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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八屆 

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時    間：民國九十六年三月十六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地    點：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辦公室(國家圖書館一樓) 

主    席：陳雪華理事長                                                                    

出    席：卜小蝶常務理事、王梅玲常務理事、宋雪芳理事、邱炯友理事、張慧銖理事、 

薛理桂理事、林志鳳主任委員、林麗娟主任委員、王美玉主任委員、劉淑德主任 

委員 

請    假：吳美美理事、詹麗萍理事、宋建成常務監事、黃慕萱主任、陳昭珍所長 

列    席：邱子恆秘書長、黃素英、許琛翎、陳怡如 

記錄：黃素英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工作報告： 

一、 宣讀確認上次<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附件一）。 
 
二、 確認各委員會名單（附件二）。 

        
三、 確認年度工作計劃（附件三）。 

薛理桂理事建議：提供鼓勵學生加入學會之誘因 
1. 提供獎學金。 
2. 贊助部分旅費參加海峽兩岸研討會發表論文。 
3. 於新生入學時到校設攤招募新會員。 
4. 舉辦兩岸研究生論文交流研討會。 

      王梅玲常務理事建議： 
1. 提供各委員會委員之聯絡方式(Email 及電話)予所有委員，以利相關 
會務之聯繫。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舉辦海峽兩岸會議，提請討論。 

決議：一、合作對象：武漢大學。 

      二、暫訂舉辦地點：江西廬山。 

      三、暫訂舉辦時間：2008 年 9 月上、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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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請邱炯友教授與武漢大學協商研討會相關事宜，並提請下次會議討論。 

【提案二】 

案由：舊資料如會訊、研討會手冊複本之處理，提請討論。 

決議：一、每種以典藏 10 本為原則。 

二、其餘請會員發展委員會協助於相關研討會會場設攤位發送。 

【提案三】 

案由：國際圖書資訊教育學研討會贊助款項，提請討論。 

決議：同意贊助世新大學與本會主辦之 ALIEP 十萬元（若無法對外申請到足夠的補助款

時），協辦之 IASL 五萬元。 

【提案四】 

案由：學會會訊數位化，提請討論。 

決議：一、學會會訊放在學會的網頁，未來不再出紙本。 

      二、學會會訊非專屬授權給資料庫廠商，若有權利金收入則捐給學會。過刊回溯建

檔部分亦請廠商提供給學會掛在網頁上。 

肆、審查事項： 

案由：申請入會審查案，提請審查。 

說明：申請新入會會員，名單如下： 
1. 學生會員：蔡萬助、林巧敏 
2. 普通會員：卜小蝶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十二時 



 3

 

圖一 第八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情形 2007.03.16 

 

圖二 第八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情形 2007.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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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第八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情形 2007.03.16 

 

 

圖四 第八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情形 2007.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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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八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95 年 12 月 2 日（星期六）中午 12 時 

地    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主    席：詹麗萍理事 

出席人員：卜小蝶理事、王梅玲理事、吳美美理事、邱炯友理事、張慧銖理事、 

陳雪華理事、詹麗萍理事、宋建成監事、曾堃賢監事、盧秀菊監事 

請假人員：宋雪芳理事、薛理桂理事 

列席人員：第七屆楊美華理事長、賴麗香、吳傳萱 

紀    錄：吳傳萱 

 
壹、主席報告：(略)  
 
貳、討論事項： 

一、 選舉本會第八屆常務理事暨理事長案。 

U說明U：1.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五條：「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三人，由理事互選之。

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辦理。 

      2.常務理事由九位理事互選(請假二位委託投票)，選出三位常務理事；

再由九位理事從常務理事三人中選出理事長。 

      3.監票人員：張慧銖理事；唱票人員：賴麗香；計票人員：吳傳萱。 

U決議U：1.常務理事當選人陳雪華八票、王梅玲七票、卜小蝶五票。 

      2.理事長當選人陳雪華八票。 

二、 選舉本會第八屆常務監事案。 

U說明U：1.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九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辦理。 

      2.常務監事三人互選。 

      3.監票人員：張慧銖理事；唱票人員：賴麗香；計票人員：吳傳萱。 

U決議U：常務監事當選人宋建成二票。 

三、 2006 年會員大會二項議案，提請討論。 

U說明U：請參考本會 2006 年會員大會紀錄第 2 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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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建請公共圖書館應用社區有限電視公益頻道來推廣服務及製

作節目。 

【提案三】 建請本會研訂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 

 

U決議U：【提案二】： 

1.請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考慮執行。 

        2.請各系所開設相關課程，加強培訓，如：媒體規劃、經營課程。 

        3.請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本會之暑期班加強開設相關課程。 

U決議U：【提案三】： 

1.請本會課程規劃委員會負責，邀請各系所主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教育委員會共同研議。 

        2.建議採用中英文，與國際認証接軌。 

 

參、臨時動議： 

一、 推選第八屆各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雪華理事長提) 

U決議U：1.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梅玲理事。 

      2.學術交流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炯友理事。 

      3.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卜小蝶理事。 

      4.會員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劉淑德小姐。 

      5.系所主任委員會主任委員：宋雪芳理事。 

 
二、 第八屆理監事聯席會建議開會時間討論案。 

U決議U：建議在星期五下午開會。 

 

肆、散會：下午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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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八屆委員會委員名單 
U96.03.16 修訂 

◎課程規劃委員會  

主任委員 王梅玲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 

陳昭珍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張慧銖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林呈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陳和琴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藍文欽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傳系 

 
 
 
委    員 

呂明珠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學術交流委員會  

主任委員 邱炯友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薛理桂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 

吳美美 台灣師範大學圖資所 

鄭恒雄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黃元鶴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傳系 

林志鳳 世新大學資傳系 

謝寶煖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羅思嘉 中興大學圖資所 

 
委    員 

賴玲玲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卜小蝶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王美玉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林呈潢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林珊如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林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阮明淑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柯皓仁 交通大學數位圖書館學程 

蔡明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 

 
 
 
委    員 

蘇小鳳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會員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劉淑德經理 飛資得資訊公司 

副主任委員 姜義臺 靜宜大學圖書館 

顧    問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圖系 

葉乃靜 世新大學資傳系 

陳光華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林孟玲 玄奘大學圖書館 

侯海珠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館 

 
 
 
委    員 

陳維華 德明技術學院圖書館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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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華 飛資得資訊公司  

陳世雄 飛資得資訊公司 

◎系所主任委員會  

主任委員 宋雪芳 淡江大學資圖系 

黃慕萱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陳昭珍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王梅玲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所 

張慧銖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林麗娟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林志鳳 世新大學資傳系 

 
 
 
委    員 

王美玉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96-97 年度工作計畫 
U96.03.16 修訂 

 舉辦研討會 

年度 活動名稱 時間 舉辦方式 備註 

IASL 研討會 96.07 協辦 贊助經費五萬元 

2007 ALIEP 研討會 

CALISE 年會 
96.11/23 

協辦 

主辦 
贊助經費十萬元 

海峽兩岸研討會 97 年 9 月中旬 主辦 自費參與 

Workshop 1： 

質化研究論壇 
97 年春假或暑假間 主辦 收費 

2008 

Workshop 2： 

量化研究論壇 
97 年暑假 主辦 收費 

 發行學會刊物 

1.電子報：以雙月刊形式發行。 
2.會訊。 

 維護學會網站。 

1. 靜態報導 

2. 會訊、電子報 

 委員會工作計畫 

一、課程規劃委員會 
1. 研訂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草案 
2. 探討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 
3. 探討圖書資訊學網路課程發展 
4. 辦理台灣圖書館事業與教育史研討會 
◎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預算 2 萬元(撰稿費 1.8 萬；打字印刷影印費 2000 元) 

二、學術交流委員會 

    辦理 2008 年暑期之大陸學術參訪研討會(廬山)，以及其它與學術交流相  
關之協辦事項。   

三、研究發展委員會 

支援舉辦圖書資訊論文發表會 

四、會員發展委員會 

1. 配合各委員會的活動及研討會，設攤並放置本會簡介資料及邀請與會者入 

附件三 



會。   
    2. 邀請各圖書資訊研究所在職研究生為學會志工，鼓勵該員所就職圖書館及

圖書館員加入新會員。 
    3. 協助更新會員通訊錄電子郵件帳號，並建立學會活動的 eDM 發送。 
    4. 針對圖資系所舉辦學生會員聯誼活動。 

五、系所主任委員會 

    1. 目的：探討圖書資訊學與教育界共識的前瞻路線 
    2. 方式：每學期期中及寒(暑)假各聚會一次 
    3. 內容：甲、圖書資訊學招生狀況 
             乙、要將學生帶往何處？ 
             丙、課程的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