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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與系所主管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3 月 6日（星期五）15 時 00分 

地    點：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 

主    席：王梅玲理事長            

出席人員：歐陽崇榮常務理事、曾元顯常務理事、宋慧筠理事、邱子恆

理事、吳美美理事、黃元鶴理事、莊道明主任 

列席人員：鍾雪珍秘書長、曾苓莉副秘書長、總務、沈宗霖幹事、鄭琬

臻幹事 

請假人員：李正吉理事、邱炯友理事、宋雪芳常務監事、陳昭珍監事、

柯皓仁監事、林奇秀主任、張慈玲副秘書長、徐美文副秘書

長 

記  錄：沈宗霖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貳、主席致詞 

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會議紀錄。 

二、感謝各位理事、監事、五個委員會主任委員，與秘書處成員參加本

學會。 

三、「轉變與擴疆：2020-2029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於去年本學

會年會通過，後續公布與推廣事宜請今日討論。 

四、有關今年「2020 年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相關

事宜請今日討論。 

五、請各位理事、監事、系所主任對於本屆理監事會提出建言。 

六、根據內政部規定，本會理事與監視需為本會會員，請各位理事與監

事協助完成本年會費繳交。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第十四屆工作人員名單審核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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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會章程第 22條規定：本會置祕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

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若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

之。 

二、擬聘鍾雪珍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擔任本

屆學會秘書長。 

三、擬聘曾苓莉女士（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張慈玲

女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徐美文女士（國立臺灣圖書館）為

本屆學會副秘書長。 

四、擬聘沈宗霖先生（中華經濟研究院圖書出版室）、鄭琬臻（國立政治

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為本屆學會秘書處幹事。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第十四屆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名單審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 23條規定：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

作業組織。 

二、本會設置 5 個委員會，擬聘任主任委員名單如下： 

No 委員會名稱 主任委員 服務單位職稱 

1 系所主任委員會 歐陽崇榮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主任 

2 課程規劃委員會 吳美美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3 學術交流委員會 宋慧筠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4 研究發展委員會 黃元鶴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5 會員發展委員會 邱子恆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圖

書館館長 

決 議：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學會 2020-2023策略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學會依據以下文件：（1）2028 圖書資訊學未來教育論壇手冊；（2）

轉變與擴疆：2020-2029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研討會手冊；

（3）轉變與擴疆：2020-2029 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初稿第

二版），訂定 2020-2023 策略計畫，提請討論。 

二、有關學會願景與使命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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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通過本學會使命，「未來人才：創新、學習、平台、永續」。 

二、通過學會願景為：「藉由本學會圖書資訊學教育平台，培養創新有競

爭力圖書館與資訊機構未來人才，代表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向國際

發聲」。 

三、鑒於聯合國與全球逐漸重視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建議本學會推動相關發展與研究。 

四、本學會 2020 年行動綱領將依照各委員會工作計畫內容進行調整。 

五、本學會 2020-2023策略計畫與 2020年行動綱領修正通過如附件一。 

提案四 

案由：本學會五個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與 2020 年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歐陽崇榮主任委員說明系所主任委員會 2020-2021 工作計畫： 

1. 辦理系所主任的咖啡聚會，交換圖書資訊學系所發展意見。 

2. 目前各系所均遇到新聘教師專長不符合期望的問題，可就各系所遇

到的狀況討論。 

3. 計劃於系所主任委員會會議時建議辦理每兩個月系所教師互訪、討

論、座談活動，分享研究議題，並進行研究成果的意見交換，同時

邀請各校博士生參與交流。 

二、吳美美主任委員說明課程規劃委員會的工作計畫： 

1. 謀求教材更新：因應科技發展、資訊服務機構功能需求改變，配合

學會發展策略，將辦理「圖書資訊學研究」主題之更新。邀請各校

教師進行探索 2011-2020「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與地景，將邀請教

師學者討論研究主題的領域，並進行討論與研究，期望充實圖書資

訊學教材，規劃於年會辦理研討會發表。 

2. 促進和交流教學法：配合學會發展策略，辦理線上教學經驗分享論

壇，邀請系所教師與學者專家分享教學法、教學設計和教學經驗。 

A. 規劃由本委員會委員邀請 1 至 2 位各校教師及博士生，參加線上論

壇主題分享。 

B. 將舉辧線上論壇 webinar，以容易傳遞廣播為原則，可結合課程錄製，

進行推廣。 

C. 配合學會發展策略，期望研究圖書資訊學國際專業學會認證制度與

可行性。邀請學者介紹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英國圖書館與資訊專業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CILIP）課程認證制度。研究國內相關系

所參與專業課程國際認證、與國際接軌的可行性及作法。 

三、宋慧筠主任委員說明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工作計畫： 

1. 規劃與中國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進行實體或線上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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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與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雙聯學位全英授課的認證之

與討論。 

3. 鼓勵國內圖書資訊學相關科系教師及研究生參與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ociety（I-LISS）會議，2020 年 I-LISS

會議將於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清奈 SRM 科學技術學院舉辦。相關會

議資訊 https：//www.srmist.edu.in/icidl/。 

4. 協助「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的徵稿及會務工

作。 

四、黃元鶴主任委員說明研究發展委員會的工作計畫： 

1. 依據本會發展目標與年度計畫，配合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2. 廣泛收集圖書資訊相關專業知識教育訓練學習網站，散播訊息並鼓

勵參與成員參與線上課程，如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RDMLA）https：//rdmla.github.io/，Elements of AI free online 

course https：//course.elementsofai.com/ 等。 

3. 不定期發布訊息邀請成員參與圖書資訊專業知識演講活動，或是分

享參與課程、演講活動後的心得，特別以線上論壇（webinar）形

式進行的演講。 

五、邱子恆主任委員說明會員發展委員會的工作計畫： 

1. 每年召開兩次委員會，討論招募新會員之方案，以爭取圖書資訊系

所的老師參加。 

2. 規劃辦理圖書資訊學博士生與系所主任的論壇活動。 

3. 規劃辦理圖書資訊系所各校新進教師聯誼活動。 

4. 規劃辦理興趣小組，可以利用問卷形式做一些課程跟演講心得的分

享，組成意見交換之平台。 

5. 要思考會員為何要參加本學會？可以將學會的活動做一些區隔，譬

如：非會員參加研討會需負擔較高的費用，或是部分學會網站上的

資訊需會員帳號才能閱讀等。 

決 議： 

一、 五委員會委員名單與工作計畫通過如附件二。 

二、 建議各主任委員邀請各委員會的委員加入本會會員，本會秘書處將

提供主任委員本會章程與入會申請資料。 

提案五 

案由：「轉變與擴疆 2020-2029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公布與後續

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https://www.srmist.edu.in/icidl/
https://rdmla.github.io/
https://course.elementsof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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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學會已於 2019年 12月年會通過白皮書草案，是否可進行公布？

建請各委員提出討論。 

二、 莊道明主任： 

1. 白皮書是學會發展策略的藍圖，說明大環境趨勢以讓各校產業

界提早因應，建議修改後儘早公布。 

2. 建議短、中、長期的策略需更為具體，讓後人知道圖書資訊學

教育所面臨的狀況。 

3. 白皮書引述內容建議改寫白話語法，讓一般民眾可以看得懂。 

三、 吳美美理事： 

1. 建議白皮書更圓融一點，如：表 1-1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

系圖書館學組未於表 1-1出現，建議文字敘述要調整。 

2. 白皮書等重要文件不要引用學位論文，如頁 8引述碩士畢業生

到圖書館界工作，建議不需徵引。 

四、 邱子恆理事：建議正式公布白皮書前可請領域專家參與討論。 

決 議： 

一、 白皮書初稿第二版將依據理監事會議意見修改後，將邀請領域專

家參與討論，請再送理監事會議討論。 

二、 「轉變與擴疆：2020-2029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研討會手

冊」（含白皮書草案）將於學會網站公布。 

提案六 

案由：本學會與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原定於今年 7月 3日至 5 日於武漢

大學舉辧「2020 年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現

正值新型冠狀病毒期間如何因應，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理事長徵詢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後續

工作，3 月 2日該學院吳剛主任表示正在討論因應方案。 

二、請委員討論「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後續規劃

及建議辦理時間。 

決 議： 

一、本學會預計於 4 月起進行研討會論文摘要徵稿暫緩執行。 

二、為便利臺灣圖書資訊學系所教師及研究生參與，研討會提供 A 及 B

兩個方案回報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A 方案改為今年 12 月中旬

辦理；B 方案延後至明年（2021）年 4月或 7月辦理。 

三、若武漢大學採用 B 方案，學會將規劃於年會時辦理碩博士生論壇，

並邀請臺灣、中國的圖書資訊學研究生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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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若今年不辧「2020 年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本學會將於十一月底，或十二月中旬辧理本會圖書資訊學未來人才

教育研討會，將邀請教師、研究生、圖書館館員參加，發表論文或

主題論壇研討。 

 

提案七 

案由：下次理監事會暨系所主任聯席會議時間，提請討論。 

說 明：確保學會運作順暢，俾利理監事及系所主管得提早安排行程，擬

事先訂定理監事會暨系所主任聯席會議時間。 

決 議： 

一、今年下半年理監事會暨系所主任聯席會議訂定於 9 月 25 日（五）

下午 3點召開，地點將另行公告。 

二、有關白皮書初稿第二版修改完成，將擇日召開理監事會議討論。 

三、本會 2020 年會員大會暫定於今年 11月 27日（五）辦理召開，請

研究發展委員會籌畫，地點暫定為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肆、臨時動議 

案由：建議學會進行探索 2011-2020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計畫，未來成果

可出版專書。（吳美美理事提） 

說 明： 

一、建議學會可進行《2011-2020 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計畫的規劃與

調查，邀請教師與學者共襄盛舉，年會可分享研究成果，未來可出

版專書增加圖書資訊學的教材。專書預計的出版方向和內容，再分

配給委員撰寫。 

二、國家圖書館每年所出版的《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內有「圖書資訊

學教育」與「圖書資訊學研究」專題，建議可將資訊整理納入本計

畫。 

四、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曾元顯副所長、柯皓仁教授曾承接

國科會計劃的趨勢報告，建議可以改編納入。 

決 議： 

一、此提議構想很好，通過此提案，請課程發展委員會吳主任委員提報

2011-2020 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研究計畫，學會將支持本計書進

行，並於學會年會研討會邀請參與的教師學者發表研究成果與進行

討論。 

伍、散會（下午 17 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