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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結案報告書 

壹、 緣起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自民國78年舉 

辦至今，在教育部指導及支持下，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執行業務提供建設性建議， 是

分享各大專校院圖書館經營管理問題與解決經驗的重要平臺。每年會議視當時發展

現況訂定出不同主題，邀請具備相關經驗的館長分享報告，也透過專題演講傳遞新 

知，冀能激發與會者創新、創意與創造力，擘劃前瞻性的努力方向，以提升圖書館之 績

效與價值。整體而言，本會議宗旨為：(1)分享各大專校院圖書館執行業務績效、困

境、創新服務等；(2) 共同決議提供相關單位建設性的建議及法規修訂方向； (3)

透過分組討論及交流互動，探究圖書館界新趨勢與挑戰。 

本會議每年召開一次，107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決議由國

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接續辦理108學年度會議，因受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原訂於本校舉辦「10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

席會議」，經常設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取消辦理，並由本校續辦109學

年度館長聯席會議。 

為使大專校院圖書館在數位化時代的浪潮裡，持續落實其社會責任，並利用

資訊、網路技術與行動科技，應用於營運管理服務等各層面。本次以「蛻變中的

大學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為主題，並在主題之下訂出五項子題，分別

為： 

(1) 定位與價值：落實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2) 經營與管理：邁向數據分析之經營與管理 

(3) 挑戰與因應：促進人文與科技的攜手 

(4) 結盟與合作：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媒合 

(5) 創意與實踐：資料驅動的創新學習與實踐 

會中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張國恩講座教授分享「人工智慧

對教育生態的影響──兼論圖書館的挑戰」，從學習理論的發展與世代差異新思

維談起，以現今蓬勃發展的人工智慧科技為切入點，探究其為教育界與圖書館帶

來的影響與變革，特別是後疫情時代改變了全人類的思考模式，加速原先不受重

視的遠距數位學習計畫之發展與影響力。張老師亦指出人與科技的互動，應朝向

視科技為輔助工具，善用人工智慧將人類智慧轉為「擴增智慧」，讓人工智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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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索引與分類、檢索與探索、引導與服務、物流等圖書館經營方面發揮最大功 

效，最後則提出身負教育之責的圖書館未來將面臨的挑戰，以及可行的因應之道。

貳、 常設小組會議討論與決議 

一、常設小組成員 

為了使「館長聯席會」能夠承先啟後，更加有效率的落實與傳承與創新， 

每屆辦理均有常設小組成員的支持與指導。本屆常設小組組織如下，成員

館名單如下： 

 

 

 

 

 

 

 

 

 

二、第一次常設小組會議 

(一) 會議時間：109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1時-1時40分 

(二)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三) 會議決議：討論109學年度大會舉辦日期、議程安排與第二次常設小組會

議時間。 

三、第二次常設小組會議 

(一) 會議時間：109年12月03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2時10分 

(二)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三) 會議決議：邀請逢甲駱榮富館長擔任主題4【結盟與合作：推展圖書館資

源共享與媒合】引言人，於會議上分享電子書合作社現況，並請提供相

關書面資料(1頁)納入大會手冊中、討論第三次常設小組會議時間。 

四、第三次常設小組會議 

(一) 會議時間：110年3月4日(星期四)下午1時00分-2時30分 

(二)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三) 會議決議：彙整聯席會議提案、討論第四次常設小組會議時間。 

召集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北區代表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德 

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區代表館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逢甲大學圖書館、虎尾科技大學圖 

書館 

南區代表館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正修科技大 

學圖書館 

東區代表館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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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次常設小組會議 

(一) 會議時間：110年7月2日(星期五)下午2時00分-2時30分 

(二)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三) 會議決議： 

1. 有關本屆聯席會議相關討論決議事項，提供下屆承辦單位執行參考，提請

討論。 

2. 由下屆承辦單位依《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常設小組設置要點》， 

邀請其他未參與過的館長擔任常設小組委員。 

 

參、 109學年度會議執行報告 

一、會議紀實 

政大圖書館於4月28日、29日主辦「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 

館長聯席會」，邀集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長及代表在玉山國際會議廳、

達賢圖書館、新店白金花園酒店等地舉行， 本屆主題為「蛻變中的大學圖

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教育部、國家圖書館與全國大專校院圖書

館館長、代表，共130位與會貴賓齊聚指南山麓，共同探討新時代的大 學

圖書館，如何順應時勢提供創新的服務與資源，各方亦就圖書館管理經

驗、問題及未來發展，進行深度的交流與對話。 

開幕式中校長郭明政致詞表示，COVID-19疫情爆發，使得教學方式

與工具不斷推陳出新，教師面臨課程與教學必須不斷與時俱進的挑戰，顯

示在後疫情時代中人工智慧等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圖書館館長陳志銘則指

出，圖書館現正致力於打造數位學習環境與創新的實作學習場域，以提供

師生所需的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經驗，期望透過本次會議集思廣益，圖書

館如何採取行動因應環境的遽變。 

本次會議亮點之一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張 

國恩的專題演講「人工智慧對教育生態的影響──兼論圖書館的挑戰」， 

從學習理論的發展與世代差異新思維談起，以現今蓬勃發展的人工智慧科

技為切入點，探究其為教育界與圖書館帶來的影響與變革，特別是後疫情

時代改變了全人類的思考模式，加速原先不受重視的遠距數位學習計畫之

發展與影響力。張老師亦指出人與科技的互動，應朝向視科技為輔助工具， 

善用人工智慧將人類智慧轉為「擴增智慧」，讓人工智慧在自動索引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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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檢索與探索、引導與服務、物流等圖書館經營方面發揮最大功效，最

後則提出身負教育之責的圖書館未來將面臨的挑戰，以及可行的因應之道。 

在張老師闡述教育生態與圖書館的未來可能性之後，各館館長及代

表也在分組討論中針對相關議題進行分享及交流。討論議題包含「落實大

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邁向數據分析之經營與管理」、「促進人文與

科技的攜手」、「推展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媒合」與「開創資料驅動的創新

學習與實踐模式」等目前圖書館所關注的問題，由15所大學圖書館館長分

享各館的實務經驗，如致力配合大學校務發展及結合企業資源以落實社會

責任與永續目標、應用人工智慧分析以提供精準及個人化服務、虛實整合

空間與科技以吸引師生投入設計與使用圖書館服務、因應疫情透過結盟合

作使圖書館的服務效能最大化、動態修改資料驅動與典藏價值的創新服務

等經驗，從不同面向展示大學圖書館的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能量，顯示在

科技飛速成長與社會急遽變化的衝擊下，圖書館仍有其無可取代的價值。

各聯盟列席報告及綜合座談中，教育部高教司專門委員王淑娟、國 

家圖書館吳小姐、各聯盟代表及館長們對於圖書館的社會與教育責任、人

工智慧創新服務、學位論文的紙本保存與著作授權，以及全國碩博士論文

比對系統等議題，皆踴躍地以不同角度發言與討論，提供館長們瞭解各項

議題最新發展情形，並共同激盪發想大專校院圖書館未來的發展方向、營

運策略及創新服務。 

本次會議邀請相關軟硬體廠商於現場進行系統及服務展示，讓館長

們親身瞭解最新的圖書資訊系統及服務的發展趨勢，作為未來擘畫館務的

技術參考；更安排與會者參觀本校109年2月正式營運的達賢圖書館，參訪

者均對校友捐贈建置過程、建築空間設計、新穎服務設備及優美自然環境

留下深刻印象。 

會後亦安排療癒身心的「走讀指南山城」參訪活動，由自然步道協 

會的解說員帶領與會者於貓空山區一帶悠遊漫步。除至臺北市鐵觀音包種

茶研發推廣中心細品香茗，更實際走訪特色壺穴地形景觀，同時聆聽山澗

的淙淙流水聲，沉浸於片刻的閒適悠然。最後搭乘貓空纜車眺望空中景色， 

感受環繞周身的指南山城之美。在與會館長、貴賓二日充實行程與知性之

旅後，本次會議圓滿落幕，110學年度會議將由國立中興大學接棒舉辦。 



6 
 

肆、 會議分組討論之結論與建議 

一、分組討論 

(一) 主題一：定位與價值：落實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本場次由國立成功大學王涵青館長主持；分別由王館長、國立宜蘭

大學圖書館郭芳璋館長、靜宜大學陳明柔館長擔任引言人，參加人數18 

名，內容摘錄如下： 

王館長分享大學圖書館應該尋找定位發展，結合所屬特質來落實社 

會責任，如校內可運用學校師生及各單位的資源、校外可結合圖書館界、

企業界、各中小學和社區中心及社福團體之合作。 

郭館長分享近幾年宜大圖資館社會責任的經驗分享如下：適度開放

予社會大眾使用、建構優質館藏、保存在地藝文成就、在地歷史文化重

建、推廣公共考古教育、107-108年博物館USR計畫、推動地質與環境教

育、青年教育志工推動、優化宜蘭區網中心資安及網路環境、數位學習

磨課師課程。 

陳館長分享蓋夏圖書館社會責任之實踐基礎為：靜宜大學願景發展 

的三角要件為：卓越教學、特色研究及社會責任，蓋夏圖書館秉持其支 

援角色，做為此三角中心的鞏固點，以教育為核心基礎，並有豐富館藏、

專業館員及多元場域，來推動知識傳播，連結外部資源，城鄉攜手，共 

創利他模式。 

(二) 主題二：經營與管理：邁向數據分析之經營與管理 

本場次由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宋雪芳館長主持；分別由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伍朝欽圖資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

訊處吳建文圖資長、輔仁大學圖書館陳舜德館長擔任引言人，參加人

數34名，內容摘錄如下： 

伍圖資長分享在預算有限下，以數據分析資源分配與投資效益， 

善用資訊技術，例如AR找書、無人機結合AI系統自動檢查圖書館藏書， 

並思考更多的應用可能性。 

吳圖資長分享希望創建以AI驅動的圖書館服務，應用AI在書的預

測上，建立AI精準採購及精準讀者服務。陳館長分享圖書館要以讀者

為中心，體現人性化服務；規劃設計學術圖書館空間，優先考慮「彈

性」空間，支持學生對合作和個人學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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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三：挑戰與因應：促進人文與科技的攜手 

本場次為：「挑戰與因應：促進人文與科技的攜手」，由銘傳大學

圖書館何祖鳳館長主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林盈鈞館長、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圖書館郭文華館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陳維

華館長擔任引言人，參加人數16名，內容摘錄如下： 

林館長認為應積極爭取產官學研合作計畫，擴展資源。而數位化人

文研究，應著重校史典藏及發展圖書館特色館藏。郭館長分享圖書館在

疫情下的因應措施，如：導入紅外線熱像儀以維護健康閱讀環境、善用 

「音前圖書站」可以二十四小時不打烊就近取書、以及提供免費館際文

獻複印服務。 

陳館長則分享資訊化時代，圖書館應與時俱進，發展創新服務，人 

與機器的合作，應以科技為用，人文為體。如智慧預約系統、生物辨識、

自助借還書機、圖書滅菌機等；並應跨單位合作舉辦主題展覽及推廣閱 

讀活動。 

(四) 主題四：結盟與合作：推展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媒合 

本場次為「結盟與合作：推展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媒合」，由正修 

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施文玲處長主持；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林偉館長、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邱子恒館長、逢甲大學圖書館駱榮富館長擔任引 

言人，參加人數16名，內容摘錄如下： 

林館長分享中興大學圖書館個別/聯盟合作單位，如：台灣綜合大

學系統、高中策略聯盟、興大附屬學校、中部聯盟及個別簽定合作協

議；圖書館合作項目則有:聯合議價/合作採購、合作編目、文獻傳遞/跨

校借書及數位典藏。 

邱館長分享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積極參與國內外圖資專業組織年

會與參訪活動，如：投入國內圖書館專業組織、參加臺灣醫學圖書館

學會年會、出席歐洲健康資訊與圖書館學會年會及出席CALIS全國高

校醫學圖書館學術年會暨兩岸三地醫學圖書館館長論壇。 

駱館長則分享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的經驗，如：以多元電子資

源推案為業務主軸，社員享有推廣活動補助等福利，以及以公益金捐

贈金錢或書籍的方式達到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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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題五：創意與實踐：開創資料驅動的創新學習與實踐模式 

本場次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圖書館黃明居館長主持；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陳光華館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黃世輝館長、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賴威光處長擔任引言人，參加人數28名， 

內容摘錄如下： 

陳館長分享圖書館支援教師及機構學術研究發展數據分析的效益： 

在教師研究支持方面，包含：探索研究領域發展方向、提升學術研究 

品質與能量；在機構決策支援方面，包含：支援管理決策、提升圖書

館影響力；在圖書館服務提昇方面，包含：深化研究支援功能、資料

驅動營運管理。 

黃館長分享面對數位時代的衝擊以及疫情影響，圖書館應有因應

方向，如：(1)人力面：從固定型的借還書業務，轉向支援與策劃教育

活動；(2)空間面：從存放書籍，轉而成為主動支援學習活動的空間。

(3)教育面：從以前的被動轉成新教育的主動促成者。(4)科技面：藉由

智能科技與經費支持，掌握使用者的需求。(5)讀者面：從單向接受圖

書館服務，轉為圖書館服務的支援者。(6)社會面：與社會實踐中心合

作，整理與建立社會實踐議題的資料集與後續追蹤系統。 

賴處長則提出：資訊驅動就是藉由數據分析，以做出更客觀之決

策。他認為圖書館面對各式各樣的資訊，需要更有效率的方式和工具

進行分析；而未來大數據的分析，將結合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越

多的數據能夠幫助建立更佳的預測模型。 

二、「各聯盟報告」紀錄 

本場次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圖書館李廣齊館長主持，於新店白金花園酒店

舉行，由各聯盟單位進行報告： 

(一)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林孟玲副研究員報告「全國學術電

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兩聯盟的服務現況、成果與未來趨勢。 

(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館長報告107-109年「臺灣學術電子書

暨資料庫聯盟(TAEBDC)購置中、西文圖書效益分析。 

(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陳光華館長報告「臺灣OCLC管理成員聯盟營運

現況」，包含工作項目、計畫效益、2016-2020年使用統計分析、2021 

年自籌款規畫及各級成員館分攤金額，並希望於2021年爭取建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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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料專屬平台。 

(四)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王涵青館長報告「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DC)」， 

包含聯盟概述(成立源起、組織現況)、營運現況(歷年會員數、歷年累 

計典藏數量、歷年論文下載次數、學科分析、歷年單篇論文價格與下 

載費用分析、2020年會員館使用量排名)。 

(五) 國家圖書館吳亭佑助理編輯報告「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TCETD)」，「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資料庫(TCI-HSS)」三聯盟執行現況。 

伍、 追蹤歷年決議事項 

【歷年提案決議事項追蹤】 
提案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案由 研議「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第六條條文有關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 之
經費，大學圖書館、專科學校圖書館皆規定以不低於圖書館年度預 

算百分之十五為原則。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原決議事項 委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向教育部提出修法：「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 
準」第六條條文有關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之經費，大學圖書館、專科 

學校圖書館皆規定以不低於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辦理情形 本案現已送入教育部審查，於 108 學年度館長聯席會常設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決議解除追蹤，轉為列管。 

109 學年度會議
辦理情形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已於 110 年 4 月 8 日完成修法，條文如下： 

「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之經費，以不低於下列比率為原則： 
一、國家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二、公共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三、大學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三十。 
四、專科學校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三十。 
五、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十五。 

（二）其餘類型高級中等學校：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七。 

六、國民中學圖書館、國民小學圖書館：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十。 
七、專門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二十。 
前項圖書館年度預算包括各項業務支出費用及財產購置費用。但不包 括
人 

事費及新建館舍之經費。」，故於 109 學年度館長聯席會議決議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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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大會提案討論與決議 
 

一○九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提案人 邱子恒 職稱 館長 

 

案由 

建請CONCERT協助醫學校院引進醫學類資源，集聯盟議價力量降低購置 成
本，並盼邀請醫學相關校院代表加入學術發展委員會，期能拓展組織領 

域的多元性。 

 

 

 

 

 

 

說明 

感謝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CONCERT團隊協助國
內學術機構引進電子資源，並以聯盟議價方式降低購置成本，提升各 單
位經費與資源使用效益。但由於醫學校院及其所需資源皆有其特殊 性與
專業性，懇切期盼聯盟的協助，說明如下： 

一、多數醫學校院因包含附屬機構（如附屬醫院等），部分資源的共約無 法
適用於機構內的聯採。主要是加入聯盟議價談判的出版商反應，因 與  
CONCERT 聯盟有約定議價條件限制，不願與有附屬機構（如附屬醫
院）的學校再做各別議價，因此會員單位便無法再與出版社進行與 其附
屬醫療機構之聯合採購方案，使得購置成本提高。 

二、由於醫學類資源購置費用相對昂貴且漲幅亦高，此類專業資源的使用
單位更屬於小眾，多年來難以納入聯盟議價清單，期望 CONCERT 能納
入醫學資源，並能以零漲幅為目標，凝聚聯盟力量協助醫學校院談判
議價。 

三、目前 CONCERT 委員會成員多數為綜合類大專校院代表，較難顧及專
門醫學校院需求和資源特性，且醫學類資源更是議價困難，倘談判成 員
如能加入醫學單位代表或外部專業人員，相信有機會協助醫學機構 

提升議價成效。 

 

 
辦法 

一、建請聯盟與出版商的議價除約定標的物最低價外，若會員單位有附屬 機
構的需求仍可與會員單位談其他方案的價格，避免廠商以此條款為 由拒
絕採購單位要求其他方案議價。 

二、建請聯盟議價標的清單納入醫學類資源，並能以零漲幅為目標，使有 限
的經費能維持續訂資源。 

三、建請於學術發展委員會納入醫學相關校院代表或徵求外部採購專業人 
員加入 CONCERT 議價談判，適時提供專業諮詢和建議。 

 

 

 

決議事項 

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CONCERT)回應 與
會議決議如下： 

(一) 本中心設立宗旨是為協助國內各學術機構徵集電子資源之機構， 
因醫院與學術機構具有不同特性，需有所區隔，建議醫院單位另起 委
辦案辦理。 

(二) 本中心於議約期間，皆已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加入談判小組，並與
各單位保持緊密連繫，並適時召集代表機構之任務小組成員，來謀 最
大採購利益。 

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另建議圖書館採購能納入一定比例的藝術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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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提案二 

提案單 

位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提案人 邱子恒 職稱 館長 

 

案由 
為節省學校圖書館紙本學位論文典藏空間及管理之人力和物力，建請研擬修改 

「學位授予法」第16條學校圖書館保存紙本學位論文之必要性，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
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 錄
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 保存
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 依
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 其他
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 學校認
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 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二、 依據前述「學位授予法」規定，學位論文之保存，各校依據「學位論文
送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要點」，除需送存一份紙本至國家圖書館保 
存，並上傳電子學位論文至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之 
外，並需於各該校圖書館保存。然多數學校圖書館因空間有限，已逐漸 無
法容納持續不斷增加的紙本學位論文，及其編排整理上架之人力物力 耗
損。 

三、 因應數位時代，各項知識資源皆以電子形式保存於資訊系統。透過系統
查檢搜尋取得，更具時效，且易於流通，更能增進學術傳播，提升研究 成
果的能見度。而紙本學位論文除佔用空間之外，其查檢及流通不易， 更需
花費較多的人力及時間整理的缺點，並且造成圖書館空間的壅塞。 因此，
電子學位論文可完全取代紙本論文之典藏價值與利用。 

四、 有鑑於此，學位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既已送存於國家圖書館典藏，同時學
校圖書館也典藏於電子學位論文系統，已善盡學位論文保存之責任，似 

可不需再保存一份紙本學位論文，以舒緩空間的壓力。 

 

辦法 
建請教育部研議修改學位授予法第16條，於學校圖書館可妥善保存電子學位論 文

的情況下，廢除必須於學校圖書館典藏紙本學位論文之規定。 

 

 

決議事
項 

一、   考量修法曠日廢時，本次會議決議不提出修法，各校如有論文典藏空間及
管理之人力和物力問題，可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取得博士、碩士
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
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  送國家
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辦理。 

二、    教育部建議此議題涉及師生及圖書館相關利害關係人，如有修法需求宜 

先取得相關利害關係人共識後提供建議送教育部納入研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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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 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 

案由 
回應教學現場對教科書單張(章)授權之需求，是否有其他合法使用教科 

書部分章節內容之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協助推廣智慧財產權觀念，學校教學使用合法教科書，過去教科
書出版業提供傳統紙本之所有權銷售，惟隨著數位網路科技與 媒體
多元化發展，現今教科書使用型態以線上數位單張(章)為主 流，爰
本部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多次建議協調包 括臺灣國
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在內之教科書產業團體，徵詢其所屬 會員，提供
願意單張(章)授權使用教科書之會員出版社名單。 

二、 依 109 年 12 月 9 日本部召開之 109 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跨部
會諮詢小組會議決議，考量著作權係屬私權，基於保障著作權人 權
益及契約自由原則，開放單張(章)授權應透過協商方式取得，囿 於教
材使用多元仍應回歸教學現場之原則，不宜做出開放或不開 放之一
致性規範，爰建議由各校自行處理為宜，以符校園合法使 用教科書
內容之需求，達到保障著作人權益，落實校園智慧財產 

權之保護，校園教科書無論在線上或是紙本都能合法運作。 

辦法 提請本次會議列入討論，以維護校園智慧財產權。 

決議事項 
教科書單張(章)授權業務非圖書館業務所屬，建請該項業務應回歸各校  智
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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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提案人 林孟玲 職稱 副研究員 

 

 

案由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簡稱NDDS系統) 自1999年起運作至今，為國內圖
書館申請國內外全文資料的館際合作主要系統平台，其中期刊影印是依照 各
個圖書館共同維護的期刊聯合目錄來查資料。近幾年因為各館之間人員 更
迭，期刊聯合目錄更新比率下降，對於期刊文章申請查證確實造成不 
便。為使國內購買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益，請館長支持每年持續更新期刊聯 合
目錄；又為提升傳輸速度，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請館長們支持目錄格 

式的統一與費用統一，促成簡化工作流程，以達資料取用的便捷。 

 

 

 

 

 

 
說明 

一、NDDS 系統服務對象有國內具有圖書館（室）及館藏並能提供服務的
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文化中心，各個圖書館以會 員
方式加入館際合作系統。國內運作方式係藉由線上聯合目錄查詢國 內 
391 館的圖書期刊館藏，提出申請圖書借閱或期刊全文、博碩士論文
與技術報告複印；國外資料複印則是依照需求提交到歐美、日本、 大陸
與香港等地圖書館申請支援合作，最後依照各館服務政策處理帳 務結
算，可節省館際間人力成本並促進資源分享。 

二、NDDS 系統已於 2017 年完成改版，新版主要改善介面優化與傳輸方
式，系統申請介面簡潔易用，並設計 NDDS Express 取代 Ariel 成為各
館間的文獻傳遞重要工具。 

三、近年圖書館倡議 NDDS 系統可以考慮國外同等系統增加自動比對功
能，可以簡化使用者申請程序，此改善是指目錄自動化比對與費用結 算
快速，科政中心在 2020 年底於是徵詢圖書館同道間對於統一收費機制、
統一目錄格式與共建電子期刊授權清單可行性調查，統一收費和 目錄格
式得到 84%的支持度，共建電子期刊授權得到 59%的同意。然各圖書館
館際合作申請、目錄上傳與電子資源管理者分布於不同部門 之館員負
責，需要由館長協調同意。 

四、共建圖書館現有資源目錄，不僅有利於分享，更可以形成全台灣擁有 

電子資源之重要文獻保障依據，有利於資料引進與談判。 

 

 

辦法 

一、由 NDDS 提供統計資料，建議費用的合理收費分析，交由館合協會後
續討論並進行表決。 

二、NDDS 已研究國外知名系統目錄上傳格式，請各個圖書館配合新格式
輸出，使目錄比對可以進行自動化比對產生參考清單。 

三、邀請有大量訂購電子資源之圖書館共同分擔填寫合約對館際複印的規 
範清單，建立起國內電子期刊館際複印的參考資料。 

 

決議事項 

為促進資料分享、節省館際人力成本與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建請各校圖  書
館支持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CONCERTT)，推動NDDS

系統與館合業務相關如下： 

(一) 每年持續更新期刊聯合目錄； 

(二) 支持目錄格式的統一與費用統一，促成簡化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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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案由 為學生學位論文著作權益之維護及資料庫公共化之倡議，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部於 109 年 7 月 27 日「教育部將推動八項措施督導各大學積極
強化學位論文品保機制」所宣示「規劃開發及共同採購期刊論文比對
系統供學校運用」一項，本部將會同國家圖書館（下稱「國圖」）評
估開發全國碩博士論文比對系統，無償提供大學使用，作為系所學位
論文審查把關的必備程序。另為補充國內外期刊論文、專書等之比 
對，並與科技部（科政中心）研議，協助大學採購國內外主要比對系
統，以強化論文品質把關。 

二、109 年 11 月本部接獲檢舉多所學校授權學位論文之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涉及不當運用我國學位論文之疑義情事，學生於學位論文之著 作權
益，再次被關注，爰本部業研擬授權書範本提供各校參採。 

 
三、同時，亦有倡議資料庫公共化者，認台灣學術多有政府經費支持，且

為防止商業壟斷，期本部與科技部推動學術資料庫公共化，並督導學
校鼓勵學生（含已畢業者）授權國圖公開傳輸電子全文。基於學術交
流及發展之考量，本部爰通函各校鼓勵畢業生授權學位論文開放共 
享，作為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之用。 

四、承上，針對學生著作權益之維護及資料庫公共化之倡議，各大專校院 
應如何作為，爰提請討論。 

辦法 無 

 

決議事項 
建請各校圖書館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學生學位論文著作權益之維護及資 料

庫公共化等宣導措施。 

 

一○九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提案人 陳志銘 職稱 館長 

案由 推舉「11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主辦學校。 

 

說明 
一、依「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主辦學校產生要點」辦理。 
二、本校於 110 年 3 月 23 日行文全國各大專校院徵詢下一屆(110 學年度 ) 

主辦學校，未有學校回函。 

 

辦法 
依據「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長聯席會議主辦學校產生要點」第三-(五)-4 

點：若僅有一校申請或無申請者，則由當屆會議直接推舉或由常設小組推 

舉之。 

決議事項 由國立中興大學擔任110學年度主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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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施成效 
一、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 於 110年4月28-29日假政治大學、

新店白金花園酒店順利圓滿完成，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長匯聚一堂， 共同

交流互動，探究圖書館界新趨勢與挑戰以及實踐「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具體

作為，有利於各館未來應用於日常業務，與會者皆透過討論活動彼此獲得經驗

及學習，對會議之規劃及成效皆有正面評價。針對計畫執行效益分述如下： 

二、本次會議發文至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計有 130位出席(含 3 位教育部代表及 

127位館長暨資深館員)。 

三、兩天會議共邀請1位專題演講主講人， 8 位主持人， 15 位引言人，及 5 位列席

報告，各場次講者分享內容精彩，感謝所有館長協助與支持。 

四、本次會議主講人、引言人及聯盟列席報告之文稿檔案，皆上傳到聯席會官網提

供參閱，並開放下載，以節省資源。 

五、製發主持人引言人感謝狀及與會人員研習證書，並登錄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六、本計畫支出皆遵守教育部指示，以樽節經費為原則。經費概述如下： 教育部 

核定「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計畫金額1,090,000 元，補

助金額為新臺幣65萬元整，補助比例為59.63%，會議實支總額為833,305元， 

其中教育部經費496,933元，自籌款336,372元，依照教育部應繳回結餘款比例

規定，返還鈞部補助會議經費新臺幣153,067元。 

捌、 建議事項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為各校輪流舉辦，茲提供本館承辦經驗，分享

供建議如下： 

一、因應嚴峻疫情，建議常設小組會議採線上方式召開，以減少各位館長舟車勞頓、

移動之風險。 

二、掌握計畫提送時間：依往例，計畫送審至核定撥款約需1-2 個月；未核撥經費前， 

常設小組會議召開之相關費用，須由承辦館先行墊支。 

三、本會議主持人、引言人及主講人眾多且各館館長公務繁忙，請盡可能提早確認邀

約並預備候用人選以應變。 

四、主講人、主持人、引言人及聯盟代表人相關費用支付，建議比照本屆「事先蒐集

貴賓帳戶資料、於會議當日簽報到單，會議後匯款」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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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部來文指示應以樽節經費為原則，且部分項目教育部不給予補助，須以自籌

款支應，建議下屆辦理方式可視自籌款募集情況決定經費規劃事宜。 

玖、 活動照片及說

  

4 月 28 日館長聯席會專題演講於玉山廳 4 月 28 日臺北醫學大學邱子恒館長經驗分享 

 

 

4 月 28 日彰化師範大學伍朝欽館長經驗分享 4 月 28 日協力廠商介紹 

 
 

4 月 29 日成功大學王涵青館長經驗分享 走讀文山－貓空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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