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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 109年第 3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諮詢會第 1次會議決議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建立制度性、常態性的全國公共圖書館業務交流平臺。 

二、定期展現圖書館營運發展之具體成果，相互切磋觀摩。 

三、共同研商解決之道，協助圖書館突破困境以提升服務。 

四、建構凝聚共識、政策宣導、檢討精進之政策溝通管道。 

五、創造及深化圖書館多面向交流機會，以促成館際合作。 

六、瞭解公共圖書館發展需求，俾利研擬中長程發展計畫。 

參、主辦單位 

  教育部 

肆、承辦單位 

  國家圖書館 

伍、協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陸、日期 

  109年 12月 14日(星期一)至 12月 15日(星期二)，2天 1夜。 

柒、地點 

  大板根國際觀光酒店（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 79號） 

捌、會議主題 

合作共享與服務創新 

玖、參加對象 

一、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三館館長及業務相關主管、同仁

約 20 人。 

二、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圖書館業務之文化局處/教育局處首長 22 人。 

三、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館長 6 人 

四、縣市立圖書館主管科科長約 16 人。 

五、各直轄市、縣市文化局處/教育局處依下列名額指派鄉鎮市立圖書館、區館及分館館長

出席，預計 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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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在縣市鄉鎮市立圖書

館、區館及分館總數級距 
縣市 指派名額 總計 

1 20 個館所以下 

嘉義市、新竹市、金門縣、澎湖縣、

連江縣、基隆市、新竹縣、南投縣、

花蓮縣、宜蘭縣、臺東縣、苗栗縣、

嘉義縣 

1 人 13 人 

2 21-40 個館所 雲林縣、彰化縣、桃園市、屏東縣 2 人 8 人 

3 41 個館所以上 
臺中市、臺南市、臺北市、新北市、

高雄市 

3 人 15 人 

拾、會議議程(暫定) 

序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第一天 

 09：30-10：00 迎賓報到 

3 10：00-10：20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及貴賓致詞 

合影 

4 10：20-12：00 

專題演講 新時代的公共圖書館/ 

主持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司長月麗 

主講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中華圖書資

訊館際合作協會理事長/柯教授皓仁  

5 12：00-13：30 午餐 

6 13：30-14：00 
政策宣導及重點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教育部 

7 14：00-15：30 

分組議題討論

（一）： 

合作共享 

資源共享 

主持人：國立臺灣圖書館鄭館長來長 

引言人：北北基桃共創共好閱讀新願景/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龔局長雅雯 

引言人：整合資源、閱讀無限-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

中心/國家圖書館藏組周主任倩如 

引言人：芬蘭公共圖書館之合作策略與實例分享/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宋所長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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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異業結盟 

主持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劉館長仲成 

引言人：微冊角落讓閱讀不打烊/雲林縣政府文化觀

光處陳處長璧君 

引言人：打造書香及巧克力香的閱讀新浪潮/南投縣

政府文化局李副局長玉蘭 

引言人：青春愛閱讀-「越讀者聯盟」/花蓮縣政府文

化局吳局長勁毅 

8 15：30-15：50 茶敘 

9 15：50-17：20 

分組議題討論

（二）： 

服務創新 

服務轉型 

主持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司長月麗 

引言人：傳承、整合、創新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劉館長仲成 

引言人：意想之外-圖書館空間大翻轉/臺南市立圖書

館洪館長玉貞 

引言人：圖書館新本事/高雄市立圖書館林館長奕成 

創新價值 

主持人：國家圖書館曾館長淑賢 

引言人：後疫情時代的圖書館服務/國立臺灣圖書館

鄭館長來長 

引言人：設計思考與圖書館創新-以臺中市立圖書館

為例/臺中市立圖書館張館長曉玲 

引言人：他山之石：新加坡公圖創新思維之體現/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邱館長子恆 

 

10 17：30-19：30 晚餐 

11 19：30-21：30 
星光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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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第二天 

1 09：00-10：00 
年度館 

成果分享 

主持人：國家圖書館曾館長淑賢 

1.打造雙贏的總館分館體系-臺東縣公共圖書館業務

評核/臺東縣政府文化處鍾處長青柏 

2.圖書館復興運動-屏東縣立圖書館空間改造/屏東

縣政府文化處吳處長明榮 

3.服務品質管理-ISO之路/新北市立圖書館王館長錦

華 

2 10：00-10：10 休息 

3 10：10-11：00 分組結論報告 

主持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劉館長仲成  

議題 1：資源共享 

議題 2：異業結盟 

主持人：國立臺灣圖書館鄭館長來長 

議題 3：服務轉型 

議題 4：創新價值 

 以上由各分組參與人員推派代表進行分組結論

報告 

4 11：00-11：10 休息 

5 11：10-12：00 提案討論暨綜合座談 

6 12：00-12：20 閉幕式 

7 12：20-13：30 午餐 

8 13：30-16：00 走讀三峽 

9 16:00~ 賦歸 

拾壹、住宿服務 

於大板根國際觀光酒店住宿 1 晚（12 月 14 日），請於報名表單中填寫住宿需求。 

拾貳、用膳服務 

  第 1 天提供午餐及晚餐，第 2 天提供午餐及下午茶點，住宿人員享用飯店早餐，請於報名

表單填寫葷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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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接駁服務 

會議期間板橋車站北二門往返會場之接駁服務（車程約 50 分鐘），請於報名表單填寫接駁

需求。 

拾肆、經費請領 

一、會議期間住宿、用膳及接駁服務由專案計畫經費支應。 

二、為增進國內公共圖書館首長及館員參與，雙北縣市以外出席人員得請領往返板橋車站

長程交通費，另金門、澎湖、連江、屏東、花蓮及臺東等六縣市出席人員得於會議前

後擇 1 日請領住宿費，每人每晚以 2000 元為限。 

三、前項住宿費單據抬頭應為國家圖書館，統一編號：03734203，併同交通費領據一併寄

回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吳美琦小姐，俾利辦理撥付事宜。12 月 14 日報到當

天將提供回郵信封及領據格式。 

拾伍、提案討論 

  請各直轄市及縣市針對圖書館合作共享與服務創新或營運管理各層面的議題踴躍提案，以

增加交流，相互精進，敬請填列附件提案單，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前傳送至

cherrydu@ncl.edu.tw，俾利彙整。 

拾陸、報名事宜 

請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前請至下列網址完成線上報名。 

網址：http://guide.ncl.edu.tw/109libdev 

承辦人：吳美琦專員 

電  話：02-23619132 分機 739、714、737。 

拾柒、預期效益 

一、透過全國公共圖書館館長發展會議，建立制度化常態性之業務交流平臺。 

二、各公共圖書館定期展現營運發展成果，提供其他圖書館切磋觀摩及學習。 

三、各公共圖書館共同研商突破困境的解決之道，以提升服務品質。 

四、建立常態化之政策溝通管道，俾利落實圖書館相關政策，提升執行成效。 

五、全國各公共圖書館透過此一平臺增進交流，提升各面向館際合作之機會。 

mailto:前傳送至cherrydu@ncl.edu.tw
mailto:前傳送至cherrydu@ncl.edu.tw
http://guide.ncl.edu.tw/109libdev


6 

 

附件： 

109年全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提案單 

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單位  

案由  

說明 

 

建議 

 

相關附件 
□無。 

□有，共   頁。 

備註：如有提案請於 109年 11月 23日(星期一)前 E-mail至國家圖

書館杜依倩專員信箱 cherrydu@ncl.edu.tw，俾利彙整。電

話：02-23619132 分機 714，傳真：02-2381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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