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6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整
地
點：國家圖書館 421 教室
出席人數：75 人(應出席人數 142 人，出席人數 75 人，請假 67 人)
主
席：黃元鶴理事長(第 11 屆)
列
席：陳世娟秘書長、彭于萍副秘書長、林靜宜(第 12 屆)
記錄：黃元鶴、林靜宜

壹、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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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相關事項：

1.1 本會與華中師範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聯合主辦
第 13 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於民國 105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假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科學會堂舉行，兩岸圖書資訊學界同道共計
近 200 人參加。臺大、政大、師大、中興、輔大、淡江等校圖書資訊
學相關系所及業界同仁們一行共 42 人跨海與會，發表學術論文計達
26 篇，同時舉辦海峽兩岸院系之海報展覽，促進兩岸學者專家們的學
術對話與熱烈交流。經會議之系主任聯席會協調後續主辦單位依次為
第 14 屆（2018 年）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由南京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承辦，第 15 屆（2020 年）會議由武漢大學
信息管理學院承辦，第 16 屆（2022 年）會議由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
系承辦。

1.2 第 16 屆（2022 年）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之承辦單位仍待
協商。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之第 12 屆第 3 次
理監事與系所主管聯席會議中表示並無意願承辦 2022 年之海峽兩岸
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建議可由有意願之單位承辦，或請下屆（第
13 屆）學會與中國大陸的信息管理學系所或學院等相關機構協商
2022 年會議之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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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圖書資訊學教育研討會與工作坊相關事項：

2.1 本會與輔仁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合作，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假輔仁大學野聲樓谷欣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數位學習
翻轉高等教育工作坊」活動。工作坊邀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陳志銘教授主講「數位人文研究現況、趨勢與輔助研究平台建
1

置」、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王梅玲教授主講「數位學習
與圖書資訊學教育」、逢甲大學圖書館林志敏館長主講「大學圖書館
如何推動 MOOCs─逢甲大學圖書館經驗談」。活動主旨在於促進圖書
資訊學界工作者與教育人員的對話與交流，藉以提升高等教育推行數
位學習與翻轉教學的理念，期盼有助於推動國內圖書館與大學圖書資
訊學相關系所從事數位學習課程設計的技巧與成效，以及幫助數位人
文研究與圖書資訊學教育之融合。

2.2 由本會研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教育委員會主辦，輔仁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世新大學圖書館協辦的「教育遊戲化工作坊暨圖
書資訊領域教師餐敘聯誼會」於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在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舉行，舉辦教育遊戲化工作坊之主要目的為提供設計良好
的遊戲化教學方案，讓圖書資訊領域教師實際體驗，從中學習遊戲化
教學方案之設計原理、應用方向與原則，深入認知遊戲化教學意涵，
未來可融入圖書資訊領域教學情境，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興趣及成
效。中午進行餐敘聯誼會提供圖書資訊領域資深教師及新進教師與所
有參加者交流傳習教學經驗之機會。會議邀請對象涵蓋國內圖書資訊
領域系所專兼任教師及博士生，約有 18 人與會。所有與會者熱烈參
與實作過程，歷時八個小時，在充滿歡樂、驚奇，以及備受鼓舞的熱
絡氣氛中樂在其中、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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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與募款事項：

3.1 105 年度由飛資得公司/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碩睿資訊有限公
司、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漢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贊助本
會頒發研究生獎學金。

3.2 106 年度由飛資得公司/臺灣國際資訊整合聯盟協會、漢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贊助本會頒發研究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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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期會訊已於民國 106 年 5 月上網：
http://www.calise.org.tw/newsletter/pdf_files/41th.pdf，目次如下，請參閱。
理事長的話/ 黃元鶴
專題報導
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會後報導/ 陳世娟
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學生心得之一/ 陳勇汀
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學生心得之二/ 楊喻好
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學生心得之三/ 謝采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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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學生心得之四/ 謝豐吉
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學生心得之五/ 柯宜伶
2016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學生心得之六/ 張鐘
活動報導
「數位學習翻轉高等教育工作坊」會後報導/ 陳冠至、蕭漢威
「教育遊戲化工作坊暨圖書資訊領域教師聯誼會」會後報導/ 彭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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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創會理事長胡述兆教授九十嵩壽宴於民國 106 年 10 月 7 日於凱撒大飯
店舉行，本會致贈花籃祝賀，現任（12 屆）黃元鶴理事長出席餐會並祝賀
胡教授「松鶴長春 春秋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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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依規定提陳本會 105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秘書處提)
說

明：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規定，於年度終了後提會員大會討論 105 年度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 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並將於會後
報部核備。
議：照案通過。

決

【提案二】擬具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秘書處提)
說
決

明：106 年度工作計畫。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建議理事候選人名單應列入所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主管案，提請討論。
（邱子恒會員提）
說

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主要任務為辦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通
常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主管才能掌握相關行政資源，建議理事候選人名單應列
入所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主管，並建議下屆（第 13 屆）舉辦理監事會議時，
討論未來辦理會議的承辦學校順序。

決

議：將交予第 13 屆理事長參酌辦理。

肆、本會第十三屆理事、監事選舉結果：
一、理事
姓名

職稱

票數

投票結果

林奇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0

當選

28

當選

24

當選

23

當選

邱子恆
莊道明
羅思嘉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臺北醫學
大學圖書館館長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

邱炯友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20

當選

葉乃靜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20

當選

4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兼覺生紀
念圖書館館長

19

當選

歐陽崇榮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6

當選

姜義臺

靜宜大學圖書館典藏閱覽組

15

當選

蘇小鳳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15

候補 1

宋慧筠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15

候補 2

林雯瑤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

15

候補 3

職稱

票數

投票結果

28

當選

25

當選

15

當選

11

候補

二、監事
姓名
柯皓仁
王梅玲
蔡明月
林信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學研究所教授兼圖
書館館長兼專班執行長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兼圖書館館長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

監票：陳世娟；發票：黃筠芝；唱票：趙郡慧；記票：李夢筑

伍、散會。(下午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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