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學年度
學年度「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小組
第二次會議紀錄
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民國105年11月22日（星期二）
會議日期
會議時間：
會議時間：上午10:30~12:30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館三樓大會議室
開會地點
主

席：南華大學圖書館黃館長素霞

出席人員：臺灣大學圖書館陳館長光華、淡江大學圖書館宋館長雪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陳
出席人員
館長維華、中興大學圖書館蘇館長小鳳、逢甲大學圖書館林館長志敏、雲林科技大學圖
書館謝館長祝欽、成功大學圖書館王館長健文、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楊館長智晶、東華
大學圖書資訊中心彭主任勝龍。
請假人員：
請假人員：屏東大學圖書館邢館長厂民。
記

錄：江金澤。

會議議程：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10:30~10:35

主席致詞

10:35~10:40

籌備情形業務報告

10:40-10:45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0:45~12:25

提案討論：
1.105學年度大會專題演講及各場次主持人及引言人之推薦及備用名單，
提請討論。
2.審議105學年度大會列席報告名單與報告時間，提請討論。
3.第三次常設小組會議的日期時間與地點，提請討論。

12:25~12:30

臨時動議

12:30~

散會

壹、 主席致詞
主席致詞：
致詞：
今天很感謝台灣大學圖書館陳光華館長提供會議場地，也很感謝各位館長百忙中撥冗參加。明年館長
會議要辦得好，需借重各位館長指導與大力的協助，如有任何建議，請各位館長不吝指導。
貳、業務報告：
業務報告：
一、105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之網站，主體已建置完成，於議程確認後將正式公布。
二、住宿規劃：於105年10月14日實地勘察嘉義市耐斯王子大飯店、鈺通大飯店，經勘察的結果，住宿
及晚宴以嘉義市耐斯王子大飯店較適合。
三、主講者、主持人及引言人統一由主辦單位南華大學安排住宿，其他與會者直接與本校合作旅館耐
斯王子大飯店自行訂房，飯店與本校之往返交通，將安排接駁專車接送。
四、為配合住宿訂房，擬規劃聯席會報名日期於106年2月初至106年3月初完成。
參、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一、105 學年度大會主題、議程安排、分組座談議題及舉辦日期，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大會主題：圖書館的永續與生命力。
(二) 分組座談議題：
1.圖書館三創(創新、創意、創造力)
2.全國圖書館聯盟審視與省思
3.圖書館知識傳遞與智財法規
4.大學圖書館的社會責任
5.圖書館的業務整合與效能提升
(三) 議程安排：詳附件一
(四) 舉辦日期：106年5月4日(星期四)~5月5日(星期五)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第二次常設小組會議的日期時間與地點，提請討論。
【決議】：
(一)由主辦單位提出方便的日期及時間先行調查，以最大數可參加的日期及時間為下次開會的時
間。
(二)經調查結果第二次常設小組會議時間：105年11月22日上午10時30分。開會地點：台灣大學圖
書館。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肆、討論提案：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一：105學年度大會專題演講及各場次主持人及引言人之推薦及備用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說明：
一、為配合各議題之內容，建請委員推薦適當之主持人及引言人。
二、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名單。
決議：委員推薦名單詳附件一。
決議

提案二
提案二：審議105學年度大會列席報告名單與報告時間，提請討論。
說明：
說明：
一、列席報告單位：
(1)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
(2)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3)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聯盟(TAEDBC)
(4)臺灣OCLC管理成員館聯盟
(5)數位化論文典藏聯盟(DDC)
(6)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7)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
(8)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CI)
二、列席單位報告時間：
(1)國家實驗研究院：1+2(7分鐘)
(2)師大：3(5分鐘)
(3)臺大：4(5分鐘)
(4)政大：5(5分鐘)
(5)國圖：6+7+8(8分鐘)
決議：照案通過。
決議
提案三
提案三：第三次常設小組會議的日期時間與地點，提請討論。
說明：
說明：本館建議時間為106/3/14(二)10:30或14:00、3/16(四)10:30或14:00、3/17(五)10:30或14:00。
決議：第三次會議日期，將於106年3月在逢甲大學圖書館舉辦，屆時再由主辦單位於接近會議日期
決議
時先行e-mail調查可出席時段，以最大數可參加的日期及時間為下次開會的時間。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一：建請向教育部申請架設「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常設網站空間，提請討論。
說明：
說明：
一、架設館長聯聯席會常設網站，以落實與傳承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功能，並使各
屆承辦學校圖書館有所依循。
二、館長聯席會常設網站提供未來承辦學校圖書館管理，達到傳承機制與永續管理目標，以建立
長期運作機制。
決議：請主辦單位詢問相關單位是否可行，以教育部優先，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次之。
決議

陸、散會(12:30)
散會

附件一
105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議程
第一天 106 年 5 月 4 日(星期四
星期四)
星期四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主持人

10:00~10:30 報到
開幕式：主辦單位首長致歡迎詞、教育部長官及貴賓 南華大學 林聰明校長
10:30~10:50
致詞
南華大學圖書館 黃素霞館長
10:50~11:10 團體合照
11:10~12:20

專題演講 1：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

主持人：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林裕權圖資長

12:20~13:30 午餐&參觀 南華大學圖書館
13:30~14:00 茶樂文化饗宴
分組討論 5 議題

南華大學圖書館-黃素霞館長

1. 圖書館三創(創新、創意、創造力)
引言人 1：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彭勝龍主任
引言人 2：中原大學圖書館-李宜涯館長
引言人 3：輔仁大學圖書館-林麗娟館長
2. 全國圖書館聯盟審視與省思
引言人 1：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吳瑞秀館長
引言人 2：樹德科技大學圖書館-蘇怡仁館長
引言人 3：世新大學圖書館-葉乃靜館長
3. 圖書館知識傳遞與智財法規
14:00~15:30 引言人 1：國立清華大學圖書館-林福仁館長
引言人 2：國立陽明大學圖書館-吳肖琪館長
引言人 3：東吳大學圖書館-林聰敏館長
4. 大學圖書館的社會責任
引言人 1：國立成功大學圖書館-王健文館長
引言人 2：淡江大學圖書館-宋雪芳館長
引言人 3：靜宜大學圖書館-陳明柔館長
5. 圖書館的業務整合與效能提升
引言人 1：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館-謝明哲館長
引言人 2：環球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許淑婷圖資長
引言人 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圖書館-黃漢青館長
15:30~15:50 茶敘&交流

主持人：國立屏東大學圖書館邢厂民館長

15:50~16:40 專題演講 2：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楊智晶館長

主持人：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
館-閔蓉蓉館長
主持人 1：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圖書資訊館-蘇國
瑋館長
主持人 2：實踐大學圖書暨資訊
處-李建國圖資長

各聯盟報告暨追蹤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各聯盟列席報告
16:40~17:30 (1)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
(2)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3)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聯盟(TAEDBC)

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館蔡明月館長

主持人：國立中興大學圖書館蘇小鳳館長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館陳光華館長

主持人：逢甲大學圖書館-林志敏
館長

時

間

會
議
內
(4)臺灣OCLC管理成員館聯盟
(5)數位化論文典藏聯盟(DDC)

容

主持人

(6)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7)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
(8)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CI)
18:00~20:30 歡迎晚宴與交流

第二天 105 年 5 月 5 日(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08:30~09:00 報到
分組結論報告
09:00~10:20 報告人：各分組的主持人(5 位)

主持人 1：國立交通大學圖書館-袁賢銘館長
主持人 2：文藻外語學院圖書館-陳佳吟館長

10:20~10:50 茶敘&交流
10:50~11:20 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11:20~12:00 綜合座談
12:00~12:30 閉幕式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6:00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參訪
16:00

賦歸~

主持人 1：南華大學圖書館-黃素霞館長
主持人 2：中國科技大學圖書資訊中心-孫丕華主任
主持人 1：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館-陳維華館長
主持人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柯皓仁館長
南華大學 林聰明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