤鈿委員漫談及分享寫作經驗。 

3.成立LINE群組並以email分享保健及藝文活動資訊。 

4.協辦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基會2015年「傳統中醫藥在現代」系列講座，在學會網站公告9-12月講題。 

(四)財務報告 

1.本會 104 年 10 月收支明細表。(參見如下) 

說明：(1)104 年 10 月收入 570,942 元，支出 354,332 元，本期餘絀 216,610 元。 

(2)本會 104 年 1 月至 10 月的累積收入 3,259,786 元，累積支出 2,859,622

元，累積餘絀為 400,164 元。 

(3)10 月捐款明細：李德武(100,000 元，指定「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及

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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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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入為 1,826,900元，總支出為 1,649,153元，結餘為 177,747

元(學會另收到行政管理費 9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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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  10,000  148,500 148,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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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95,000 150,217 4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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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10,000  259,500 222,747 36,753   

合計      10班 301 278,500 95,000 1,826,900 1,649,153 177,747   

說明： 

學會另外繳交二代健保投保單位補充保費 4,6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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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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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年度研習班收支： 

103 年度研習班原預計召開 14 班，除 2 班人數不足外，計有 12班辦理完成，招收

學員數 395 人次。總收入為 2,324,900 元，總支出為 2,136,024 元，結餘為 188,876

元(學會另收到行政管理費 115,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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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布費
(清潔費) 

學會行政管
理費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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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41 15,000  10,000  245,400 209,997 3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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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5,000  10,000  162,000 160,628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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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未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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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0  5,760  108,000 108,000 0   

5 

數位資料之應用與

發展趨勢探討研習

班(預計招收70人) 

7/14~7/18

五天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44 40,000  10,000  263,100 262,68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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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0,000  10,000  137,700 119,927 17,773 

未支人事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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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7,800  10,000  126,000 12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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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31,000  10,000  239,700 200,426 39,274   

9 

創新管理力UP！新

世代圖書館營運管

理實務研習班(預計

招收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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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44,000  10,000  233,400 218,379 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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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7,500  10,000  131,600 125,358 6,242 

未支人事

費 

11 

數位內容創新與加

值研習班(預計招收

60人) 

8/11~8/15 

五天 

淡江大學資訊

與圖書館學系 
0 0  0  0 0 0 未開班 

12 
翻轉圖書館研習班

(預計招收60人) 

8/18~8/22 

五天 

國立清華大學

圖書館 
32 16,200  10,000  191,700 183,602 8,098 

未支人事

費 

13 

文化創意行銷推廣

研習班(預計招收 60

人) 

8/25~8/29 

五天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35 15,000  10,000  210,000 193,893 16,107   

14 
圖書醫生培訓進階

班(預計招收60人) 

9/1~9/5 

五天 

國立臺灣圖書

館 
42 15,000  10,000  276,300 227,128 49,172   

合計      12班 395 226,500 115,760 2,324,900 2,136,024 188,876   

說明：學會另外繳交二代健保投保單位補充保費 6,1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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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會籌備情形報告 

本會 104 年會謹訂於本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在國家圖書館，將召開第 54 屆第 1 次會

員大會、第 54 屆理監事選舉及 2015 圖書資訊學研討會；並舉辦圖書資訊展覽、大

學校院圖書館海報展等活動。另於 12 月 11 日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舉辦「2015 圖書

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 

 

(一)年會系列活動議程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 2015 圖書資訊學研討會 

系列活動議程表(暫定) 

 
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地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頒獎人 

08:00－09:00 報到  貴賓接待  

08:00－11:00 第 54 屆理監事選舉投票  

08:30－17:00 圖書資訊展  大學校院圖書館海報展 (票選至14時，隨即開票) 
宋雪芳主任委員 

陳維華主任委員 

09:00－09:10 主席致詞 薛理桂理事長 

09:10－10:30 

專題演講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賴鼎銘教授 

主題：數位匯流下的圖書資訊研究與圖書館服務 

薛理桂理事長 

10:30－10:50 茶    敍  

10:50－11:05 

頒獎(一) 

感謝狀 特殊貢獻獎 社會服務獎 熱心服務獎 資深服務獎 

2015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 

薛理桂理事長 

11:05－11:25 

頒獎(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學金 

沈祖榮暨沈寶環教授紀念獎學金 

蔣復璁先生紀念獎學金 

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 

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 

台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飛資得獎學金】 

 

11:25－11:45 
理監事改選推派監票 

會務報告 

薛理桂理事長 

林巧敏祕書長 

11:45－12:00 提案討論 薛理桂理事長 

12:00－13:00 午餐  參觀圖書資訊展、票選海報  

13:00－14:10 

「潮圕服務新設計」 

第一場：大學圖書館 

1. 淡江大學圖書館/宋雪芳館長、方碧玲組長 

2. 臺灣大學圖書館/陳雪華館長、童敏惠組長 

3.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館長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黃鴻珠教授 



第 21 頁，共 48 頁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頒獎人 

14:10－14:30 茶    敍  

14:30－15:40 

第二場：公共圖書館 

1. 新北市立圖書館/唐連成館長 

2. 臺南市立圖書館/洪玉貞館長 

3. 臺中市文化局/施純福副局長(前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談
公共圖書館募款 

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館長 

15:40－15:50 
頒獎(三)  

大學校院圖書館海報票選 
薛理桂理事長 

 

104 年會專題演講暨研討會經費預算表(暫定) 

項目 細目 計算依據 預估合計 備註 

一、人事費   19,000 元  

研討會主持費 主持人 2 位 1,500x2 3,000 元  

年會 專題演講 4,000x1 4,000 元  

研討會演講費 專題演講 2,000x6 12,000 元  

二、業務費   9,490 元  

印刷費 印製論文集 14x300 本 4,200 元  與年會手冊合併 

交通費  
765x2+1480x2 
+100x8 

5,290 元 

 實報實銷 

 高鐵標準車廂 

台北-台中 $765*2=1530 

台北-台南$1480*2= 2960 

(以 10/30 當日票價為準) 

 停車每人 $100*8 = 800 

三、餐點費   10,000 元  

茶水費 茶敘時間 10,000 元 x1 10,000 元 
購買紙杯、茶包、即溶咖啡和
點心等 

總計   38,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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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議程(暫定)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臺灣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會議時間：12 月 11 日(週五) 13:00~17:15 

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 1 樓簡報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者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薛理桂理事長致詞(暫訂)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楊玉惠館長致詞(暫訂)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13:10-14:05 圖書館學會獎助論文發表 I （每位 20 分） 

評審講評（10 分） 

二位發表者 

主持人（評審委員） 

14:05-15:00 圖書館學會獎助論文發表 II （每位 20 分） 

評審講評（10 分） 

二位發表者 

主持人（評審委員） 

 

 

15:00-15:20 茶敘 

15:20-17:00 臺灣圖書館視覺功能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發表
（每位 20 分） 

五位發表者 

由臺灣圖書館邀請 

17:00-17:15 頒獎儀式 

獎學金頒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閉幕式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
長(暫訂) 

 

 

2015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經費預算表（暫定） 
項目 單價 小計 備註 

一、人事費  74,000 元  

主持費 1,000x2(人) 2,000 元 論文發表主持人 2 位 

審查費 1000x12(人) 12,000 元 每人不算件數費用為 1000 元，共 12 位審

查委員 

獎助金 15,000x1(人) 

10,000x4(人) 

5,000x1(人) 

60,000 元  

二、業務費  10,000 元  

印刷費  10,000 元 印製論文(議程、摘要、Memo)、海報 

三、茶點費  4,000 元 熱水及紙杯，購買茶包、點心等 

合計  8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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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場地 

(三)年會系列活動報名方式 

1、學會年會線上報名系統。(感謝柯皓仁常務理事) 

http://www.lac.org.tw/2015signup  

2、報名表傳真或免郵資寄回學會。 

3、e-mail 回覆。 

4、電話回覆。 
 

(四)午餐及茶點 

1、年會貴賓、得獎人/單位、本會理監事、工作人員及參展廠商(每攤 2名)、海報展展

示人員(每攤 1 名)之午餐由學會供應，其他出席之會員需繳交 100 元午餐費用。 

2、上、下午茶敘時間提供茶水點心。 

(五)圖書資訊展覽 

1、展場設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3 樓川堂，最多可規畫 17 個攤位。 

2、本年調整價格參展費用分成 3 萬、5 萬。 

3、報名參展廠商，名單如下： 

 ＊完成報名的廠商： 

(1)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尚儀數位學習有限公司 

(3)飛資得企業集團 

(4)鉑特資訊有限公司 

(5)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7)卓眾視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超星資訊有限公司 

(9)百禾文化資訊有限公司 

 ＊有意願參展的廠商： 

(1)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智慧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大學校院圖書館海報展 

1、展場設於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1 樓 118 展覽廳。 

2、參展申請件數：7 件。 

3、審查作業：由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進行審查，待

結果出來後會正式行文通知參展單位。 

4、報名申請單位名單： 

序 申請單位 參展標題 參展主題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 x 翻轉教室  = 顛覆您對圖書館

利用教育的想像！ 
2.專業教育 

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

館 
誰是大富翁? 讀者? 館員? 或是… … ? 2.專業教育 

3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鳳凰展翼再現：淡江大學圖書館空間改造

計畫 

4.創新策略及

行政管理 

4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余光中數位文學館-由數位典藏到余光中 1.館藏資料 

http://www.lac.org.tw/2015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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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申請單位 參展標題 參展主題 

文學研究資料庫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在圖書館閱讀之外──校園文創與學術

專業的協奏曲 
5.其他 

6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圖書館知識服務的另一種可能 2.專業教育 

7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轉動圖書館服務的 N 種可能：總有一念能

打動你 
3.推廣行銷 

 

五、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成立「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 

一、由陳書梅教授協助草擬委員會的任務： 

1.探討閱讀與心理健康之相關理論與實務 

2.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書目療法的專業知能 

3.宣導閱讀的情緒療癒功能，培養民眾以閱讀促進心理健康的觀念。 

二、本會目前已成立之委員會暨工作小組計 25 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委員會暨工作小組之任務 
 

民國 95 年 6 月訂定 

民國 99 年 1 月 8 日第 51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民國 101 年 3 月 2 日第 5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第 52 屆第 2 次常務理事會議修訂 

民國 103 年 2 月 14 日第 5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民國 104 年 2 月 14 日第 53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一、教育委員會 

推展圖書資訊教育，辦理在職訓練，推廣圖書館新知活動，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專業

知能。 

二、研究發展委員會 

研究本學會會務發展方針，配合推動圖書館事業整體發展計劃相關事宜。 

三、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研究、探討、交流大學校院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配合學校教學與圖書資訊發

展活動，推動校際館際合作與資源整合相關事宜。 

四、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研究、探討、交流技術專業校院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配合學校教學與圖書資

訊發展活動，推動校際館際合作與資源整合相關事宜。 

五、高中職圖書館委員會 

研究、探討、交流高中、高職學校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配合學校教學活動，

推動圖書資訊發展相關事宜。 

六、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研究、探討、交流國中、小學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配合學校教學與輔導活動，

深根圖書館經營理念，謀求進一步發展。 

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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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研究及交流公、私立公共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策劃圖書館週推廣事宜，

謀求我國公共圖書館之發展。 

八、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探討、研究及交流各機關團體及屬專門性質，或為特殊人士服務等圖書館之經營管理問

題，以促進我國專門圖書館之發展。 

九、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探討、研究及交流醫學圖書館經驗管理之理論與實務，謀求醫學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 

十、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因應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及圖書館管理之需要，研修圖書館相關法規與標準，建議政府採

擇施行。 

十一、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研討及推廣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及網路資源之共同發展事宜，謀求有效發展途徑；並提供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及網路資源交流之諮詢活動。 

十二、分類編目委員會  

研修分類法及編目規則，促進分類編目工作之統一化、標準化及合作化。 

十三、國際關係委員會  

拓展並維持圖書館國際關係，推動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謀求圖書館事業與國際圖書資

訊接軌。 

十四、會員發展委員會  

廣徵新會員、整理會籍、編印通訊錄，強化學會組織；並鼓勵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積

極參與本學會活動，相互切磋琢磨，增長其對圖書資訊事業之瞭解。 

十五、出版委員會  

策劃、編輯、出版圖書館學書刊，以闡揚圖書館學術、報導圖書館界活動，增進圖書館

館際間之瞭解。 

十六、年會籌備委員會  

規劃本學會年會活動、辦理選務工作、發布會務新聞，及聯繫協調相關事宜。 

十七、公共關係委員會 

透過各種傳播媒體加強社會各界對圖書館事業之認識，進而支持圖書館事業相關活動；

並協助宣導圖書館事業各項活動。 

十八、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探討、研究及交流神學圖書館經驗管理之理論與實務，謀求神學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 

十九、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宣導圖書館功能與服務理念，培養鄉鎮及學校圖書館從業人員知能，推動並提升全民閱

讀風氣。 

二十、資訊素養委員會 

研究與推展資訊素養內涵、標準、指標與政策，促進各級學校、各類職場與個人資訊素

養教育之機會，提升國人之資訊素養。 

二十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期刊發展小組 

策劃、編輯、出版《圖書資訊學研究》，以闡揚圖書資訊學術。 

二十二、檔案與手稿委員會 

研究、探討、交流各典藏單位或業務機關檔案與手稿管理之理論與實務，研修相關作業

守則、辦法及規則，促進檔案與手稿管理各項業務之統一化、標準化及合作化。 

二十三、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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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討、交流圖書文獻之修復、裝幀、保存之理論與實務，研修相關流程與辦法，

促進圖書館及各典藏單位受損圖書資訊交流，並協調救援行動進行。 

二十四、專業認證委員會 

研議並推動圖書館人員專業認證制度。 

二十五、長青會員委員會 

研議並增進圖書館界退休人員之福祉，推動圖書館界人員經驗傳承與交流 

 

決議：通過，請陳書梅教授協助提供任務說明文字。 

 

 

提案二 

案由：有關委員會主任委員請辭及聘任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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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人選由理事會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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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雪玉女士因職務異動請辭該職務，第 53 屆第 8 次

常務理事會議(104 年 4 月 21 日)通過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雪玉女士請辭及

聘請楊玉惠(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擔任，提此次會議追認。 

三、隨著本會刊物《圖書資訊學研究》新舊編輯團隊交接，原先《圖書資訊學研究》期

刊發展小組成員卸任，第 53 屆第 9 次常務理事會議(104 年 6月 24 日)通過聘請陳昭

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為召集人，提此次會議追認。 

 

決議：通過楊玉惠館長及陳昭珍教授之聘任案。 

 

 

提案三 

案由：有關長青會員委員會擬舉辦寫春聯活動案，提請討論。(長青會員委員會 提) 

說明： 

一、為配合本會第 54 屆第 1次會員大會舉行，擬於 12月 5 日年會當天舉辦寫春聯活動，

贈送與會會員，以增喜氣。 

二、根據長青會員委員會 104 年 7 月 1日第 2 次會議決議。 

擬辦：由長青會員委員會辜瑞蘭委員主持邀請書法家現場書寫，計三十三套，贈送

與會會員。 

 

決議：通過長青會員委員會於年會舉辦寫春聯活動。 

 

 

提案四 

案由：本(104)年度各項獎勵推薦審查案，提請討論。(理事會 提) 

說明： 

一、本年度各項獎勵推薦案，計有四項，7 位被推薦者，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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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貢獻獎 1 名。(俞小明) 

(二)社會服務獎 4 名。(財團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羅水木、華立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蘇怡仁) 

(三)熱心服務獎 1 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四)資深服務獎 1 名。（鄭素琴，服務年資 25 年) 

二、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勵辦法(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14日第 51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表揚對圖書館事業有貢獻者、圖書館界服務

之資深績優會員及社會人士，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為： 

一、本會會員。 

二、對圖書館事業發展具有特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 

第三條  獎勵種類分為下列四種： 

一、特殊貢獻獎。(請詳見第四條) 

二、社會服務獎。(請詳見第五條) 

三、熱心服務獎。(請詳見第六條) 

四、資深服務獎。(請詳見第七條) 

第四條  凡為本會會員五年以上、履行本會義務、對圖書館事業有重大貢獻者，得由本會會員

五名以上聯名推薦，每名會員以推薦一名為限，經本會理事會議審查通過，由本會頒

發特殊貢獻獎牌。 

第五條  凡個人或團體合於下列各款之一者，由本會會員之推薦，經本會理事會議審查通過，

由本會頒發社會服務獎牌。 

一、為資助圖書館事業與教育或設置圖書館獎金，一次捐款在伍拾萬元以上者。 

二、以私人藏書捐贈圖書館，累計至一萬冊以上或珍本秘籍價值鉅大者。 

三、推動閱讀或圖書館事業，著有功績者。 

四、同一事蹟無法重複獎勵。 

第六條  凡本會會員熱心服務，經本會會員五名以上聯名推薦，經理事會議審查通過，由本會

頒發熱心服務獎牌。 

第七條  凡從事圖書館工作或圖書館教育工作滿二十年之本會會員，由服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

管推薦，並檢附受獎人履歷、年資等相關證明文件影印本，經由本會理事會議審查通

過，由本會頒給資深服務獎狀，滿三十年頒給資深服務獎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 

一、通過頒予俞小明女士特殊貢獻獎。 

二、通過頒予：財團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羅水木先生、華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等 3 個個人/單位社會服務獎。 

三、通過頒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熱心服務獎。 

四、通過頒予鄭素琴女士資深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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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本(104)年度各項獎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 

一、自 103 年起慶和圖書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委託發放「翁茶餅先生紀念獎

學金」；而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更改「飛資得資訊獎學金」發放方式，轉

為鼓勵館員及博士生發表期刊論文，並另訂獎勵規定。 

二、一般獎學金部份各圖資系所提出名單總計 39 名，其中博士生 4 名、碩士生

17 名、大學生 18 名。 

 

決議：通過，後續將通知各受獎者出席年會授獎。(名單如附) 

 

一、學會 104年各項獎學金頒贈金額及各系所名額分配表 1 

序號 獎學金名稱 各系所名額 
名額 
(人) 

金額 
(元) 

總計 
(元) 

1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學金 
(博士1、碩士5) 

葉淑慧(政大 博士)  姚威羽(世新 碩士) 

洪聆真(中興 碩士)  黃琬姿(師大 碩士) 

林詩涵(淡江 碩士)  黃千容(輔仁 碩士) 

6 10,000 60,000 

2 
沈祖榮暨沈寶環教授紀念獎學金 
(博士0、碩士0、大學4) 

伍孔德徽(世新 大學)  林芝萱(臺大 大學) 

葉莞瑜  (淡江 大學)  蘇哲儀(輔仁 大學) 
4 5,000 20,000 

3 
蔣復璁先生紀念獎學金 
(博士0、碩士0、大學2) 

李孟軒(世新 大學)  李怡君(淡江 大學) 2 5,000 10,000 

4 

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博士生) 岳麗蘭(臺大 博士)  謝順宏(師大 博士) 2 10,000 20,000 

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碩士生) 蔣千芳(政大 碩士)  陳欣嵐(臺大 碩士) 2 10,000 20,000 

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碩士生) 

陳閔安(中興 碩士)  許蓀咪(政大 碩士) 

張庭芳(臺大 碩士)  陳絹諺(師大 碩士) 

陳詩旻(淡江 碩士)  高翎紘(輔仁 碩士) 

6 7,000 42,000 

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大學生) 

張婷嫥(世新 大學)  劉友琪(臺大 大學) 

楊蕓妁(淡江 大學)  黃湘婷(輔仁 大學) 

吳昀庭(輔仁 大學) 

5 7,000 35,000 

韋棣華女士紀念獎學金 (大學生) 

陳俐儒(臺大 大學)  蔡宥靜(淡江 大學)  

曹境窈(輔仁 大學)  田雅竹(輔仁 大學)  

王曉瑩(輔仁 大學) 

5 5,000 25,000 

5 
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 
(碩士生) 

列入本次提案六審議 2 10,000 20,000 

6 

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 
(博士生) 指定台大1名 

周至文(臺大 博士) 1 10,000 10,000 

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 
(碩士生) 指定台大2名、淡江2名 

蕭慈堃(臺大 碩士)  廖伊涵(臺大 碩士) 

許乃文(淡江 碩士)  李易昶(淡江 碩士) 
4 7,000 28,000 

李德竹教授紀念獎學金 
(大學生) 指定台大2名 

李建欣(臺大 大學)  胡岱軒(臺大 大學) 2 5,000 10,000 

 合         計  41  300,000 

 

 

二、學會 104年各項獎學金頒贈金額及各系所名額分配表 2 

校名 
博士
名額 

博士
獎金 

獎學金
簡稱 

受獎者 
碩士
名額 

碩士 

獎金 

獎學金
簡稱 

受獎者 
大學
名額 

大學 

獎金 

獎學金
簡稱 

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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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博士
名額 

博士
獎金 

獎學金
簡稱 

受獎者 
碩士
名額 

碩士 

獎金 

獎學金
簡稱 

受獎者 
大學
名額 

大學 

獎金 

獎學金
簡稱 

受獎者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所 

    1 10,000 學會 姚威羽 1 7,000 韋棣華 張婷嫥 

        1 5,000 
沈祖榮
沈寶環 

伍孔德
徽 

        1 5,000 蔣復璁 李孟軒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1 10,000 學會 洪聆真     
    1 7,000 韋棣華 陳閔安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 

1 10,000 學會 葉淑慧 1 10,000 韋棣華 蔣千芳     
    1 7,000 韋棣華 許蓀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所 

1 10,000 韋棣華 岳麗蘭 1 10,000 韋棣華 陳欣嵐 1 7,000 韋棣華 劉友琪 

1 10,000 李德竹 周至文 1 7,000 韋棣華 張庭芳 1 5,000 
沈祖榮

沈寶環 
林芝萱 

    1 7,000 李德竹 蕭慈堃 1 5,000 韋棣華 陳俐儒 

    1 7,000 李德竹 廖伊涵 1 5,000 李德竹 李建欣 

        1 5,000 李德竹 胡岱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 10,000 韋棣華 謝順宏 1 10,000 學會 黃琬姿     

    1 7,000 韋棣華 陳絹諺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所 

    1 10,000 學會 林詩涵 1 7,000 韋棣華 楊蕓妁 

    1 7,000 韋棣華 陳詩旻 1 5,000 
沈祖榮
沈寶環 葉莞瑜 

    1 7,000 李德竹 許乃文 1 5,000 蔣復璁 李怡君 
    1 7,000 李德竹 李易昶 1 5,000 韋棣華 蔡宥靜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所 

    1 10,000 學會 黃千容 1 7,000 韋棣華 黃湘婷 

    1 7,000 韋棣華 高翎紘 1 5,000 
沈祖榮

沈寶環 
蘇哲儀 

        1 5,000 韋棣華 曹境窈 

輔仁大學進修部圖
書資訊學系 

        1 7,000 韋棣華 吳昀庭 
        1 5,000 韋棣華 田雅竹 
        1 5,000 韋棣華 王曉瑩 

獎學金合計(NT$)  40,000    140,000    100,000 總計 280,000 

人數合計(位) 4    17    18  總計 39 

說明：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名額2名，另案審議。 

 

 

提案六 

案由：本(104)年度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 

一、本獎學金每年頒發 2 名，每名新臺幣 1萬元整。 

二、本(104)年度收到申請 2 名，名單及其背景簡述如下(部分省略) 

申請者 就讀系級 
學業 
成績 

操行 
成績 

備註 

陳勇汀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 

103 學年上學期 88 
下學期 90 

85 學生會員 

王文芳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103 學年上學期 86.50 
下學期 85.46 

86 
學生會員 

申請文件少第 4 項 
 



第 30 頁，共 48 頁 

三、本蘇諼教授清寒優秀獎學金頒贈辦法(中華民國 100年 1月14日第 51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為獎勵圖書資訊學系所優秀或清寒學生，並激勵其研究精神，特設置此獎學金(以下簡
稱為本獎學金)。 

第二條：本獎學金的獎勵對象為學生會員且就讀於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所的在校學生，以失怙
或身心障礙者為優先。 

第三條：本獎學金之獎勵名額與金額如下：每學年頒發 2 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每年審核一
次，壹次發放。 

第四條：申請資格：家境清寒者，其前一學年學業、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若有特殊情形
由指導教授特別推薦者，則成績不受限制 (即二年級以上之研究生)。 

第五條：申請應備文件： 

1.申請表 

2.推薦函兩份 (可由了解申請者狀況之師長或親友填寫，至少一封要由師長填寫)  

3.在校成績單及在學證明。 

4.清寒證明(非必備)或免稅證明書或具公信力之社會慈善團體推薦函-內容需說明其
家庭變故、清寒狀況等 

5.身心障礙者另備殘障手冊影本 

第六條：本獎學金申請日期為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日起，至 10 月 26 日止，由學生將應備文件
繳至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公室。 

第七條：受獎學生名單將刊載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以資鼓勵。 

第八條：本獎學金委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審查核定，捐贈者保有最終審核權。 

第九條：本辦法未盡事宜，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會徵得捐贈者同意後，修正之。 

 

決議：通過陳勇汀同學申請案。 

 

 

提案七 

案由：有關本會獎學金頒贈辦法修訂案，提請討論。(祕書處 提) 

說明：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已於 104 年 6 月全數畢業，該系已併入廣電系圖

資組，頒贈辦法是否依實際情形調整，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學金頒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下列各大學系、所得向本會提出

申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二)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 

(三)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五)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六)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所 

(七)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第三條：下列各大學系、所得向本會提

出申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 

(二)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 

(三)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五)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六)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所 

(七)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八)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因應實際情形調整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學金頒贈辦法(稿) 

中華民國 85 年 11 月 15 日第 4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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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1 日第 48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2 日第 51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第 53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品學兼優之學生，並激勵其學習精神，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獎學金頒發對象為本會學生會員，就讀於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之在校學生。 

第三條：下列各大學系、所得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二)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三)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五)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六)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所 

(七)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第四條：以上各大學系、所就其在校學生中選定成績優良者，檢附上一學年度成績單（全年

學業及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送交本會，經核定後頒贈獎學金。 

第五條：受獎學生名單將刊載於本會會訊，以資鼓勵。 

第六條：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通過獎學金頒贈辦法修訂案。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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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依據第 54 屆理監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討論會議(8月 24 日)議決，提出理監事選舉

候選人參考名單，後呈報第 53 屆第 10 次常務理事會議(8 月 27 日)增修，於 9 月進

行候選人參選意願調查，將無意願之名單移除後，稿如附件二，參見頁 37-40。 

二、檢附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監事選舉要點及投票須知，參見頁 41-42。 

三、按例理事應提出至少 66 人、監事 22 人為候選人名單。 

 

決議： 

一、有關理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若候選人不具有團體/個人會員資格，建議再

次聯繫邀請入會。 

二、由於監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不足 22 人，建議由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推

薦組長/主任人選。 

 

 

提案九 

案由：有關本(104)年會員大會討論提案事宜，提請討論。(年會籌委會、祕書處 提) 

說明： 

第一案 

提案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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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依規定提陳本會 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

錄、基金收支表及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2 及 13 條規定，於年度終了後，提會員

大會討論 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

金收支表（附件三，參見頁 43）及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見次頁)，並將於

會後報部核備。 

辦法：提會員大會討論。 

 

決議：通過，提會員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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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 

 
 



第 34 頁，共 48 頁 

 
第二案 

提案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會 

案由：擬具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105 年度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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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提會員大會討論。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105年度工作計畫(稿) 

月份 各月活動 

一 

1.完成年會相關資料報內政部。 

2.會員繳費公文寄送。 

3.籌辦世界書香日活動。 

4.召開第54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6.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7.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二 

1.籌辦世界書香日活動。 

2.召開各委員會議。 

3.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4.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三 

1.討論研習班相關事宜（教育委員會）。 

2.召開第54屆第1次常務理事會議。 

3.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4.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5.召開各委員會議。 

6.籌辦組團參加ALA年會事宜（國際關係委員會）。 

四 

1.辦理世界書香日活動。 

2.討論研習班相關事宜（教育委員會）。 

3.召開各委員會議。 

4.籌備第54屆第2次會員大會、研討會及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年會籌備委員會）。 

5.討論研討會及優秀學位論文徵稿事宜（研究發展委員會）。 

6.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7.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8.籌辦組團參加IFLA年會事宜（國際關係委員會）。 

五 

1.召開第54屆第2次常務理事會議。 

2.完成研習班簡章並寄發。 

3.召開各委員會會議。 

4.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5.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6.籌備第54屆第2次會員大會、研討會及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年會籌備委員會）。 

六 

1.研習班接受報名。 

2.完成《圖書資訊學研究》編務（圖書資訊學研究編輯小組）。 

3.籌備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及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研究發展委員會）。 

4..本會組團參加ALA年會（國際關係委員會）。 

5.召開各委員會會議。 

6.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7.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七 

1.召開第54屆第3次常務理事會議。 

2.各專題研習班陸續開班。 

3.完成《圖書資訊學研究》紙本出版與寄送。 

4.召開各委員會議。 

5.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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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各月活動 

6.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八 

1.各專題研習班陸續開班。 

2.本會組團參加IFLA年會（國際關係委員會）。 

3.召開各委員會議。 

4.籌備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及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研究發展委員會）。 

5.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6.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九 

1.召開第54屆第4次常務理事會議。 

2.研習班結報。 

3.舉行醫學圖書館工作人員研習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 

4.籌備第54屆第2次會員大會、研討會及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年會籌備委員會）。 

5.寄發優秀學位論文徵稿函給圖書資訊相關系所。 

6.寄發本會各種獎項申請函給團體會員。 

7.召開各委員會會議。 

8.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9.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 

十 

1.寄發年會函。 

2.籌備第54屆第2次會員大會、研討會及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年會籌備委員會）。 

3.籌備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及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研究發展委員會）。 

4.研習班結報。 

5.各委員會召開會議。 

6.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7.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十一 

1.召開各委員會會議。 

2.召開第54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籌備第54屆第2次會員大會、研討會及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年會籌備委員會）。 

4.籌備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及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研究發展委員會）。 

5.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6.持續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委由五南圖書出版發行案（出版委員會）。 

十二 

1.辦理第54屆第2次會員大會、研討會及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年會籌備委員會）。 

2.辦理圖書資訊學研討會及優秀學位論文發表會（研究發展委員會）。 

3.完成《圖書資訊學研究》編務（圖書資訊學研究編輯小組）。 

4.召開各委員會議。 

5.發行電子會訊快報（出版委員會）。 

 

決議：通過，提會員大會討論。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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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 屆理事選舉參考名單(三稿)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資格  

1 于  玟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副局長 永久會員   

2 于  第 景文科技大學 學務長 永久會員 1 

3 王盈文 衛理女中圖書館 主任 個人會員   

4 王美玉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非會員   

5 王梅玲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教授 永久會員   

6 王麗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

案館 
主任 非會員   

7 朱小瑄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個人會員   

8 余顯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 個人會員   

9 吳肖琪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10 吳美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永久會員   

11 吳錦範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技

術服務組 
組長 個人會員   

12 呂春嬌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館長 永久會員 1 

13 宋怡慧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教師 非會員   

14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個人會員 1 

15 李宜涯 中原大學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1 

16 林  菁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

與管理學系 
教授 個人會員   

17 林心茹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 圖書教師 非會員   

18 林志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 永久會員 1 

19 林奇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非會員   

20 林孟玲 
飛資得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副總經理 個人會員 1 

21 林宛儀 明倫高中圖書館 主任 個人會員   

22 林玫伶 臺北市士東國小 校長 個人會員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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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會員 1 

24 林珊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永久會員   

25 林素甘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副教授 個人會員 1 

26 林雯瑤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副教授 個人會員 1 

27 林義娥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圖書館 
主任 永久會員   

28 林福仁 清華大學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29 林麗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個人會員   

30 邱子恒 國家圖書館 編纂兼知識服務組主任 個人會員 1 

31 邱炯友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教授 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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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邱銘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副教授 個人會員   

33 俞小明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編纂 永久會員   

34 姜義臺 靜宜大學圖書館參考組 組長 個人會員 1 

35 施純福 臺中市文化局 副局長 個人會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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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會員 1 

37 洪世昌 臺北市立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38 洪玉貞 臺南市立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39 胡豫湘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醫學圖書組 
組長 永久會員   

40 范綺萍 秀峰高中圖書館 主任 非會員   

41 唐連成 新北市立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42 唐慧文 北一女中圖書館 主任 非會員   

43 徐一綺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44 涂進萬 國立暨大附中學圖書館 前主任 個人會員   

45 袁賢銘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46 高  鵬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

組 
主任 個人會員 1 

47 張簡誌誠 逢甲大學圖書館資訊加值組 流通組組長 非會員   

48 曹麗珍 臺北市民生國小 校長 永久會員 1 

49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個人會員   

50 許淑婷 環球科技大學圖書館 圖書資訊處處長 非會員   

51 許慧貞 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 教師 個人會員   

52 郭家林 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個人會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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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會員 1 

54 陳亞寧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助理教授 個人會員   

55 陳冠年 高雄醫學大學圖書資訊處 副處長 個人會員 1 

56 陳美燕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

圖書館 
組長 非會員   

57 陳書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永久會員   

58 陳國泰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副館長 個人會員   

59 陳淑君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非會員   

60 彭于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個人會員 1 

61 曾品方 萬興國小圖書室 幹事 個人會員   

62 黃元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個人會員 1 

63 黃明居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副館長 個人會員   

64 黃湫淑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65 黃慕萱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永久會員   

66 楊玉惠 國立臺灣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67 楊淑梅 花蓮縣政府文化局 科長 非會員   

68 楊智晶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69 溫達茂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 知識長 個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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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葉乃靜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個人會員 1 

71 廖秀滿 
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資料服

務組 
組長 永久會員   

72 劉淑德 
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永久會員   

73 劉嘉卿 慈濟大學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74 潘文儀 高雄市立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75 蔡志揚 桃園市立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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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會員 1 

77 蔡淑香 花蓮市立圖書館 館長 個人會員 1 

78 賴忠勤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研究員 個人會員 1 

79 賴洋助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個人會員 1 

80 賴玲玲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副教授 非會員   

81 賴苑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

會發展學系 
教授 個人會員   

82 賴鼎銘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教授 永久會員   

83 賴麗香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副研究員 永久會員 1 

84 謝寶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副教授 永久會員   

85 羅思嘉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個人會員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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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會員   

87 蘇麗文 埔里鎮立圖書館 館長 非會員   

88 龔冰蕾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教師 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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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 屆監事選舉參考名單(三稿)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資格  

1 朱則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永久會員  

2 林光美 蔣經國圖書館籌備處 主任 永久會員 1 

3 林呈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永久會員  

4 范豪英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退休教授 永久會員  

5 陳和琴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副教授 永久會員 1 

6 陳雪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兼圖書館

館長 
永久會員  

7 彭  慰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國家標準技術

委員會委員 
永久會員 1 

8 楊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退休教授 永久會員  

9 盧秀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教授 永久會員  

10 薛理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 永久會員 1 

11 顧  敏 中華文化學術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 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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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監事選舉要點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1 日   第 48 屆第 6 次理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  第 52-2 屆第 6 次理事會修正通過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內政部修正發布之「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應選理事三十三人，候補理事十一人；監事十一人，候補監事三人；

任期均為二年。 

三、本會理事、監事選舉得提參考名單，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為限。參考

名單所列之候選人應徵詢當事人意願。 

四、本會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凡繳納本年度會費者與永久會員一併列入本年

選舉名冊，享有選舉權。 

五、本會理事、監事選舉採用出席投票。個人會員如不能出席會員大會投票，

得備委託書委託其他會員代為投票。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之委託。 

六、本會理事、監事選舉採用無記名連記法。當選及候補當選名次按應選出名

額，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當選人未在場或雖在

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由主持人代為抽定。當選人得當場或於就任前

以書面聲明放棄當選。 

七、團體會員得指派代表一人，持指定書出席會員大會投票，每一團體會員以

一票為限。 

八、本會理事當選人，縣級以下公共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各不得少於一人。 

九、選舉結果於會員大會當天宣布。 

十、選務工作由本會推派代表主持。 

十一、本選舉要點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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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 屆理監事選舉投票須知 

  

一、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本會理監事選舉要點」。 

二、投票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教區三樓。 

三、投票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十一

時止。 

四、領    票：個人會員憑報到單親自至投票所領取選票。個人會員如

不能出席會員大會投票，得備委託書委託其他會員代為

投票，唯受託者以代表一人為限。團體會員得指派代表

一人，憑指定書、報到單領取選票（每一團體一票）。 

五、圈    票：本選舉採取無記名連記法。理事最多圈選三十三人，超

過三十三人以廢票論；監事最多圈選十一人，超過十一

人以廢票論。投票請自行以鋼筆、原子筆於選票規定空

格內圈選(○)或鈎(ˇ)。如圈選、鈎選出框，或跨兩框，或

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識，或夾寫其他文字者，該選舉票一

律作廢。選票上為被選舉人參考名單，如另有適當人選，

可在選票預留空格內，自行填入姓名。 

六、投    票：圈選好之選票，請親自摺疊後投入票匭。投票人不可將

選票圈選後塗污，及將選票污染、毀損、遺棄或攜出投

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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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頁，共 48 頁 

 



第 45 頁，共 48 頁 



第 46 頁，共 48 頁 

 



第 47 頁，共 48 頁 



第 48 頁，共 4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