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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10年度各項獎勵 

一、終身成就獎 

沈寶環先生 

 
得獎人 沈寶環先生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對圖書館事業貢獻的具體事功包括： 

1 擔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倡導開架制度，開國內讀者自

由使用館藏風氣之先。 

2 主編並出版《圖書館學小叢書》、《圖書館學報》、《資訊傳播與

圖書館學》，為圖書館學研究開闢天地。除積極引介國外圖書

館學成就，亦邀請圖書館學專家發表論文，為臺灣圖書館現代

化奠定基礎。 

3 重視圖書館學現代化趨勢與發展，倡議圖書館自動化、資源共

享、館際合作。注重圖書館大眾傳播功能、哲學理論基礎之建

立。 

4 揭開海峽兩岸圖書館界學術交流序幕，提升彼此專業知識交流
與研究風氣。 

5 編寫並出版圖書館學重要教科書，為國內圖書館界培育英才無

數。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第十七任館長林文睿館長，及

國內圖書資訊學系多位教授，如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第三任館

長廖又生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黃慕萱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私立中原大學陳昭珍講座教授兼張靜愚紀念圖書館館長、國立

中興大學范豪英名譽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王梅玲教授、輔仁大

學毛慶禎教授、世新大學林志鳳教授等。 

6 與張鼎鍾教授共同創組美國 ASIS台北分會、美國 ASIS台北
學生分會，藉由學會活動促進學生對學術追求與討論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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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服務獎 

1. 曾永義先生 

2. 柯珀汝女士 

3. 高雄市港都扶輪社 

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 

5. 呂瑞蓮女士 

6.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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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獎人 曾永義先生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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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閱讀或圖書館事業，著有功績者。 

    曾永義院士深耕戲曲學術多年，對於圖書資源推廣更是不遺餘力，於
110年將多年來戲曲領域自有上萬本館藏贈送於戲曲學院圖書館，除了為戲

曲學院莘莘學子提供多元的戲曲藝術類圖書外，也活絡了圖書館的資源運

用與格局。 

 

 

2 
得獎人 柯珀汝女士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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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珀汝女士為一位高雄在地、充滿社會關懷的愛心民眾，其除了曾

捐贈救護車與消防器材車外，也長期贊助支持紙風車兒童劇團下鄉巡演

的演出費用，讓許多偏鄉的孩童有機會親身欣賞戲劇藝術的美好。 

柯珀汝女士今年度捐贈乙台總價值新台幣 180 萬元之全新行動書
車，協助高雄市立圖書館偏鄉學校行動書車計畫之書車汰舊換新，讓計

畫可以永續執行，嘉惠偏鄉地區學童受教權利及促進知識平權，貢獻良

多。 

 

 

3 
得獎人 高雄市港都扶輪社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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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都扶輪社於今年度捐贈乙台總價值新台幣 195萬元之行動書

車，其中包含新台幣 10萬元的購書經費，協助高雄市立圖書館偏鄉學校

行動書車計畫之書車汰舊換新，讓計畫可以永續執行，嘉惠偏鄉地區學
童受教權利及促進知識平權，貢獻良多。 

高雄港都扶輪社成立於民 78年 3月 18日，當時創社社長呂哲彥，
成立初期有 32 位社友至目前邁入第 33年成長至 53位社友。港都社是
一個溫馨的扶輪大家庭一社友間的聯誼是很密切的，港都社今年邁入第
33屆，在 Pound社長帶領下積極服務社區發掘偏鄕社區問題，今年繼續
結合港都扶青社和高雄師範大學，執行遠距課後輔導教學計劃，在設備
方面由我們港都社購置全部電腦軟硬體設備，在執行上由本社和港都扶
青社規劃執行細則，最後由高師大同學擔任課輔老師，進行遠端課後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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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教學，本計畫也獲得高師大校長和教授們的高度認可，進而協助提供
資源、設備和場地，供志工老師們使用。我們也希望經由此遠距教學的
模式， 可以拓展到其他偏鄉需要協助的地區， 如果友社有類似的社會
服務對象， 需要港都社配合協助和合作的地方， 我們很樂意提供這方
面的經驗分享和服務。 
1. 本社與高師大同學及港都扶青社聯合為旭海小學堂的學童完成遠距
教學增設電腦設備課輔計畫為偏鄕弱勢學童提升學習力以縮短城鄕
差距。 

2. 本社扶輪之子認養仁武國小、國中、及慢飛天使共計 42位 
3. 本社獎學金發放至今*32 年累計人數 850 人發放金額約$16,500,000
元。 

4 .本社捐贈-行動圖書館車乙台捐贈計畫，總經費USD65,000 
5.配合地區宣導 2025消除台灣 C肝計畫舉辦 C肝免費篩檢活動 
6.每年固定配合地區舉辦 111 捐血活動由港都社社友暨寶眷、授獎學生
共同攜手社區服務。 
 

 

4 
得獎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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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於今年補助新台幣 1,917,260

元，提供高雄市立圖書館購置兩台圖書通閱車及購書經費。 

    台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為台灣中油公司煉製生產之

重點單位，長期肩負國內油品市場供應之重任。同時為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大林廠也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經營理念，每年度皆創造

不少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經濟並持續做到社會關懷與回饋。教育方面亦
是不落人後，積極贊助學校各項課程、培訓計畫，期許莘莘學子們在將

來能夠出類拔萃、回饋社會。 

 

 

5 
得獎人 呂瑞蓮女士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推動閱讀或圖書館事業，著有功績者。 

1. 中小學圖書館 e化服務：瑞蓮自 1999年起即率領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圖書資訊社學生一起至全台各國中小服務。轉任至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現職機構)任職期間，仍舊利用個人休假日、憑

藉著師生情誼及社會服務號召力，帶領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服務主

力)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台東大學學生一起到偏郷
國中小進行圖書館 e化服務。總計從民國 96年起之服務學校資料如

下表所示： 

序號 縣市別 服務學校 服務日期 人數  系統  合作服務成員 

1 新竹縣 德蘭中心 96/1/22-1/28 12人  清江  與交大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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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新竹縣 竹仁國小 96/1/22-1/28 10人  清江   

3 新竹縣 新光國小 96/1/30-2/4 12人  清江   

4 
苗栗縣 

泰安國(中)小 
97/72-7/8 10人  

曾 琳

富  

與交大生合作

(2) 

5 

新竹縣 

新竹縣新光國

小司馬庫斯分

校圖書館整理 

97/7/11-7/15 6人  

無  與交大生合作

(3) 

6 
台北縣 

瑞柑國小 
98/1/22-01/28 13人  

楊明  與交大生合作

(4) 

7 新竹縣 峨眉國小 98/02/02-02/08 9人  清江   

8 新竹縣 橫山國小 98/08/01-08/06 7人  清江   

9 
新竹市 

南隘國小 
99/1/29-2/4 7人  

瀚江  與交大生合作

(5) 

10 新竹縣 上智國小 99/1/18-1/23 15人  清江   

11 新竹縣 新豐國小 99/1/28-1/30 11人  清江   

12 
台南市 

大山國小 
99/73~7/30 10人  

全誼  與聯電志工/天

下文化合作(1) 

13 
新北市 

柑園國小 
101/1/14-1/20 8人  

全誼  與清大生合作

(1) 

14 
新竹縣 

石光國小(I) 
101/2/25-2/28 16人  

全誼  與交大生合作

(6) 

15 
苗栗縣 

士林國小 
101/6/18~6/23 16人  

全誼  與交大生合作

(7) 

16 
新竹縣 

石光國小(II) 
102/1/25-1/27 8人  

全誼  與交大生合作

(8) 

17 

台東縣 

東海國小 102/06/28-07/04 
9 人+5

人  

全誼  與交大生合作

(9)、台東大學

首次合作 

18 
新竹市 

陽 光國小 (part 

I) 

102/07/29-08/02 
10人  

瀚江  與交大生合作

(10) 

19 
苗栗縣 

大湖國中圖書

整理  

102/09/07 
5人  

全誼  與交大生合作

(11) 

20 
新竹市 

陽 光國小 (part 

II) 

103/01/17-18; 

02/22-23 
9人  

瀚江   

21 南投縣 愛蘭國小 103/07/29~08/04 13人  全誼  玉山圖書館 

22 
桃園市 

巴崚國小 104/06/25~06/30 
11人  

全誼  與交大生合作

(12) 

23 新竹縣 東興國小 105/08/01~08/02 14人  全誼   

24 
新竹縣 

豐田國小  (part 

I) 

105/01/24~01/30 
7人  

全誼  玉山圖書館 

25 雲林縣 樟湖國中小 105/06/27~07/03 11人  全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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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苗栗縣 

西湖國中圖書

館整理 

105/08/30 
5人  

全誼   

27 南投縣 清境國小 106/06/19~06/26 10人  全誼    

28 
新竹縣 

中山國小 106/07/18~07/23 
8人  

全誼  清大南大校區

學生  

29 
宜蘭縣 

武塔國小 107/01/20~01/26 
11人  

全誼  清大南大校區

學生  

30 
桃園市 

建德國小 107/7/21-7/27 
10人  

全誼  清大南大校區

學生  

31 
新竹縣 

碧潭國小 108/1/20-1/26 
12人  

全誼  清大南大校區

學生  

32 
金門縣 

西口國小 108/7/14-7/20 
13人  

全誼  清大南大校區

學生  

 

2. 樂齡學習書箱：率先於 105年推出樂齡學習書箱計畫，協助各公共

圖書館推展樂齡服務，迄今提供近 100 所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箱、借

出逾萬冊圖書。 

3. 樂齡真人書：搭配樂齡學習書箱推出樂齡真人書服務，率領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具專長之志工到書箱服務據點推廣樂齡活動，包括環
保講座、健康照顧、纏繞畫教學、樂齡律動教學、樂齡桌遊推廣，廣

受各公共圖書館讀者好評。 

4. 規劃及辦理各項樂齡服務：規劃辦理各項樂齡健康講座、旅遊講座、

益智手作講座、樂齡桌遊、美展、節慶活動、混齡桌遊擂台賽，廣受
讀者好評。 

5. 爭取跨域合作推廣樂齡服務：連續 4年與臺中市衛生局合辦成人健

檢、財團法人愛之光協會辦理視力衛教展覽及視力健檢、技嘉教育

基金會合辦樂活玩 3C線上課程、台灣失智症協會合辦失智講座、台
中市診所協會及台中中醫師公會合辦講座、鄰近醫療院所合辦簡易

健檢、台中市樂齡示範中心合辦樂齡講座及研習活動，以及新天鵝

堡公司合推樂齡桌遊等。 

6. 樂齡防疫不停學：疫情期間不僅 step by step教導樂齡族如何參與線
上學習、積極推出各種線上講座及活動、介紹本館數位資源，讓樂

齡族不出門也能參與學習。 

7. 致力國中小圖書教師輔導業務：104 年起積極辦理教育部國中小圖

書教師中一區輔導業務，使中一區國中小圖書教師持續增能與推動
閱讀教育。 

 

 

6 
得獎人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推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6屆理監事聯席會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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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元以上者。 

推動閱讀或圖書館事業，著有功績者。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光產險公司)長年致力社會

公益活動，觀察時代脈動、關心各族群需求，進一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近年來新光產險公司透過臺中市立圖書館，瞭解臺中市民閱覽需求，

並藉由捐贈圖書車、執行專案計畫等提供民眾更優質的閱覽資源，並特

別安排於員工日融入閱讀推廣，鼓勵員工閱讀好書。新光產險公司對於

推動臺中市城市閱讀、資助圖書館事業發展貢獻良多，相關服務事績如
下： 

一、 主動捐贈全新一部行動圖書車（價值 180餘萬元） 

為縮短城鄉差距，普及圖書推廣，新光產險公司捐贈臺中市立圖書館

打造全新行動圖書車（3.5噸)，可載送約 2,000冊圖書，協助圖書館
運用該部行動圖書車跨出館外，提供弱勢、偏遠地區民眾閱覽服務，

用更主動、積極的方式將館藏資源、推廣活動等帶入偏鄉學校、社區

或提出需求的單位，以便捷、友善的方式幫助資源弱勢地區，讓弱勢

族群、孩童享有平等且優質的圖書館資源。 

二、 長期辦理「行動傳愛，書香遍台」閱讀推廣計畫 

新光產險公司除捐贈行動圖書車外，更長期辦理「行動傳愛，書香遍

台」計畫，無償提供閱讀提袋等禮品，推廣行動閱讀，只要透過行動

圖書車借書，即可獲得閱讀小禮；鼓勵偏鄉地區學童踴躍借書，對其

學習助益良多。 

三、 員工日融入閱讀推廣活動，鼓勵員工親近閱讀 

新光產險公司於規畫全體員工日內容時，特別將「閱讀推廣」的元素

融入活動設計，安排員工參觀行動圖書車，可現場辦證、參觀書展、

借閱好書等；鼓勵員工在工作之餘，也不忘透過閱讀富足心靈，閱讀
推廣策略從自家企業帶頭、基層員工做起。 

新光產險公司熱心參與社會服務，對於社會公益不遺餘力，與臺中

市立圖書館共同推廣「閱讀」，真心投入社會公益服務，為公共創造福祉，

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