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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五屆會員大會  會員出席名單 

 

報到

編號 

會員代表

領取選票 
姓名 服務機關 

001 ★ 馬◯哲 大陸委員會 

002 
 

許◯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003 ★ 翁◯婷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004 ★ 胡◯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005 ★ 江◯哲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006 ★ 潘◯惠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007 ★ 廖◯涵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008 ★ 黃◯馨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009 ★ 吳◯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010 
 

林◯凰 中國文化大學 

011 ★ 鄭◯美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012 ★ 曾◯蓉 中華大學 

013 ★ 江◯芳 中華科大圖書館 

014 ★ 沈◯霖 中華經濟研究院圖書出版室 

015 ★ 葉◯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016 
 

鄒◯芬 中興大學圖書館 

017 ★ 江◯渝 元智大學圖書館 

018 
 

李◯清 文藻外語大學 

019 ★ 陳◯誠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020 
 

郭◯蓉 成功大學圖書館 

021 ★ 李◯萍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022 ★ 康◯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023 ★ 胡◯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024 ★ 侯◯萍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圖書館 

025 ★ 郭◯琪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026 ★ 沈◯如 亞東技術學院圖書館 

027 ★ 徐◯茹 怡仁綜合醫院 

028 
 

林◯蓮 怡仁綜合醫院 

029 ★ 熊◯玉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 

030 ★ 李◯俠 東吳大學圖書館 

031 
 

陳  ◯ 東海大學圖書館 

032 ★ 林◯敏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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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員代表

領取選票 
姓名 服務機關 

033 ★ 許◯埕 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 

034 ★ 郭◯玲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035 ★ 高◯璘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036 ★ 彭◯珍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苗栗縣立圖書館 

037 ★ 林◯穗 修平科技大學圖書館 

038 ★ 鄧◯玲 核能研究所圖書館 

039 ★ 王◯誠 桃園市立圖書館 

040 ★ 吳◯琪 真理大學圖資處圖書管理組 

041 ★ 邵◯玲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 ★ 邱◯婷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043 ★ 黃◯美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044 ★ 王◯懿 財團法人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045 
 

王◯珍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046 ★ 李◯蓉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 

047 ★ 楊◯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048 ★ 吳◯容 國立中山大學 

049 
 

柯◯亦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050 ★ 詹◯昕 國立空中大學圖書館 

051 ★ 湯◯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052 ★ 胡◯萍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053 ★ 傅◯儀 國立高雄大學 

054 ★ 石◯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055 ★ 谷◯臻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服務與創新組 

056 ★ 張◯家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 

057 
 

陳◯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58 ★ 陳◯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059 ★ 吳◯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060 ★ 馮◯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061 
 

黃◯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062 ★ 戴◯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063 
 

古◯梅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064 ★ 李◯玲 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 

065 ★ 鄭◯雪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066 ★ 邱◯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067 ★ 任◯勝 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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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范◯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069 ★ 張◯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070 ★ 陳◯維 國立臺灣博物館 

071  楊◯凱 國立臺灣博物館 

072 
 

吳◯玲 國立臺灣圖書館 

073 
 

曾◯福 國立臺灣圖書館 

074  葉◯彣 國立臺灣圖書館 

075  林◯淨 國立臺灣圖書館 

077 
 

蘇◯伸 國立臺灣圖書館 

078 
 

周◯惠 國立臺灣圖書館 

079 ★ 熊◯瑄 國防大學資訊圖書中心 

080 ★ 謝◯玲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081 ★ 蔡◯芳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082 ★ 鍾◯玟 國家兩廳院 

083 ★ 葉◯蕾 國家教育研究院圖書館 

084 ★ 詹◯霞 國家圖書館 

085 ★ 林◯誼 基隆市文化局 

086 ★ 林◯君 崑山科大圖書資訊館 

087 ★ 蔡◯勳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088 
 

葉◯蘭 淡江大學圖書館參考組 

089 ★ 洪◯琪 逢甲大學圖書館 

090 
 

曹◯娟 朝陽科技大學 

091 ★ 朱◯棋 朝陽科技大學 

092 
 

鍾◯安 朝陽科技大學 

093 ★ 李◯璇 華夏科技大學 

094 ★ 陳◯翔 陽明大學圖書館 

095 ★ 劉◯娟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圖書館 

096 
 

曾◯琪 新北市立圖書館 

097 ★ 楊◯桓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098 ★ 楊◯婷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099 
 

黃◯馨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0 
 

董◯宏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1 
 

古◯卿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3 ★ 楊◯慧 實踐大學圖書館 

104 ★ 許◯華 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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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陳◯儒 臺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106 ★ 張◯偵 臺北市立大學 

107 ★ 黃◯琪 臺北市立文獻館 

108 ★ 鄭◯莉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9 ★ 陳◯銘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110  連◯翔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11 ★ 林◯慈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暨員山分院 

112  鄒◯珍 臺北榮總圖書館 

113 ★ 張◯玲 臺北榮總圖書館 

114 ★ 林◯均 臺北藝術大學 

115 ★ 劉◯纓 臺電綜合研究所 

116 ★ 范姜◯莉 臺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 

117 ★ 李◯倫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18 ★ 林◯憶 輔英科技大學 

119 ★ 邱◯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20 ★ 鍾◯珠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21 ★ 陳◯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圖書室 

122 ★ 曲◯君 醒吾科技大學 

123 
 

姜◯臺 靜宜大學 

124 ★ 張◯儀 靜宜大學 

125 ★ 陳◯君 龍華科技大學資訊圖書處 

127  張◯禎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128  簡◯洲 國立臺灣圖書館 

129 ★ 陳◯瑩 考試院編纂室 

130  鍾◯宏 臺南市立圖書館 

131  陳◯香 臺南市立圖書館 

132  林◯樺  臺南市立圖書館 

133 ★ 戴◯周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134 ★ 謝◯儀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