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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4屆第 6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6年 2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    點：國家圖書館 188會議室 

出席人員：于第常務理事、王梅玲常務理事、吳美美常務理事、林珊如常務理事、 

邱子恒常務理事、姜義臺常務理事、莊道明常務理事、葉乃靜常務理事 

(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專門圖書館委員會邱蘭婷主任委員、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陳書梅主任委員、 

郭美蘭祕書長、張慈玲副祕書長、陳亞寧副祕書長、胡南星幹事、郭家妘小姐 

請假人員：宋雪芳常務理事、蔡明月常務理事、張藝馨會計 

 

主席：柯皓仁理事長                                              記錄：胡南星 

一、 主席致詞 

(一)關於國家考試圖資類科考科整併事宜，學會已依據去(105)年調查意見回覆主管

機關，惟仍得視考選部、銓敘部政策而定。 

(二)IFLA Asia and Oceania Section Standing Committee委員林志鳳老師任期屆滿，

學會已於 2月 8日推薦羅思嘉老師擔任。 

二、確認第 54屆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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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鄭惟中出席國際會議獎助金已完成核發作業。 

2. 圖書館週標語徵選及海報展活動均已順利完成。 

(二)會務報告 

1. 由科技部指導，本會假國家圖書館簡報室辦理「圖書資訊學研究發展交流會」，

會中分享申請科技部圖書資訊學領域專題研究計畫的心得，鼓勵學者投入圖書

資訊學相關研究。(11月 18日) 

2. 函請各得獎人及海報展入選單位參加年會。(11月 25日) 

3. 本會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2016年會系列活動，召開第 54屆第 2次會

員大會，會中邀請多位貴賓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作家、出版者、圖書館

的對話座談」、「2016 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論文發表會」，同時舉行海報展

及圖書資訊展，本次海報展參加類型為高中職及中小學圖書館，由與會人員

進行票選，得獎單位計有：第一名為國立北斗家商圖書館，第二名為臺南市

德光高級中學，第三名為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佳作為新北市立北大高級

中學、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小。估計有來自各

地的會員與圖書館從業人員 294人參加，相關活動總支出為新臺幣 39萬 8,833

元。(12月 10日) 

4. 本會分類編目委員會與國家圖書館共同舉辦的第三場「IO Talk論壇」，主題

為「資訊組織教與學對話」，旨在探討圖書館相關學系的教學設計與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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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館員實務上所需核心能力之間的關係，與會者包括圖書資訊學界師生與

圖書館相關業界同道共 54人。(12月 23日) 

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委託本會辦理「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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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7日)，該案由柯皓仁教授主持，期限至 12

月 15日止。 

6. 函陳內政部有關第 54屆第 2次會員大會紀錄等文件。(1月 9日) 

7. 文化部函請本會會員響應 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年度主題，辦理相關閱讀推廣

活動，並須回復參與情形，故以電子郵件方式請團體會員提供台北國際書展

期間(106 年 2 月 8 日至 13 日)各館相關閱讀推廣活動資訊，彙整後回報。(1

月 16日) 

8. 協助台北書展基金會周知會員有關 2017 台北國際書展專業人士入場辦法。(1

月 25日) 

9. 完成 105年度各類所得憑單資料電子申報。(2月 6日) 

10.各委員會召開會議情形： 

日期 委員會名稱與次數 

105年 11月 21日 長青會員委員會第 6次會議 

105年 11月 24日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第 2次會議 

105年 12月 22日 
長青會員委員會第 7次會議 

國際關係委員會第 3次會議 

106年 2月 10日 檔案與手稿委員會第 1次會議 

11.會員異動情況： 

(1)本會目前目前會員人數共計 1,941 名，其中團體會員 424 單位、個人會員

512名、學生會員 382名、永久會員 618名。 

(2)自民國 106年 1月 1日至 1月 31日學會會員異動名單：個人會員增加 1名

(黃韋玲)。 

(3)截至 106年 1月 31日止會員繳費情況： 

項    目 會員基本數 已繳 106年費 尚未繳費 

團體會員 424 91 333 

個人會員 512 77 435 

學生會員 387 9 378 

永久會員 618 618 X 

總    計 1,941 795 1,146 

 

(三)財務報告 

1.本會 105年 11月收支明細表。(參見頁 3至 4) 

說明：(1)105年 11月收入 864,460元，支出 398,825元，本期餘絀 465,635元。 

(2)本會 105年 1月至 11月的累積收入 3,373,566元，累積支出 2,760,199

元，累積餘絀為 613,3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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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1月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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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1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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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有關委員會人事審查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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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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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擬增聘林泰宏(淡江大學圖書館數位資訊組組長)為委員、

長青會員委員會擬增聘張璉(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為委員、專門圖書館委

員會原祕書朱玉琴因職務異動請辭，擬新聘郭美玲(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行政管理

處資訊組管理師)為祕書、檔案與手稿委員會擬增聘張衍(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生)為祕書。 

 

附件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委員會設置簡則 

101年 3月2日第 52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設置各種委員會。 

二、各委員會之設置及名稱，由應屆理事會視會務之需要決定之。各委員會之活動及工作在常務理事會督

導下推動之。 

三、各委員會或小組之任務如下： 

1、關於各類圖書館之學術發展、會務推動及館際合作發展事宜。 

2、關於研究及執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事項。 

3、其他有關會務事項。 

四、各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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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任委員應聘後，須在二週內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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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選屬無給職，任期二年，主任委員得連任，以一次為限；惟情形

特殊者，不受此限。 

五、各委員會視業務繁簡置無給職祕書一至二人協辦各項工作。 

六、各委員會應擬定當年度工作計畫定期舉行會議，每年年終並應在會員大會中提出工作檢討及書面報

告。 

七、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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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及MLA發表者為優先，海報發表者同一會議最

多以二名為限。出國獎助現有經費為新台幣 504,188元，近二年核定補助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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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年度  補助 5人，實支金額新台幣 168,062元整。 

(1)張勵婉(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2015IFLA 年會海報，全額 NT$47,202(機

票 30,900) (學會 103年海報展第 1名)。 

(2)林志鳳(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擔任 2015IFLA 委員會亞太區部門主席，主持會

議，全額NT$62,053(機票 4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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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0,931(機

票 1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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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6,725(機票

8,650)。 

(5)尤玳琦(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研究所碩士生)，STI 2015，半額 NT$21,151(機票

18,526)。 

2.105年度  補助 5人，實支金額新台幣 181,653元整。 

(1)許家卉(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編審)，2016 ALA年會，全額NT$57,437(機票 45,000) (學

會 2015海報展第 1名，補助全額)。 

(2)許珮緁(實踐大學圖書暨資訊處館員)，2016 IFLA年會，全額NT$63,300(機票 45,000) (學

會 2015海報展第 2名，補助全額)。 

(3)張育銘(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審)，2016 ALA年會，半額NT$23,076(機票 16,786) (學會

2015海報展第 3名，補助半額)。 

(4)宋慧筠(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半額NT$22,194(機票 6,876)。 

(5)張迺貞(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The 2016 World Congress in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 & Applied Computing (EEE’16-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aring , e-Busines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Government) ，半額

NT$15,646(機票 6,000)。 

二、本次審議蕭淑媛申請案。 

姓名 蕭淑媛 

單位名稱與職稱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圖書知識管理組組長 

會議名稱 Congress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 '17) 

會議地點 美國 西雅圖 

會議日期 2017年5月 26日至 31日 

海報主題 
Integrating library resources with curriculums: a case report of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作者 蕭淑媛、游曉芬、邱子恒 

申請補助項目 機票預估NT$ 25,500；註冊費預估NT$12,593 (US$405元*31.095) 

備    註  

 

決議：通過蕭淑媛申請案，依申請辦法核實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及出席會議註冊費全額。 

 

 

提案三 

案由：依據第 54屆「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106年度工作計畫，辦理「邁向健康

幸福人生：2017年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論壇，擬申請經費補

助，提請討論。(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會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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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當代社會興起一股「情緒療癒與心理健康促進」潮流，而以閱讀促進心理健

康的書目療法亦愈來愈受到重視，許多圖書館開始辦理情緒療癒主題書展或

相關活動，出版業界亦出版諸多具有情緒療癒效用的素材。然而，一般館員

多未曾受過書目療法服務的專業訓練。 

二、有鑑於此，「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擬在 2017年 5月 18日（星期四）9:30

至 17:00，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辦理「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年書目療法

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論壇，邀請學者專家、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國中、高中圖書館、國小圖書館等實務工作者，以及出版業者進行經驗交流

與分享，探討閱讀與心理健康之相關理論與實務，期能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

在書目療法服務方面的專業知能，以利於圖書館未來規劃相關活動，帶領民

眾邁向健康幸福的人生。 

本次論壇係由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合作辦理，協辦單位為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及小魯文化出版

社。 

三、因已特別商請主持人及主講者不支主持費及演講費，故擬向本會申請補助本

次論壇之主持人及主講人往返臺北之交通費，與上午及下午茶點費，總計新

臺幣 11,580元整。計畫如附件。 

 

附件 
 

「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年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論壇 

 

一、活動緣起： 

心理健康是普世的基本人權之一，維護與提升民眾的心理健康，是個人與國

家的責任。當代社會快速變遷，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壓力繁重，加上頻繁的天災人

禍，因而民眾產生諸多心理壓力與情緒困擾問題，「情緒療癒與心理健康促進」的

議題乃逐漸受到關注。 

圖書資訊資源兼具知識性及紓解情緒壓力的作用，而以閱讀促進心理健康即

是所謂的「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圖書館在傳統知識傳播者的角色外，實可

思考如何提供具心靈療癒作用的素材，使民眾得以培養療癒閱讀的習慣，最終能

在面對挫折與不如意事件時，重啟內在的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並促進個人心

理健康。 

基於上述，2016年，第 54屆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正式成立「閱讀與心理健

康委員會」，其宗旨與任務在於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書目療法服務的專業知能，同

時讓一般大眾了解閱讀的情緒療癒功能。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圖書館展開書目療

法服務的相關業務，出版業界亦出版諸多具有情緒療癒效用的素材；為讓更多同

道能深入了解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理念與實務，「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特邀請學者專家、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國中、高中圖書館、國小圖書館等

實務工作者，以及出版業者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期盼透過此次論壇，增進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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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從業人員在書目療法服務方面的專業知能，並亦能在未來規劃相關活動，以帶

領民眾邁向健康幸福的人生。 

二、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三、協辦單位：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小魯文化出版社 

四、活動時間和地點： 

活動時間：2017年 5月 18日（四）9:30~17: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五、活動對象： 

各級圖書館從業人員、圖書教師、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師生、出版業者 

六、活動內容： 

辦理一日之實務經驗分享論壇，邀請學者專家、圖書教師、圖書館從業人員，

以及出版業者進行專題演講及實務經驗分享。議程如下表： 

「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年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論壇 

【議程】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主講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致詞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柯皓仁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陳光華館長 

09:40-10:50 

第一場：專題演講 

從「知識殿堂」到「心靈療癒所」：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之發展與前

瞻 

陳昭珍教授兼教務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書梅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10:50-11:05 茶敘 

11:05-11:30 
第二場：書目療法實務分享 

「療癒閱讀維基館」的經營 

宋雪芳教授兼館長 

淡江大學圖書館 

林劭貞教授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 

11:30-12:20 
第三場：出版界實務分享 

情緒療癒繪本出版面面觀 

楊美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邱炯友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沙永玲總監 

小魯文化出版社 

 

2.張淑瓊童書副

總監 

親子天下出版暨

產品中心  

12:20-13:5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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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持人 主講人 

13:50-14:40 

第四場：大學圖書館實務分享 

1.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 

「心靈驛站」的建置與發展 

2.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的幸福處方—療癒繪本

展」 

葉乃靜教授兼館長 

世新大學圖書館 

 

邱子恒教授 

國立臺北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于美真組長 

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圖書館 

 

2.李嫣紅編審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 

14:40-15:30 

第五場：公共圖書館實務分享 

1.臺南市立圖書館 

「翻轉逆境 閱讀療癒」系列活動 

2.桃園市立圖書館 

「105年愛戀一夏系列講座─心

靈講座」 

書目療法的運用─與兒童、 

青少年、青壯年、老年人談心 

薛理桂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賴麗香副研究員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洪玉貞館長 

臺南市立圖書館 

 

2.胡心慈組長 

桃園市立圖書館 

15:30-15:45 茶敘 

15:45- 

17:00 

第六場：學校圖書館實務分享 

1.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圖書館 

「我讀‧故我在－我是元氣王」 

主題巡迴書展系列活動 

2.新竹高中圖書館 

「療癒閱讀角落」 

3.萬興國小圖書館 

「為國小兒童選擇療癒素材」 

林呈潢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蔡天怡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1. 甘邵文主任 

  王嘉萍老師 

基隆市立暖暖高

中圖書館 

 

2.傅瑞琪校長 

新竹市立建功高

中 

 

3.曾品方館員 

臺北市萬興國小

圖書館 

17:00 賦歸 

 

七、經費預算： 

項目 說明 小計 

場地費 主辦單位提供，不需支付 0 

主持人主持費 

主講人演講費 
不需支付 0 

交通費 

（實報實銷） 

主持人： 

臺中-臺北(高鐵) 700元 x 2趟／1人=1,400元 

主講人： 

新竹-臺北(高鐵) 290元 x 2趟／2人= 1,160元 

臺南-臺北(高鐵) 1,350元 x 2趟／1人=2,700元 

桃園-臺北(高鐵) 160元 x 2趟／1人= 320元 

5,580 

餐點 
上／下午茶點 6,000元 

（午餐由與會者自理，不需支付）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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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小計 

講義及教材 放置網路，不需印刷 0 

海報文宣印製 放置網路，不需印刷 0 

總  計 11,580 

 

決議：照案通過，由學會頒發感謝狀于本活動之主講人；另委請秘書處草擬委員會辦理活

動之經費補助原則，提下次會議討論。 

 

 

提案四 

案由：「專門圖書館互動工作坊」企劃案，提請討論。(專門圖書館委員會 提) 

說明：專門圖書館委員會本年度擬辦理一場「專門圖書館互動工作坊」，檢附為綜整

委員會成員意見，以及依據 105 年 8 月份針對專門圖書館所進行問卷調查統

計結論之企畫書，擬請學會補助所需經費 

 

附件 
 

「專門圖書館互動工作坊」企劃書 
 

一、計畫緣起 

專門圖書館是所屬母機構發展職員終生教育不可或缺的單位，主要任務是為

所屬機構的研究人員提供專業文獻與諮詢，並同時滿足職員業餘閱讀學習的需求。

利用圖書館的各項文獻資料，擴大研究人員視野，增進科學文化知識，豐富職員

的文化涵養，間接地促進其母機構持續發展。所以，專門圖書館館員必須改變自

身的知識結構，提高專業知識，必須會分析、研究、綜合等各類最新專業資訊，

提供專業文獻服務。因此，新一代的企業圖書館員必須是母機構內集圖書、文獻

及學科專業知識於一身的複合型專業人才。 

然專門圖書館囿於特殊屬性的緣故，尤其在工商圖書館及其他專門圖書館因

較多屬私人企業經營較為困難，又所典藏的種類差異甚大，導致館與館之間的互

動頻率不高，讓館員在工作繁忙之餘無暇精進專業能力，亦較無可供諮詢或交流

的管道。目前學會在專門圖書館的運作中，已有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及神學圖書館

委員會，相較之下，工商圖書館及其他類型的專門圖書館的資源較少，有鑑於此，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為凝聚工商圖書館及其他專門圖書館的能量，擬籌畫舉辦「專

門圖書館互動工作坊」。 

二、計畫目的 

專門圖書館就目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所統計共有 144 家，因目前有醫學圖

書館委員會及神學圖書館委員會運作，如將醫學及神學屬性暫且排除，仍有 88家

專門圖書館，再加上之前調查所得 38家工商圖書館共計 126家。有鑑於目前專門

圖書館在經營上越顯艱難，為強化館際間的交流、提升專門圖書館員的專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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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藉由學會的資源舉辦互動工作坊，提升專門圖書館館員的整體能量。 

三、實施方式與工作坊內容 

本企劃擬於 2017年辦理「專門圖書館互動工作坊」活動，此工作坊有別一般

研習會請到許多專家跟學者從知識面切入的模式，因為，我們想的是，這些小館

通常為私人機構，如果難得有機會出來外面參加研討，他們要的是什麼？他們要

的是隔天回去可以馬上應用在工作中的實務內容，透過發問、互動、討論及回饋

等方式，達到工作坊的目的，本活動為期二天，共計 12小時，內容如下： 

 

2017.06.02(五)第一天 

時間 工作坊內容 

09:30-10:30 探討專門圖書館的未來(建請理事長主講) 

10:30-12:00 如何有效營造圖書館活力氛圍(擬邀請葉乃靜教授主

講) 

12:00-13:30 午餐時間&參觀松菸的「美國創新中心」 

13:30-16:30 利用 PowerPoint實作數位文宣(擬建議由本人主持) 

 

2017.06.03(六)第二天 

時間 工作坊內容 

09:00-10:20 老闆與館長的一場約會(擬建議由本人主持) 

10:30-12:00 採購實務交流探討(擬邀請張佳桂主任主持) 

12:00-13:30 午餐時間&館際交流 

13:30-16:30 圖書館業務交流探討(擬邀請李婷媛組長主持) 

四、邀請對象 

以專門圖書館館員為主要對象，以 30名為限。 

五、研討會時間和地點 

時間：2017年 6月 2日、6月 3日 上午 9:30-下午 4:30 

地點：「美國創新中心」在松山菸廠的文創園區 

六、宣傳方式 

擬透過學會正式發函至各個專門圖書館、刊登在學會網頁首頁的最新消息、

由學會發布電子新聞等，盡可能透過各種管道宣傳。 

七、經費預算 

所需經費預估如下： 

項目 說明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媒體費 請記者採訪

廣宣或刊登

新聞稿 

1次 20,000元 20,000元 將學會的成果

透由媒體廣為

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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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費 租借費用 1次 0元 0元 感謝美國創新

中心無償借用 

講師鐘點費 理事長 1小

時 

葉教授 1.5

小時 

2.5時 1600元 4,000元 李婷媛、張佳

桂、邱蘭婷為委

員會之委員，係

公益性服務，不

支講師費 

午餐便當 40個*2天 80個 100元 8,000元  

教材及講義  36份 50元 1,800元  

總計 33,800元 

 

決議：通過，惟不宜編列媒體費用，委請秘書處與提案單位商議。 

 

 

五、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法規與標準委員會人事審查案，提請討論。(法規與標準委員會 提) 

說明：法規與標準委員會擬增聘鄭來長(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為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六、散會：下午 3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