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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民國102年09月2日（星期一）
會議日期
會議時間：
會議時間：上午11:00~14:00
開會地點：宜蘭大學圖資館
六樓校史館
開會地點
主 席：宜蘭大學圖資館陳館長偉銘
出席人員：臺灣大學圖書館陳館長雪華（張素娟編纂代）、德明財經科技
出席人員
大學圖書館陳館長維華、中興大學圖書館官館長大智、逢甲大學圖
書館林館長志敏（張簡誌誠組長代）、成功大學圖書館楊館長瑞珍、
南台科技大學圖書館楊館長智晶、美和科技大學圖書館黃館長湫
淑、東華大學圖書館黃館長振榮
請假：
請假
：淡江大學圖書館宋館長雪芳、雲林科技大學圖書館謝館長祝欽
列席人員：王助理館長秀娟、張組長介仁、鄭麗寬、陳依君
列席人員

……………………………………………………………………………………
壹、主席報告（
）：略
主席報告（趙涵捷校長）
貳、業務報告：
業務報告：
1. 本校非常重視此次活動，為了讓籌備過程更臻完善，除於 2013 年
6 月持續管理由前屆主辦學校（環球科大圖書館）建置的「全國大
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 Facebook 社團」外，近期將建置完成聯
席會網站，以期共襄盛舉。
2. 館長聯席會中為讓遠道而來的館長們了解蘭陽風情，除於晚宴（目
前暫訂金樽會館礁溪店）中排定本地歌仔戲（悟遠劇坊）演出外，
另將安排值得一遊的福山植物園參訪。
3. 在住宿規劃方面：將安排外地館長們住宿於本校長期配合之合法飯
店，學校與飯店車程約 30 分鐘，飯店與本校之往返將安排接駁車
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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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湯春天養生會館（礁溪）。
 城市商旅-楓葉館（礁溪）
。
 麒麟太子大飯店（礁溪）。
4. 在交通規劃方面：本校位於宜蘭市文教區，距火車站、宜蘭轉運站
步行僅十五分鐘，本館將視廠商贊助金額朝向於活動當天 8:50 分
於台北火車站三台專車接送（台北至本校）
。
參、討論提案：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一：101學年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長聯席會議決議事項任務分工，提請
討論。
一、 追蹤往年決議事項
提案
1.
100學年
度提案
一追踪

案由
建請教育補助圖書館館長
聯席會之活動經費，應比照
全國大學校院教務主管聯
席會議、全國大專院校電算
中心主任會議等，予以全額
補助，有關住宿費不應由各
校自行負擔，以利活動規劃
辦理，及提高各館之參與意
願。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
長聯席會常設小組）

2.
100學年
度提案
二追踪

推選下兩屆館長聯席會承
辦單位與方式。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
長聯席會常設小組）

3.
100學年
度提案
三追踪

建議未來於館長聯席會議
期間或前一日，辦理新任館
長傳承座談，以利新任館長
更確切掌握聯席討論狀況
及館務經營。

執行情形
【辦理情形】對教育部業務實施與業務推展有重要影響
及有助政策性評估功能的研討會，如全國大專院校電算
中心主任會議，才有較多經費補助。由於全國大專校院
圖書館館長聯席會，係屬館務交流非有助教育部之政策
性業務推動，僅能部份補助活動經費。
【追蹤情形】教育部回覆針對有助政策性的研討會給予
較高的補助，其餘的活動只能做經費部分補助。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以101學年度這次的經費申請
101學年度這次的經費申請，
學年度這次的經費申請，教育部已
核准承辦學校之申請經費達八成以上的補助，
核准承辦學校之申請經費達八成以上的補助，總核定補
助款更比100
助款更比100學年度成長八成
100學年度成長八成，
學年度成長八成，再加上近三年參與此會
議的館長(
議的館長(代表)
代表)的參加比率更有逐年增加趨勢，
的參加比率更有逐年增加趨勢，足示教
育部與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們皆重視本聯席會的
重要性與延續性。
重要性與延續性。
【追蹤情形】延續前次舉辦方式舉行，並將承辦訊息及
成果傳遞給與下一屆的主辦學校。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會中通過下兩屆館長聯席會承辦單位之推
舉，分別為101
分別為101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聯席會承辦
單位為環球科技大學、
單位為環球科技大學、102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
聯席會承辦單位為國立宜蘭大學。
聯席會承辦單位為國立宜蘭大學。
【辦理情形】建議後續承辦聯席會單位與常設小組，研
擬議程時，可增加聯席會新任館長傳承的議題。
【追蹤情形】本次會議以增加議程，安排專題演講主題
為「經營圖書館業務之經驗傳承」，並建議各新館長可
參考漢珍圖書公司製作之一系列「館長訪談舵手思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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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7-99學
年度追
踪

5.
99學年
度提案
一追踪

（崑山科技大學圖資館提） 題報導」，針對優秀館長及館員之介紹，目前已有之專
訪資料包含:
1科技結合人文，提供多元服務-國立交通大學楊永良館
長
2.藝術人文兼具，翱翔飛舞校園-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
書館閻自安館長
3.圖書館CEO創新與前瞻性管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館陳昭珍館長
4.豐富文化底蘊打造東臺灣大學圖書館-國立東華大學
張璉前館長
5.深化台聯大四校合作，打造智慧型學習中心-國立清
華大學莊慧玲館長
6.蛻變中的公共資訊服務-國立臺中圖書館賴忠勤研究
員
7.前瞻性解讀趨勢，專精拓展圖書館服務-淡江大學圖
書館黃鴻珠前任館長
8.博專精進，質量並重，學科資料專家養成，原住民圖
資機構典藏 醫學閱讀新樂園，異質資源/平臺整合 先
進完備服務 接軌國際菁英團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館
陳雪華館長。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101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約有
101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約有
五分之一皆為剛上任的新館長，
五分之一皆為剛上任的新館長，本次會議（
本次會議（101學年度
101學年度）
學年度）
已於第一天的專題演講中安排淡江大學圖書館黃鴻珠
前任館長擔任『
前任館長擔任『經營圖書館業務之經驗傳承』
經營圖書館業務之經驗傳承』的主講
者，分享館務運作的實務經驗，
分享館務運作的實務經驗，以利新任館長更確切掌
握聯席討論狀況及館務經營。
握聯席討論狀況及館務經營。
擬請大會推舉成立小組，訂 【辦理情形】請下屆承辦單位會同常設小組成員商議。
定圖書館相關評鑑效標及 【追蹤情形】本次會議（101學年度）已增加分組討論
參與評鑑委員行前訓練，俾 議程方式討論，安排主題為「圖書館評鑑指標」，並透
益各校評鑑。
過小組會議討論成效。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技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各校圖書館規模與發展方向皆不相同，
各校圖書館規模與發展方向皆不相同，實
專校院圖書館委員會-崑山 難訂定統一的圖書館相關評鑑效標；
難訂定統一的圖書館相關評鑑效標；而圖書館在校務評
科大館長閔蓉蓉）
鑑中更僅屬行政類評鑑比例的四分之一，
鑑中更僅屬行政類評鑑比例的四分之一，再加上評鑑委
員的人數有限，
員的人數有限，更難為所有行政類評鑑委員進行行前訓
更難為所有行政類評鑑委員進行行前訓
練。
因資訊發展快速，紙本論文 【追蹤情形】
典藏已無法符合現代數位 1. 建請各校院協助提供歷年之學位論文建檔資訊，包
需求，固邀請全國各校圖書
括書目、摘要、參考文獻及論文全文電子檔等，由
館加入數位論文共建分享
國家圖書館進行匯整，並支援各校院進行學術傳播
行列，協助提供及回溯博碩
與機構典藏服務。
士論文書目與全文檔等資 2. 如各校院欲提高自校學位論文之能見度與被引用
訊，以便完成匯集我國數位
率，願於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公開論文全文者，敬

3

學位論文資源，進而支援各
校院進行學術傳播與機構
典藏服務。
（國家圖書館）

請協助進行推廣與授權取得工作，並惠予修改自校
博碩士論文提交系統之授權作業機制，增列「同意
無償授權國家圖書館」之選項，以提供各校研究所
畢業生自由選擇非專屬性授權對象。
3. 各校院研究生所提交之學位論文紙本及電子全文檔
案，若有延後公開需求者，請依民國 97 年 7 月 23
日教育部台高通字第 0970140061 號函，以不超過
5年為原則。
4. 各校院所提供之博碩士論文全文電子檔案，均依各
校院研究生之授權狀況提供服務，未獲授權者則僅
供典藏，不提供讀者進行網路下載利用。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以國家圖書館統計10
以國家圖書館統計100
100學年度，
學年度，臺灣學位
論文電子全文送存率70%
論文電子全文送存率70%以上的學校
70%以上的學校，
以上的學校，總計有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等109
科技大學等109所
109所，而其中送存率達100%
而其中送存率達100%的則有國立臺
100%的則有國立臺
北大學等92
北大學等92所學校
92所學校。
所學校。國家圖書館將持續推廣，
國家圖書館將持續推廣，更需要全
國各校圖書館加入數位論文共建分享行列，
國各校圖書館加入數位論文共建分享行列，以便完成匯
集我國數位學位論文資源，
集我國數位學位論文資源，進而支援各校院進行學術傳
播與機構典藏服務。
播與機構典藏服務。

二、101學年度提案討論
101學年度提案討論
6.
101學年
提案一

為了讓新任圖書館館長們,
能快速的認識國內圖書館
界的幾個重要且運作頗具
成效的合作聯盟或計畫,
敬請本提案所列舉之各執
行單位,派員列席簡要說
派員列席簡要說
明各聯盟合作目的與新
知、會員圖書館需配合之事
項、以及維持營運之經費補
助等困難現況,以利共享資
源合作聯盟持續推展。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
長聯席會常設小組-南台科
技大學圖書館館長楊智晶）

【提案說明】為提供圖書館界重要聯盟的最新動態，茲
邀請以下聯盟執行單位，派員簡要說明介紹：
1.「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
CONCERT)」。
2.「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聯盟」，簡稱 TAEDBC。
3.「我國加入 OCLC 管理成員館暨 NBINet 我國中文書目
國際化」計畫。
4.「數位化論文典藏聯盟」，簡稱 DDC(Digital
Dissertations Consortium)。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建議每年皆能邀請運作頗具成效的合作聯
盟或計畫主持人參與會議討論，
盟或計畫主持人參與會議討論，並邀請單位內派員
簡要介紹最新訊息。
簡要介紹最新訊息。上述聯盟業於 101 學年度館長
聯席會派員說明，
聯席會派員說明，102 學年度聯席會
學年度聯席會將持續邀請辦
聯席會將持續邀請辦
理。

7.
101學年
提案二

爭取承辦103學年度全國
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
會議，請 審議。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館吳
錦範館長提）

【提案說明】國立臺東大學圖書館與國立聯合大學分別
於會議中進行10~15分鐘簡報，說明該校承辦103學年度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聯席會的準備與決心；會後由全場
與會者進行舉手表決方式定案。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會中通過第
會中通過第28屆館長聯席會承辦單位之推
28屆館長聯席會承辦單位之推
舉，由國立臺東大學圖書館承辦103
由國立臺東大學圖書館承辦103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
院圖書館聯席會。
院圖書館聯席會。

4

8.
101學年
提案三

申辦103學年度全國大專
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
議，請 審議。
（國立聯合大學圖書館賴
瑞麟館長提）

本屆第四次小組傳承會議將邀請列席。
本屆第四次小組傳承會議將邀請列席。
【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會中鼓掌通過第
會中鼓掌通過第29屆館長聯席會承辦單位
之推舉，
之推舉，104學年度由國立聯合大學圖書館承辦
104學年度由國立聯合大學圖書館承辦。
學年度由國立聯合大學圖書館承辦。

決議：
1. 編號3
編號3、5、6、7、8 提案續追蹤外，
提案續追蹤外，於本屆聯席會議邀請相關單位說明，
於本屆聯席會議邀請相關單位說明，
其餘均結案；
其餘均結案；編號 7及 8併為同案，
併為同案，如下表。
如下表。
100學年度提案追
踪
99學年度提案追
踪

101學年提案追踪

101學年提案追踪

建議未來於館長聯席會議期間或前一日，辦理新任館長傳承座談，
以利新任館長更確切掌握聯席討論狀況及館務經營。
（崑山科技大學圖資館提）
因資訊發展快速，紙本論文典藏已無法符合現代數位需求，固邀請
全國各校圖書館加入數位論文共建分享行列，協助提供及回溯博碩
士論文書目與全文檔等資訊，以便完成匯集我國數位學位論文資
源，進而支援各校院進行學術傳播與機構典藏服務。
（國家圖書館）
為了讓新任圖書館館長們,能快速的認識國內圖書館界的幾個重要
且運作頗具成效的合作聯盟或計畫, 敬請本提案所列舉之各執行單
位,派員列席簡要說明各聯盟合作目的與新知、會員圖書館需配合之
事項、以及維持營運之經費補助等困難現況,以利共享資源合作聯盟
持續推展。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小組-南台科技大學圖書館
館長楊智晶）
爭取承辦103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請 審議。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館吳錦範館長、國立聯合大學圖書館賴瑞麟館
長提）

2. 新增提案：
新增提案：具圖資專業背景之公務人員擔任副館長職務，
具圖資專業背景之公務人員擔任副館長職務，有關主管加給
問題之解套方案，
問題之解套方案，會後請提案人成功大學圖書館楊館長協助纂修提案內
會後請提案人成功大學圖書館楊館長協助纂修提案內
容，於下次會議再行商議。
於下次會議再行商議。
102學年新提案

具圖資專業背景之公務人員擔任副館長職務，有關主管加給問題之
解套方案，請 審議。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小組-成功大學圖書館館長
楊瑞珍）

提案二：
提案二：102學年度大會主題、議程安排、各場次議題安排，提請討論。
說明：
說明：本館建議主題如附件一、聯席會議程初稿如附件二。
決議：
決議
1. 建議舉辦日期以週四週五較佳，
建議舉辦日期以週四週五較佳，實際時間由主辦單位擇定
實際時間由主辦單位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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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擇訂
會後擇訂：103年
103年5月15日
15日（星期四）
星期四）-16日
16日（星期五）
星期五）
2. 大會主題修改擇訂
大會主題修改擇訂為；「海量
；「海量時代
海量時代：
時代：圖資服務的挑戰與契機」
圖資服務的挑戰與契機」。
3. 各場次議題以主題方向修正，
各場次議題以主題方向修正，授權由主辦學校擇訂。
授權由主辦學校擇訂。
會後擇訂五大議題為：
會後擇訂五大議題為：
 海量時代
海量時代下的圖資服務趨勢
時代下的圖資服務趨勢
 騰雲駕霧：
騰雲駕霧：雲端應用@
雲端應用@圖書館
 大學圖書館創新服務
大學圖書館創新服務
 經費減縮與館際合作
 閱讀氛圍的空間營造
提案三：
提案三：102學年度大會各場次主持人、主講人及引言人之選定，提請討論。
說明：
說明：如附件二。
決議：
決議：本議題待下次小組會議討論。
本議題待下次小組會議討論。
提案四：
提案四：第二次小組會議的時間與地點，提請討論。
決議：
決議：預計11
預計11月份星期
11月份星期五於台大圖書館舉辦
月份星期五於台大圖書館舉辦，
五於台大圖書館舉辦，再請承辦單位調查出席日期。
再請承辦單位調查出席日期。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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