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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1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依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0 日臺教社(四)字第 1100167779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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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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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研擬中長程補助計畫。 

參、 主辦單位 

教育部 

肆、 承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伍、 會議日期 

111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至 9 月 2 日(星期五)，2 天 1 夜 

陸、 會議地點 

陽明山中山樓(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 15號) 

柒、 會議主題 

圖書館建築美學與共融 

捌、 參加對象： 

一、教育部長官及業務相關主管、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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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直轄市、縣市文化局處/教育局處首長、圖書館總館館長及圖書館主管科科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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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對象類別 指派名額 總計 

1 教育部長官及業務相關主管、同仁 5 名 5 人 

2 
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圖書館三館

館長及業務相關主管、同仁 
每館 2 名 6 人 

3 
各直轄市、縣市文化局處/教育局處首長、圖書館總館館

長及圖書館主管科科長 
每縣市 2 名 44 人 

4 110 年度閱讀力表現績優城市之圖書館人員 
由縣市政府推派績

優圖書館人員參與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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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對象類別 指派名額 總計 

(每縣市 1~2 名) 

 

玖、 議程 

會議規劃前瞻專題演講、分組議題研討、提案討論暨綜合交流座談、文化活動等。議程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第一天 

09：30-10：00 迎賓報到 

10：00-10：20 
開幕式：教育部代表致詞 

合影 

10：20-12：00 

(100 分) 

專題演講：建築美學與共融【1 樓文化堂】 

主持人：教育部代表 

主講者：張基義 台灣設計研究院院長 

12：00-13：30 午餐【3 樓大餐廳】 

13：30-15：00 

(90 分) 

分組議題研討(一)： 

主題 1：開箱圖書館 

主持人：劉仲成館長 

分享：國家圖書館多媒體創

意實驗中心 

分享：桃園市立圖書館  

分享：臺中市立圖書館 

分組議題研討(二)： 

主題 2：邁向雙語新境界 

主持人：教育部代表 

分享：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客家語) 

分享：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英語) 

分享：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原住民族語) 

分享：澎湖縣政府文化局(閩南語) 

15：00-15：20 茶敘 

15：20-16：50 

(90 分) 

分組議題研討(三)： 

主題 3：閱讀易懂˙社會包

容 

主持人：李秀鳳館長 

分享：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

資料中心 

分享：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分組議題研討(四)： 

主題 4： 閱讀新概念˙創新與再生 

主持人：曾淑賢館長 

分享：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分享：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 

分享：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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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分享：高雄市立圖書館 

16：50-18：10 回飯店 

18：10-20：00 晚餐 

20：00-21：00 星光學堂 

第二天 

07：00-08：30 飯店用餐 

08：30-09：00 會場簽到（中山樓） 

09：00-10：30 

(90 分) 

提案討論暨綜合座談 

政策宣導及重點工作報告：報告近年國立三館推動各項重點工作成果，未來重大

政策宣導等。 

10：30-10：40 閉幕式 

10：40-12：10 

(90 分) 

穿越古今 體驗中山樓之美【分 4 組導覽】 

中山樓基地總面積 13,583 平方公尺，建樓總面積 18,129 平方公尺，樓高 34 公

尺，全樓係以中國宮殿式建築藝術為藍本，依山而起、依勢而建的經典之作。內

部有古典傢俱擺設之會客廳，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期間所興建最具代表性的建

築物。 

12：10-13：30 午餐 

13：30-14：00 啟程至蔣經國紀念圖書館 

14：00-16：00 

(120 分) 

【文化活動】：蔣經國紀念圖書館 

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後，「經國七海文化園區」終於完工，於 111 年 1 月

22 日正式開幕，23 日起開放民眾參觀。園區內包含蔣經國生前故居「七海寓所」

及「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這是中華民國第一座總統紀念圖書館，也是亞洲規模

第一的總統圖書館。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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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報名 

一、 參加對象 

請依「參加對象」類別，各縣市推派參與人員。本會議採審查制，承辦單位將於 111 年

7 月 18 日前發送入選通知信。 

二、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1 日止。 

三、 報名方式 

統一採線上報名，請至國立臺灣圖書館官網(www.ntl.edu.tw)>>公佈欄>>最新消息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ational-library-

conference111/%E9%A6%96%E9%A0%81?authuser=0。 

四、 本案聯絡人 

國立臺灣圖書館-企劃推廣組鄭小姐，電話：02-29266888 分機 5402；電子郵件：

hendy@mail.ntl.edu.tw。 

五、 經費請領 

（一）會議期間住宿、用膳及交通接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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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火車

站之長程交通費，另金門縣、澎湖縣、連江縣、屏東縣、臺東縣及花蓮縣等六縣市出

席人員，得於會議前後擇 1 日請領住宿費，每人每晚新臺幣 2,000 元為限。 

（三）前項住宿費用收據抬頭應為「國立臺灣圖書館」，統一編號為「03729406」，併同交通

費領據寄回國立臺灣圖書館鄭小姐收，俾利辦理撥付事宜。111 年 9 月 2 日當天請提

供回郵信封及領據格式。 

六、 會場交通 

請參閱附件 2 或至陽明山中山樓官網查詢(陽明山中山樓 > 參觀 > 交通方式 

(ntl.edu.tw))。 

七、 其他注意事項 

（一）用膳服務 

第 1 天提供午餐及晚餐，第 2 天提供午餐，住宿人員享用飯店早餐，請於報名時填寫 

葷素需求。 

（二）接駁服務 

第 1 天上午於臺北火車站提供接駁服務，請於報名時填寫接駁需求。若有自行開車需 

求，因會議現場停車數量有限，請多加利用接駁服務。第 2 天上午於住宿地點接駁至 

活動會場。 

（三）本實施計畫（含提案單）電子檔公告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公布欄「最新消息」

（https://www.ntl.edu.tw/mp.asp?mp=1）。 

（四）全程參與者，核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11 小時。 

八、 防疫措施暨注意事項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依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

疫規定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公眾集會因應指引訂定防疫措施，詳附件 3。 

 

http://www.ntl.edu.tw)/
mailto:hendy@mail.ntl.edu.tw
https://chungshanhall.ntl.edu.tw/cht/index.php?code=list&ids=9
https://chungshanhall.ntl.edu.tw/cht/index.php?code=list&ids=9
https://www.ntl.edu.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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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提案討論 

請各直轄市及縣市針對圖書館相關議題踴躍提案，以增加相互交流，敬請填列附件提案單，

並於 111 年 7 月 11 日前回傳至林先生 d882432@mail.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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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提案單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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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提案請並於 111 年 7 月 11 日前回傳至林先生 d882432@mail.ntl.edu.tw 俾利

彙整。 

 

mailto:並於111年7月11日前回傳至林先生d882432@mail.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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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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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防疫指引 

教育部 111年全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防疫措施暨注意事項 

本會議將於 111年 9月 1日（星期四）至 9月 2日(星期五)假陽明山中山樓舉辦，為因應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依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之公眾集會因應指引將採取以下防疫措施： 

1. 入場指引： 

(1)所有出席人員請全程佩戴口罩，入場前須掃描「陽明山中山樓實聯制」QR code 並量測體溫、

酒精消毒後方得入場。如體溫若超過 37.5度者(額溫)應避免參加。 

(2)有符合指揮中心於 110 年 5月 14日更新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實施之對象者，禁止出席本會議。 

(3)有呼吸道症狀者及發燒者，應在家休養，避免出席，並請儘速就醫；倘有慢性肺病(含氣喘)、

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

長期治療，建議避免出席。 

(4)參與之貴賓若有上述之情形，應如實告知大會。 

2. 活動過程指引： 

(1)為落實自主健康管理，活動工作人員、與會貴賓請全程佩戴口罩，並依照大會安排座位入座。 

(2)相互交流互動時，請保持社交距離，避免近距離互動、握手，以降低飛沫傳染機率及接觸。 

3. 環境衛生指引：活動前大會執行環境消毒，會場提供酒精設備消毒，提供與會人員安心環境。 

4. 用餐指引：用餐入座時請保持社交距離，用餐時避免交談。 

5. 緊急應變處理：若現場發現有出席人員身體不適、發燒、咳嗽等症狀，請就近與工作人員反映，

將協助送醫，必要時協助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通報。 

6. 本會議相關防疫因應措施依據下列規範辦理：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https://www.cdc.gov.tw/File/Get/71ZL6_NZpp44F1hsXXC9bg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https://www.cdc.gov.tw/File/Get/R-7oocJxYTv50IJg1Iteew 

（3）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https://www.cdc.gov.tw/File/Get/Y04lZ638HOpZPeCGaY1d8Q 

7. 本會議將密切注意中央防疫單位重要訊息發布，發送相關即時提醒注意事項並配合政策實施，適

時滾動修正。 

8. 如有相關疑問，請洽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詳細公告內容，請見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 

9. 本活動聯絡人：國立臺灣圖書館企劃推廣組鄭小姐：（02）29266888分機 5402；

hendy@mail.ntl.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