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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03 年度各項獎勵得獎名單

一、曹瑞棋先生

壹、特殊貢獻獎

熱忱捐贈中原大學圖書館中西文圖書，自民

賴忠勤先生，經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 53 屆

國 95 年起陸續捐贈，迄今共計捐贈 4,241 冊（中

理監事聯席會審查通過，獲頒 103 年度特殊貢獻

文 3,721 冊、西文 519 冊）中西文珍貴圖書。包括

獎。其得獎事蹟如下：

土木工程、材料力學、結構力學、水利工程、地

一、規劃及執行國立臺中圖書館新館遷建計畫數

震、科普、英文，以及特殊工具書，其中不乏罕

位公共圖書館建構計畫。以充實數位資源

見、珍貴專業書籍，甚至在國內只有一本。有些

（資源面）、基礎系統建置（管理面）及讀
者體驗服務（使用面）等面向，建構國立臺
中圖書館數位圖書館服務機制。許多構想參
考國外圖書館及資訊產業界之技術及服務模
式，加以創新應用於新館場域。新館完成
後，諸多實體數位服務機制，成為國內相關
圖書館應用的模式。包含：Kiosk 便利資訊
站、訊息推播系統、書架側封板書訊展示、
Lucky Book 互動書訊牆、AR 互動繪本書、
互動體驗故事屋、大型閱報機。
二、規劃建置「電子書服務平臺」，並建立正體
中文電子書圖書館授權模式，為目前國內提

專業書籍一本達數千元，總計所有捐贈圖書總市
值至少 300 多萬元。

二、洪敦明先生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鄰社會福利協會辦理「數
位閱讀•雲端書香」（民國 103 年）、策畫行動
科博館下鄉巡迴服務，推展科普閱讀（民國 102
年 11 月起至 103 年 6 月期間）、辦理低碳閱讀起
步走活動（民國 101 年）、開創行動圖書館服務
走遍彰縣偏鄉角落巡迴推廣閱讀、建置偏鄉社區
圓夢圖書室 以親子讀書會進行親職教育。

三、張嫩梅女士

供免費正體中文電子書最多之系統。建立公

定期於宜蘭縣文化局圖書館說故事服務。

共圖書館創新之電子書服務模式，促使資訊

協助宜蘭縣文化局圖書館班級參訪導覽進行圖

界、出版業開始建立相關的電子書雲端服務

書館利用教育。

模式及授權計價模式，具有促進正體中文電

協助宜蘭縣推動閱讀起步走各項活動。

子書提早進入圖書館之效果。本系統並獲得

1. 擔任講師培訓說故事志工。

100 年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殊榮。

2. 閱讀起步走閱讀啟動活動演出人員。
3. 閱讀起步走寶寶書巡迴展演出人員。

貳、社會服務獎

各項閱讀推廣活動中協助活動進行。

曹瑞棋先生、洪敦明先生∕社團法人彰化縣

於大型節慶中協助活動進行及推廣閱讀（童玩

愛鄰社會福利協會、張嫩梅女士、董淑貞女士、

節、聖 誕 節、宜 蘭 年、世 界 書 香 日 …… 等

台中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順天建設股份有限

等）。

公司、彭秀珍女士、臺南市台窩灣樂讀協會以及

四、董淑貞女士

林文寶先生等 9 個單位∕人，經中華民國圖書館

捐贈 100 萬元給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作為購置

學會第 53 屆理監事聯席會審查通過，獲頒 103 年

圖書巡迴車基金，希望能從得之於社會的資源來

度社會服務獎。茲分別說明得獎事蹟如下：

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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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中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 200 萬元給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購置乙輛
圖書巡迴車，希望藉由精神糧食的富足，拉近城
鄉距離與縮短教育資源的差距，加強孩子未來的
競爭力，讓圖書巡迴車的機動性走入更多校園及
社區，照顧需要協助的孩子。

六、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 105 萬元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設置全國
首創的「Reading Bar 讀冊吧」10 座，結合閱讀與
公共藝術，協助文化局建構友善的閱讀環境。

七、彭秀珍女士
任內不僅積極推動苗栗縣公共圖書館經營管
理事業、協助各鄉鎮公共圖書館空間改造、推廣
閱讀教育、舉辦各種相關研習活動。同時亦極為
重視縣內中小學圖書館發展，並實際找來多位學
者專家、縣內具實務經驗校長及專家，實質輔導
中小學如何撰寫計劃，以爭取最多資源協助中小
學圖書館推動閱讀教育。此外，更是經常訪視各
鄉鎮及中小學圖書館，以了解經費執行及人力資
源發揮程度；並推動書香卡，使全縣中小學生一
卡即可普享公共圖書館資源，並於 2011 年於苗栗
縣教網中心建立全國圖分流主機，使全縣國中小

參、熱心服務獎
彭慰女士
彭女士多年來熱心本會的會務，擔任本會與
外界聯繫的橋樑。彭女士對本會的會務亦十分熱
心參與各委員會，並提供各委員會實質之協助。
此外，彭女士多年來都主動自費參與 IFLA
會議，積極與國際圖書館界人士交流，無形中對
本會的國際形象之提昇有實質之助益。在 IFLA
開會之前主動協助本會參與該會之團員，代訂旅
館與交通等事項，她都勞怨不避，獲得與會的本
會會員一致好評。

肆、資深服務獎
彭月貞女士
從事圖書館工作滿二十六年（現任單位：輔
仁大學圖書館）。

伍、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2014 資訊素養
示範教材徵選活動」得獎名單與作品
獲選原因說明
一、優選作品
臺北市私立衛理女子高級中學圖書館

王盈文

圖書館借還書及編目作業更為便利，其公共圖書

作品名稱：PathFinder 知識資源搜查員

館及中小學圖書館推動績效卓著、值得推薦。

獲選原因：透過 Pathfinder 設計架構課程內容，

八、臺南市台窩灣樂讀協會

內容豐富有趣，教材舉例貼近使用者

推動校園閱讀：積極協助學校推動閱讀，形塑

（高中生）需求，且提供實際教學記

閱讀教育文化，榮獲教育部 101 年度推動閱讀

錄與評量方式，頗具參考價值。

推手獎。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陳巧倫

推動城市閱讀：於臺南市各地廣設樂讀站，鼓

作品名稱：圖書館英語學習資源介紹

勵民眾分享好書。

獲選原因：以簡報方式進行教學，介紹圖書館英

培訓閱讀志工：培育閱讀輔導志工，成為推動

語學習相關資源，整體設計架構簡

閱讀的種子。

明、圖文並茂，內容豐富、充實且實

關懷偏鄉及弱勢學童：從 97 年起辦理種子偏鄉
灑及種下書香種子活動，將閱讀推廣到大臺南
各個偏鄉角落。

用性高，值得獎勵。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黃久華

作品名稱：創用 CC 標示及影音素材 e 籮網講習教材

九、林文寶先生

獲選原因：以線上學習課程介紹創用 CC 標示相

捐贈私人收藏兒童文學研究之圖書資料近 8

關知識，課程架構清楚，內容生動完

萬冊予國立臺東大學圖書館，其中不乏國內兒童

整，每個影片段落時間合理適當，顯

文學研究重要資料，畢生珍藏，無私奉獻。

見製作者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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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四、韋棣華女士紀念獎學金

楊韻蓉

作品名稱：數學資料庫講習

博士生

獲選原因：課程內容安排，採用覺知資訊需求、

劉

杰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

梁鴻栩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使用資訊、整理資訊與解決問題等資
訊素養步驟，引導學習者循序漸進學

班

習，值得予以肯定。

博士班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碩士生

作品名稱：MOODLE 平臺利用講習（初階課程）

李佩珊

獲選原因：此教材內容創新、課程架構清處完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

整，教材設計思維符合現今數位學習

許如星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趨勢—短時數、影音型式之教材，

張祐華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值得推廣。

劉志偉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二、佳作

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公館分館

杜依倩

沈丹琪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作品名稱：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實用技巧講堂

王筠喬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獲選原因：以簡報方式教學，針對 Endnote 功能

洪世彬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進行講授、介紹，架構簡要明確，內

邱心怡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容詳實清楚，可供參考與借鑑。

大學生
顏

陸、103 年度各項獎學金得獎名單
一、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獎學金
博士生
徐美文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博士班

碩士生
劉偉庭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

王珠慧

國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張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煦

唐雅雯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詹姿潁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二、沈祖榮暨沈寶環教授紀念獎學金
大學生
林孟慧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林妤庭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張清瑜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李文翔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三、蔣復璁先生紀念獎學金
大學生

琳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吳佩旻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周孝威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吳亭君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李彥憲

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陳秀鳳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陳巧婷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張藝紅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謝季安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陳君怡

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李凱筠

輔仁大學進修部圖書資訊學系

五、李德竹教授紀念獎學金
博士生
莊馥瑄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
班

碩士生
許郁翎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薛弼心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方祜媛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研究所

薛佳文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高子洵

宋永萱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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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佑慈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黃彩惠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六、台灣國際資訊整合聯盟協會【飛資得獎學
金】

玖、103 年度李德竹教授獎助金補助出席大
陸學術會議
呂智惠

2014 年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

吳淮育

桃園縣龜山鄉公所文化發展課課員

學術研討會：天津

呂智惠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基於索引典概念探討大學圖書館網站

博士候選人

標籤之研究

陳淑美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博士生

廖禎婉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多元文化服務科

柒、103 年度韋棣華獎助金出席國際會議獎
助

「樹 木 的 永 生─ 林 業 古 籍 之 典 藏 與 修
復」。
第二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館。海報主

會：法國

題：「牘領風騷─典藏臺灣文化多元視

里昂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Services for

角」。
第三名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poster)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館。海報主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2014 年

題：「閱讀文學家@中國文哲研究所

會：法國

馬偕醫學院圖書館。海報主題：「寧願燒

里昂

盡，不願銹壞：馬偕台灣紀行導入醫學人文

Subway Library Mobile Library (pos-

課程」。
佳作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2014 年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館。海報主題：「佛教

會：法國

圖書館提供您─薪．新．欣的閱讀」。

里昂

擔任 IFLA Division V, Section of Asia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海報主

& Oceania 亞太區部門主席，主持常

題：「老館欣力─圖書館大改造」。

務委員會 SCI & SCII 會議，主持兩項
公開型研討會及參與相關會議。

捌、103 年度張鼎鍾教授國際圖書資訊學術
會議論文發表旅行獎助金獎助
洪世昌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2014 年
會：法國

里昂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Taipei
Public Library Intelligent Libraries and
“FastBook” Automatic Book Lending
Stations

76

」。

Reading on The Way：Bus Library
ter)
林志鳳

第一名

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2014 年
Touch of Reading: An Experience of the

何健豪

拾、專門圖書館海報展得獎名單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海報主題：

專員

張映涵

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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