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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活動

（一）地點：國家圖書館（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08:30～09:30 報到 文教區1樓接待區

 開幕式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恭請�副總統致詞

 恭請�大會榮譽主席郭為藩董事長致詞

 恭請�主辦單位致詞

0:10～10:30                                                茶   敘

      

10:30～12:00
 分組討論

     （一） 

12:00～13:30  午餐暨參觀展覽

13:30～15:00 分組討論

     （二） 

15:00～15:30                          茶   敘

（二）大會議程

 時間 議程 地點

法制及組織

（案由一、案由二）

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

（案由一、案由二）

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

（案由一、案由二）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1樓簡報室

法制及組織

（案由三、案由四）

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

（案由三、案由四）

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

（案由三、案由四）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1樓簡報室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各分組結論報告

法制及組織

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

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

民國99年12月28日（星期二）

09:30～10:10

15: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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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期 展覽名稱 地點

12月24日～12月29日 數位影音多媒體電子書聯合成果展 1樓館史室
12月17日～ 1月24日 美國人在臺灣特展 文教區1樓展覽室
12月28日～12月30日 2010數位資源精選展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川堂

 日期/時間 地點 備註

12月27日（一） 15:10～15:30 1F簡報室
12月29日（三） 15:10～15:30 1F簡報室

（四）記者會

（三）各項展覽

08:30～09:00 報到 文教區1樓接待區

    

09:00～10:30 分組討論

         （三） 

10:30～10:50                          茶敘

10:50～12:20   分組討論

       （四）

12:20～13:30  午餐暨參觀展覽

13:30～14:10

14:20～15:10

                                  茶   敘
15:10～15:30 

                        

15:30～16:00

16:00                    賦  歸

 時間 議程 地點

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

（案由一）

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

（案由一、案由二）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

（案由二、案由三）

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

（案由三、案由四）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各分組結論報告

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

國際合作暨兩岸交流

綜合座談

記者會

閉幕式

1樓簡報室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民國99年12月29日（星期三）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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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進行程序

民國99年12月28日（星期二）

（一）開幕式‧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時間 程序

 大會開始

09:30～10:10
 恭請�副總統致詞

 恭請�大會榮譽主席郭為藩董事長致詞

 恭請�主辦單位致詞

（二）分組討論（一）

議題：法制及組織（案由一、案由二）‧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議題：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案由一、案由二）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議題：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案由一、案由二） ‧1樓簡報室

 時間 程序

10:30∼10:35 第一位召集人擔任開場主持人致詞， 以5分鐘為度，簡介本議題與 

 介紹引言人

10:35∼11:05 引言人報告

11:05∼11:55 出席人員發言，主持人或引言人回應，時間每次皆以5分鐘為度

11:55∼12:00 第二位召集人擔任結束本場分組討論時的主持人，將本場次的發言 

 重點予以歸納和小結，時間亦以5分鐘為度

（三）午餐與參觀展覽

 時間 程序 地點

12:00∼13:30 午餐 請分組召集人與引言人至本館188會議室用餐

  請其它與會人員在工作人員引導下分至421、422教室及 

  文教區地下一樓演講廳川堂區用餐

12:30∼13:30 參觀展覽 1樓館史室：數位影音多媒體電子書聯合成果展

  文教區1樓展覽室：美國人在臺灣特展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川堂：2010數位資源精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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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討論（二）

議題：法制及組織（案由三、案由四）‧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議題：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案由三、案由四）‧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議題：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案由三、案由四）‧1樓簡報室

 時間 程序

13:30∼13:40 第一位召集人擔任開場主持人致詞，以5分鐘為度，簡介本議題與介 

 紹引言人

13:40∼14:10 引言人報告

14:10∼14:55 出席人員發言，主持人或引言人回應，時間每次皆以5分鐘為度

14:55∼15:00 第二位召集人擔任結束本場分組討論時的主持人，將本場次的發言 

 重點予以歸納和小結，時間亦以5分鐘為度

（五）分組結論報告‧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時間 程序 備註

15:30∼15:40 主持人致詞 

 「法制及組織」召集人代表報告分組討論結果 

 「閱讀環境與資訊素養」召集人代表報告分組討論結果 
15:40∼16:30

 「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召集人代表報告分組討論結 

  果

敬請分組

召集人與

引言人列

席

民國99年12月29日（星期三）

 （一）分組討論（一）

議題：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案由一）‧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議題：國際合作與兩岸交流（案由一、案由二）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程序

09:00∼09:05 第一位召集人擔任開場主持人致詞，以5分鐘為度，簡介本議題與 

 介紹引言人

09:05∼09:35 引言人報告

09:35∼10:25 出席人員發言，主持人或引言人回應，時間每次皆以5分鐘為度

10:25∼10:30 第二位召集人擔任結束本場分組討論時的主持人，將本場次的發言 

 重點予以歸納和小結，時間亦以5分鐘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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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討論（二）

議題：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案由二、案由三） ‧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議題：國際合作與兩岸交流（案由三、案由四）‧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程序

10:50∼10:55 第一位召集人擔任開場主持人致詞，以5分鐘為度，簡介本議題與 

 介紹引言人

10:55∼11:25 引言人報告

11:25∼12:15 出席人員發言，主持人或引言人回應，時間每次皆以5分鐘為度

12:15∼12:20 第二位召集人擔任結束本場分組討論時的主持人，將本場次的發言 

 重點予以歸納和小結，時間亦以5分鐘為度

（三）午餐與參觀展覽

 時間 程序 地點

12:00∼13:30 午餐 請其它與會人員在工作人員引導下分至421、422教室及 

  文教區地下一樓演講廳川堂區用餐

12:30∼13:30 參觀展覽 1樓館史室：數位影音多媒體電子書聯合成果展

  文教區1樓展覽室：美國人在臺灣特展

  文教區3樓國際會議廳川堂：2010數位資源精選展

（四）分組結論報告‧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時間 程序 備註

13:30∼13:35 主持人致詞 

13:35∼14:10 「數位化與圖書館發展」的召集人代表報告分組討論 

 結果 

 「國際合作與兩岸交流」的召集人代表報告分組討論 

 結果

敬請分組

召集人與

引言人列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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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座談‧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時間 程序 備註

14:20∼14:30 大會主席擔任主持人，主持人致詞

14:30∼15:00 出席人員發言，召集人回應，時間每次皆以5分鐘為度

15:00∼15:10 主持人結論

敬請分組召

集人與引言

人列席

（六）記者會‧1樓簡報室

 預估起訖時間 進行程序 備註

15:10∼15:15 記者會開始

 大會主席說明本次會議重要成果 

15:15∼15:30 記者發問與回答

敬請分組召

集人與引言

人列席

（七）閉幕式‧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時間 程序 備註

15:30∼15:40 貴賓致詞

15:40∼15:50 召集人代表致詞

15:50∼16:00 主席總結致詞

敬請分組召

集人與引言

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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