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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3 屆第 8 次常務理事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4 年 4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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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珊如常務理事、邱炯友常務理事、 

曾淑賢常務理事(依姓氏筆畫排序) 

列席人員：教育委員會(林信成主任委員)、出版委員會(邱炯友主任委員)、林巧敏祕書長、 

林敏秀會計、胡南星幹事 

請假人員：王梅玲常務理事、林呈潢常務理事、柯皓仁常務理事、陳昭珍常務理事、 

蔡明月常務理事、陳慧娉副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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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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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完成《圖書資訊學研究》主編聘書之製頒作業。 
2. 推薦柯皓仁館長擔任 IFLA 大學圖書館委員會常務委員。 
3. 其餘事項請見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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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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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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檢送「2015 臺灣十大非去不可圖書館大票選」活動簡章

廣邀國內各類型圖書館參加(4 月 14 日)，本活動補助費用為 3 萬元。活動重要

期程如下： 
(1)報名：104 年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圖書館自行報名。 
(2)票選：104 年 6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採網路投票。 
(3)公告結果：104 年 10 月 2 日公告票選結果，頒獎時間地點另行公告。 
(4)抽獎贈品：104 年 10 月 8 日公告得獎名單，10 月 12 日至 30 日得獎者回覆

郵寄地址，贈品將以郵寄送達。 
(5)頒獎：獲選之圖書館將於 104 年圖書館學會年會進行頒獎。 

9. 會員發展委員會於 4 月 18 日舉辦會員春季踏青賞桐一日遊活動。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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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筆，指定用途於國立臺灣圖書館修復中山樓仕女屏風畫作，2 月 24 日入帳新

台幣 188,968 元(美金 6,000 元)，4 月 10 日入帳新台幣 178,687 元(美金 5,910
元)。 

11.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情形：醫學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3 次會議(2 月 6 日)、神學

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3 次會議(3 月 5 日)、教育委員會召開第 3 次會議(3 月 23
日)、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召開第 2 次會議(4 月 10 日)。 

12.會員異動情況： 
(1)本會目前目前會員人數共計 2,060 名，其中團體會員 450 單位、個人會員

565 名、學生會員 421 名、永久會員 624 名。 
(2)自民國 104 年 1 月 25 日至 104 年 3 月 31 日學會會員異動名單：團體會員

增加 1 名(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出會 1 名(屏東商業技術

學院(與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合併為國立屏東大學))；個人會員增加 3 名(劉文

明、徐澤佼、曾詩蘋)；個人轉學生會員 1 名(洪敦明)；學生會員增加 5 名(王
翊宇、張家翎、王文芳、林裕傑、楊舜閔)、學生轉個人會員 5 名(曾品方、

張淇龍、黃建棠、柯逸凌、王令惠)。 
(3)截至 104 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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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313 137 
個人會員 565 168 397 
學生會員 421 42 379 
永久會員 624 624 x 
總    計 2,060 1,147 913 

(三)財務報告 

1.本會 104 年 1 月至 3 月收支明細表。(參見次頁) 
說明：(1)104 年 1 月收入 271,381 元，支出 187,216 元，本期餘絀 84,165 元。 

(2)104 年 2 月收入 221,500 元，支出 142,721 元，本期餘絀 78,779 元。 
(3)104 年 3 月收入 216,253 元，支出 89,061 元，本期餘絀 127,1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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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會 104 年 1 月至 3 月的累積收入 709,134 元，累積支出 418,998 元，

累積餘絀為 290,136 元。 
(5)1 月至 3 月捐款明細：吳美美(1,000 元)、林雯瑤(1,000 元)、陳淑君(1,000

元)。 
1 月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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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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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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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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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年專書出版進度報告(出版委員會)： 

1.《專門圖書館》，王珮琪、劉春銀主編，校讀中，尚有數位合撰者未能提供個

人簡歷，尚待處理。 
2.《公共圖書館》，陳雪玉、孟文莉主編，已出版。 
3.《大學校院圖書館》，黃鴻珠主編，僅完成「圖書館組織」一章。原告知已近

完稿者或已積極進行撰稿者，待催稿時，撰稿者覺得不妥，不想交稿，此書

可能需重起爐灶。 
4.《資訊組織規範發展》，藍文欽主編，預計四月底前繳交初稿。 
5.《圖書館資訊系統與數位化》，柯皓仁主編，預定六月底前後收齊稿件，比照

它冊作法，稿件尚需主編邀請專家審查，審查後始進入排版程序。 
6.《圖書館交流與合作》，林志鳳、彭慰主編，因部分撰稿者身體微恙，部分撰

稿者完成初稿尚未交稿，繼續努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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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91 元，近二年核定補助情形如下：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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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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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去(103)年年會海報展前三名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檔案館、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館及馬偕醫學院圖書館，其中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取得參加 IFLA 海報展資格。本會依規定補助林業試驗所代

表1名(張勵婉)機票(47,500元)及會議註冊費(約15,500元)全額，合計約新台幣63,000
元。 

三、另有林志鳳(擔任 IFLA 委員會亞太區部門主席)、張家翎(論文)、陳勇汀(論文)申請

案。 
姓名 2.林志鳳 

單位名稱

與職稱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會議名稱 2015 IFLA 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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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 南非 開普敦 
會議日期 2015 年 8 月 10 日至 22 日 

事由 

1.擔任 closing keynote speaker of the Satellite meeting of the IFLA LIS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開發中國家圖書資訊教育會前會) to be held on August 12, 2015 (8 月 12 日在南非

大學召開) 
2.擔任 IFLA Division V,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 亞太區部門主席。 
3.主持亞太區部門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I & II (常務委員會 SCI 及SCII 會議)。 
4.主持 Joint Session of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 and Se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亞太區部

門與資訊科技部門合辦之公開型研討會)。 
5.主持 Joint Session of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 and Section of Genealogy & Local History (亞太

區部門與族譜與在地歷史部門合辦之公開型研討會)。 
6.主持Open Program of Section of Asia & Oceania (亞太區部門主辦之公開型研討會)。 

作者  

申請補助

項目 
機 票  預估 約 NT$50,000 
註冊費 預估 約 NT$20,000 

備 註  

 
姓名 3. 張家翎 4. 陳勇汀 
單位名稱

與職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生

會議名稱 HCI International 2015 2015 IFLA 年會 

會議地點 美國 洛杉磯 南非 開普敦 

會議日期 2015 年 8 月 2 日至 7 日 2015 年 8 月 15 日至 21 日 

論文主題 
What Do Patients of Different Medical Illness Say 
About Their Doctors Online? An Analysis of 
Online Physician Reviews 

Developing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toward 
Civic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in Taiwan 
公民運動中的數位參考服務：以太陽花學運為

例 
作者 邱銘心、張家翎 陳勇汀、朱明媛 
申請補助

項目 
機 票  預估 約 NT$45,000 

機 票  預估 約 NT$50,000 
註冊費 預估 約 NT$10,000 

備 註   
 

決議：(一)依據「本會 2014 海報展辦理計畫」之獎勵辦法，通過去(103)年海報展得獎第

一名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張勵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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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考量獎助應有較周全之審查原則，有關林志鳳、張家翎、陳勇汀申請案請暫

予保留，請祕書處先擬定審查原則初稿，併同下次會議討論。 
 
 

提案二 
案由：有關委員會人事異動審查案，提請討論。(祕書處 提)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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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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立之長青會員委員會汪雁秋主任委員提出該委員會之名單及年度工作計畫如

附，提請審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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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圖書館新

任館長楊玉惠女士於 4 月 2 日到任，為共同推動全國圖書館閱讀推廣業務，該館建

議由楊館長接續擔任主任委員乙職。 
四、前國立臺灣圖書館館長陳雪玉因職務異動，併同請辭教育委員會委員、法規與標準

委員會委員、圖書文獻保存與修護委員會顧問。 
五、教育委員會、法規與標準委員會擬增聘楊玉惠(國立臺灣圖書館館長)為委員。 
六、大學校院圖書館委員會委員吳錦範、陳格理、陳偉銘、楊瑞珍、謝文雀請辭，擬增

聘黃皇男(東海大學圖書館館長)、陳懷恩(宜蘭大學圖書館館長)、王健文(成功大學

圖書館館長)、林聰敏(東吳大學圖書館館長)、李建國(實踐大學圖書館館長)為委員。 
七、技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委員王愉文、梅瑤芳、鄭惠珍請辭，擬增聘陳佳吟(文藻外語

大學圖書館館長)為委員。 
 
附件 

長青會員委員會之成員及年度工作計畫 
 

一、委員名單 
1.主任委員：汪雁秋 
2.顧問：顧敏、陳賢德 
3.副主任委員：彭慰 
4.委員：王逸如、宋建成、林光美、胡歐蘭、唐潤鈿、徐小鳳、章以鼎、 
       辜瑞蘭、楊美華、劉春銀、韓竹平(依姓名筆畫排序) 
5.祕書：彭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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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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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一)通過長青會員委員會提出之委員會名單及年度工作計畫。 

(二)通過公共圖書館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雪玉女士請辭及楊玉惠館長聘任案，將提下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追認。 
(三)通過教育委員會等 5 個委員會所提之陳雪玉等 1 位顧問及 8 位委員的辭職案，

以及楊玉惠等 7 位委員之聘任案。 
 
 

提案三 
案由：本會 104 年度研習班開班事宜，提請討論。(教育委員會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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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本年度研習班自 6 月 8 日起至 8 月 28 日止，預計由 11 單位開 13 班，其中規劃

11 個班上課五天、2 個班上課三天，預定招生共計 625 人。研習班一覽表及經

費預算表如附：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4 年度研習班一覽表(稿) 

序 名稱 / 人數 研習時間 承辦單位 研習課程 研習費用 

1 
量身訂作圖書

館服務：分齡分

眾終身閱讀 

6/8-6/12 
五天 

接受單日

報名 

國立公共資訊

圖書館 

6/8(一)兒童閱讀推廣與實務經驗分享；6/9(二)青少年閱讀

活動設計與閱讀空間營造；6/10(三)圖書館就是你家：公

共圖書館如何服務新住民；6/11(四)樂在圖書館：高齡讀

者圖書館服務；6/12(五)傾聽讓我們更靠近：聽視障讀者

服務實務(含黑暗體驗) (上述課程名稱為暫定，實際名稱

與講師確認後再公告)。《接受單日報名》 

報名 1 場次

1,500 元；2 場
次 3,000 元；3 
場次 4,000；4 
場次 5,000 元，5
場次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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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數位策展與數位人文學發展現況與趨勢；(二) 數位

展演互動技術發展與應用；(三) 數位策展設計、規劃與實

務-以陳誠副總統特展為例； (四) 故宮數位策展實務經驗

分享；(五) 淺談數位人文學；(六) 數位策展之主題式記

錄片製作；(七) 雲端數位策展； (八) 圖書館支援數位人

文研究；(九) 人文學的數位研究工具；(十) 文本分析技

術於數位人文應用。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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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習班將以工作坊性質分組實作進行課程，帶領學員從

顧客洞察、脈絡探索、研究彙整分析、概念發想、情境設

計、服務展開等流程逐步體驗一場以使用者導向為出發點

的服務設計創造之旅；同時課程中亦將安排學員親身體驗

3D 列印與眼動儀新科技。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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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專題演講：學術傳播的發展與重要性；(二)機構典藏

理論與實務；(三)期刊開放取用理論與實務；(四)數位出

版；(五)資料庋用理論與實務；(六)分組討論與發表。 
4,000 元 

5 
圖書資訊學中級

研習班 
7/13-7/17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一)圖書館創新服務;(二)圖書館統計與分析;(三)館藏研究

與管理;(四)圖書館全面品質管理;(五)參考資訊服務;(六)
著作權與數位圖書館;(七)電子書與數位閱讀現況與發

展;(八)行動與雲端科技在圖書館的應用;(九)圖書館建築

與空間改造;(十)綜合座談 

6,000 元 

6 

翻轉圖書館研習

班 2：Learning 
commons 服務

創新設計 

7/20-7/24 
五天 

國立清華大學

圖書館 

(一) 圖書館服務新想像；(二) 圖書館服務創新的生態系

統；(三) Learning commons 設計工作坊--經驗創新與行為

式設計簡介：關鍵議題  & 點子風暴； (四 ) Learning 
commons 設計工作坊--概念發展：經驗雛形 & 劇本咖

啡；(五) Learning commons 設計工作坊--等比白模 & 體
驗評價；(六) 服務創新企業參訪 

8,000 元（含材

料費 2,000 元）

7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0-7/24 
五天 

國家圖書館 

(一)資訊組織概論與 RDA 發展現況；(二)主題分析與實

作；(三)編目規則及 MARC21（含實作）；(四)電子資源編

目及實作；(五)視聽資料編目及實作；(六)期刊與電子期刊

（含實作）；(七)編目資源應用：NBINet、SMART、MARC 
Edit、中文主題編目規範系統、MARC21 拼音轉換應用系

統、CMARC3 轉 MARC21 轉換系統、CMARC-XML 轉換

程式、國圖編目園地；(八)分組上機練習。 

6,000 元 

8 
圖書館公共關係

與價值提升研習
7/20-7/24 
五天 

世新大學圖書

館 
(一)網路時代公共關係的新形態；(二)網路傳播與行銷

一；(三)網路傳播與行銷二；(四)圖文訊息設計與製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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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寫作的基本原則及要領；(六)媒體溝通與互動；(七)
請你跟我這樣說：溝通的訣竅；(八)活動設計；(九)公關

在品牌及危機溝通的角色；(十)翻轉大學圖書館的創新服

務：真人圖書館的意義。 

9 資訊組織進階班 7/27-7/29 
三天 

國家圖書館 
(一)FRBR、FRAD、FRSAD 的發展與應用；(二) Linked data
發展與應用；(三) RDA 編目規則及實務應用；(四) Big data
在圖書館的應用；(五)書目服務與加值。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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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 

(一)巨量資料於圖書館之發展應用趨勢；(二)資訊視覺

化；(三) 開放資料之法律相關議題探討；(四) 開放資料

授權與資料庫之應用；(五) 學術圖書館與資料庋用；(六) 
1.資料庋用之詮釋資料探討 2.e-Research 系統之服務與

發展；(七)開放的原力:資料的協同合作與連結；(八)開放

資料與資料視覺化；(九)語意技術在巨量資料及輿情分析

上的應用；(十)綜合座談。 

6,000 元 

11 

圖書館經營管理

與未來發展研習

班 

8/3-8/7 
五天 

國立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一) 邁向 A＋圖書館；(二) A＋圖書館決策管理；(三) 品
牌與行銷；(四) 營造圖書館新體驗；(五) 市民的圖書館—

圖書館募款之路；(六) 參觀導覽及結業式等等。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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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圖書資訊學新知與趨勢； (二) 圖書館管理；(三) 讀
者服務；(四) 技術服務；(五) 圖書館資訊科技綜論；(六) 
資訊檢索及應用；(七) 國文；(八) 法學知識；(九) 透析

高普考題及答題要領；(十) 國考之旅：考取心得分享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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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式書籍裝幀形式及演變；(二)西式書籍裝幀形式面

面觀；(三)檔案文獻的修護與裝幀（含實作）；(四)西式圖

書的裝幀及修護（含實作）；(五)雙面圖書裱補與裝幀（含

實作）；(六)中式線裝書的裝幀保存（含實作）；(七)紙質

文物保存材料與展示（含實作）；(八)書畫捲軸的裝幀保

存；(九)紙質文物的保存維護與典藏管理；(十)圖書裝訂

室觀摩與維護書籍簡介；(十一)綜合討論。 

6,700 元（含材

料費 700 元）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4 年度研習班經費預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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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量身訂作圖書館服

務：分齡分眾終身閱讀 
6/8-6/12 
五天 

國立公共資訊

圖書館 
50 314,100 285,850 2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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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10,000 192,350 1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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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98,500 257,820 4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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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20,000 115,798 4,202

5 圖書資訊學中級研習班 7/13-7/17 
五天 

國立臺灣圖書

館 60 358,500 251,125 107,375

6 

翻轉圖書館研習班 2：
Learning commons 服
務創新設計 

7/20-7/24 
五天 

國立清華大學

圖書館 35 276,000 27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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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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資訊組織基礎班 7/20-7/24 
五天 

國家圖書館 55 328,500 170,415 15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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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360,000 359,556 444

9 資訊組織進階班 7/27-7/29 
三天 

國家圖書館 55 219,000 140,249 7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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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 70 417,000 335,310 81,690

11 
圖書館經營管理與未來

發展研習班 
8/3-8/7 
五天 

國立中山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30 178,500 178,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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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39,100 230,670 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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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367,000 280,960 86,040

總計 625 3,686,200 3,074,603 611,597

 
二、各研習班經費預算表如附件二(略） 

三、本次研習班便當金額，依據民國 104 年 3 月 23 日第 53 屆教育委員會第 3 次

會議決議，各班若學員額外自費購買便當則不限金額；若由承辦單位提供便

當，因原訂金額 80 元較難訂到，建議調整預算上限至 100 元。 
四、本次臺北市立圖書館承辦之研習班提出學生費用優待，原研習費用為 6,000

元，規劃為學生或本年度畢業生優待為新臺幣 5,000 元，需提供學生證或畢業

證書以供查證。 
五、有關研習班開課單日收費標準，依據民國 104 年 3 月 23 日第 53 屆教育委員

會第 3 次會議決議，若學員參與單日及二日課程，則僅發予修業時數證明及

簡易資料袋，若參與三日以上才發予修業證書及布製提袋。相關收費標準，

建議訂定如下，提請討論。 
研習班天數 收費金額 

1 日 1500 元 
2 日 3000 元 
3 日 4000 元 
4 日 5000 元 
5 日 6000 元 

 
決議：(一)通過各班一覽表及預算規劃，請開始進行招生作業。 

(二)通過研習班便當預算金額調整上限至 100 元。 
(三)有關學生費用優待，通過凡學生或當屆畢業生(繳費時須以學生證或畢業證書為

憑)研習費用 9 折優惠，本會學生會員研習費用 8 折優惠。 
(四)通過辦理一週之研習課程，學員可報名不同天數課程之收費標準。 

 
 
提案四 



第 13 頁，共 14 頁 
 

案由：國家圖書館邀請本會擔任「第二屆玄覽論壇學術研討會」協辦單位及補助各

縣市文化局/教育局業務主管、縣市立公共圖書館或鄉鎮圖書館館員參加論壇

之往返交通費計 60,000 元乙案，提請討論。(國家圖書館圖書館事業發展組 提) 

說明：兩岸公共圖書館皆為普及華人社會教育文化大業之首要重鎮，圖書館及館員

們遍布於寶島及大陸各地。兩岸圖書館界除了賡續致力於完善的圖書資訊服

務，促成教育文化成果遍地開花之實效外，雙方尤須因應國際化與合作化趨

勢，分享彼此推動閱讀風氣之理論邏輯及實務經驗，以善用雙方專業智慧與

知識管理的能量，形成華人社會中文教建設、經濟發展及科技創新之影響力

量，將有助於中華文化軟實力之活絡運用，提升華人於地球村之實質競爭力。 
擬辦： 
一、貴會以宏揚我國文化，研究圖書館學術，團結圖書館從業人員，發展圖書館

事業為宗旨，並積極執行圖書資訊事業合作發展之任務，已成為推動兩岸教

育文化合作及提供閱讀風氣之重要基石。 
二、為能提供兩岸公共圖書館經營者與館員們相互觀摩交流之機會，國家圖書館

將邀請兩岸各大圖書館及圖書館學會等專業團體共同規劃「第二屆玄覽論壇

學術研討會」，俾能提升兩岸華人閱讀與科普知識風氣，並有助於我國各級

公共圖書館辦理閱讀推廣工作之標竿學習。爰此，謹請 貴會擔任本活動之

協辦單位，惠予提供卓見，以及補助各縣市文化局/教育局業務主管、各級公

共圖書館館員至高雄參加論壇之長途交通費用 6 萬元；接受補助的對象應為

貴會會員。計畫資料如附件三(略)。 
 
決議：通過補助相關與會人員交通費，至多 6 萬元。 
 
 

提案五 
案由：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擬與本會共同主辦「亞洲學校圖書館發

展」國際研討會，提請討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提) 

說明： 
一、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將於今年 10 月 15-16 日辦理「亞洲學校圖

書館發展」國際研討會，邀請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演講(如附件四，略)，以促進

國內圖書資訊學界及高中、國中及小學圖書館教育人員對全球學校圖書館發

展趨勢的了解。 
二、擬於 10 月 15 日會後辦理交流晚宴，邀請與會嘉賓參與(略)。 

擬辦： 
一、邀請學會共同主辦此國際研討會。 
二、擬請學會於 10 月 15 日安排交流晚宴並協助晚宴所需費用，預計 3 桌(30 人)，

每桌約新臺幣 1 萬元，共計新台幣 3 萬元。 
 
決議：同意共同主辦，並補助晚宴活動費用 3 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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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 
案由：有關今(104)年年會研討會主題及專題演講之規劃，提請討論。(研究發展委員會 

提) 

說明：經本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研討會主題及專題演講者，建議如下： 
一、年會主題：「數位匯流下的圖書資訊研究與圖書館服務」。 
二、專題演講(上午場)－數位匯流下的圖書館服務；研討會(下午場)－數位匯流下

的圖書資訊研究 
三、專題演講者建議人選： 
   1.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賴鼎銘； 
   2.PChome Online 董事長詹宏志； 
   3.聯合線上公司總經理李彥甫。 
四、研討會分論文發表與論壇或兩場論文發表。 

 
決議：建議研討會主題以「圖書館服務新趨勢」為方向，考量研討會時間為年會下

午希望議題內容能廣泛引起各類型圖書館關注，建議以目前圖書館營運問題

為主，包括不同類型圖書館創新服務、各族群(樂齡者、青少年、兒童等)讀者

服務、特殊族群讀者服務、圖書館延長開放 24 小時等議題規劃，並與上午專

題演講相呼應。 
 
 

五、臨時動議：無 

 

六、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