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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專題演講 圖書館的未來發展  摘要報導／編輯部彙整 

 

主辦：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協辦：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講座：Dr. Rush Miller (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館館長)  

講題：圖書館的未來發展 

時間：99 年 5 月 14 日（週五）上午 10:00～11:30 

地點：臺大圖資系館 1F 視聽教室 

 

 

應台灣大學圖書館以台大圖資系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館館長 Dr. Rush Miller

於 2010 年 5 月 14 日蒞臨台大圖書資訊學系演講，Dr. Rush Miller 曾經先後擔任 4 所

大學圖書館館長職位，深諳數位科技發展對圖書館未來發展的影響。此次演講以數位時

代下圖書館角色定位為題，探討面對變化迅速的科技環境之下，圖書館應保持彈性並迅

速接受專業知識之變遷，以發揚圖書館的服務。 

近年來，面對 Google、Yahoo 等搜尋引擎的崛起以及電子資源的普及，被喻為大學

心臟的圖書館受到相當大的挑戰，人們的資訊管道來源選擇多元化，許多圖書館的書籍

流通率及參考服務使用率低落，圖書館不再是唯一的資訊供應者。比起圖書館，Google

更被廣為接受使用。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的出現宣示數位時代知識型態的轉變，新型態的

出版模式也逐漸成形，過去一年以來電子書的銷售成長率高達 1.5 倍。以匹茲堡大學圖

書館為例，2007~2008 年間電子書館藏由一萬三千多冊增加至三萬冊左右。反觀圖書館

實際進館人數逐漸減少，相對地圖書館網站的使用率持續增加，同時數位館藏擁有極高

的使用率。然而，也因為任何資源都可以線上取得，圖書館存在價值受到質疑。面對大

環境的轉變、經費減縮等問題，圖書館必須要展現其服務可以達成大學使命，才能說服

學校主管、老師及學生，證明圖書館存在的價值。 

Dr. Rush Miller 提出可以透過六項生存法則幫助圖書館面對改變： 

1. 改變為成功之基石：改變是唯一不變的準則，要將改變融入圖書館的文化中，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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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未來成功的關鍵。 

2. 重新思考圖書館的使命，圖書館透過圖書傳達知識，因此圖書館的核心為知識，而 

非圖書。  

3. 從服務、資源、人事、經費等方面進行組織再造 

4. 重新思考空間的運用模式：更有效率的典藏實體書本、增加團體討論室、設立咖啡 

廳、休憩區等 

5. 成為出版者，支援線上出版：提供出版平台，整合電子資源。 

6. 改變組織文化：勇於挑戰，整合內外溝通，並支援館員的持續學習。 

Miller 強調學術圖書館的角色如同資訊過濾系統，必須能連結各種資源以滿足使用

者的學習需求、知識需求，培養使用者批判性思考能力。圖書館應重新定義其在教育及

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除了組織知識內容，還要創造知識進而運用知識。圖書館應積極

與握有知識內容的單位合作，發展新的夥伴關係，建造數位資源系統。未來是數位時代！

圖書館應深入思考圖書館在數位時代的定位，學習適應環境變化，勇於對傳統質疑，鼓

勵圖書館員以開放心胸擁抱改變並領導變革！ 

（可於台大圖資系網站取得 Dr. Miller 演講投影片） 

口述整理：謝宜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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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九日(星期六)中午十二時 

會議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主    席：朱則剛理事長（第九屆） 

出席人員：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列) 

卜小蝶理事、陳昭珍監事 

莊道明副主任委員、曾堃賢、余顯強、彭慰、邱銘心、 

張迺貞等會員 

列席人員：唐牧群秘書長、林妙樺副秘書長 

記    錄：陳怡靜 

 

壹、主席報告：  
 

貳、會務報告： 
如會議手冊 
 

叁、討論事項： 
提案一、舉辦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第十屆(2010)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初步擬定於七月份於南京舉辦。 

決議：1. 確立論文徵稿主題。 

      2. 委由學術委員會負責與與南京大學草擬訂議程安排。 

      3. 初步規劃會議行程路線。 

(詳見附件一。) 

提案二、舉辦 2010 年國際 i-school 研討會相關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 擬於年底舉辦 2010 年國際 i-school 研討會。 

決議： 1. 研討會擬由師大主辦，並與中國圖書館學會和作辦理。 

       2. 此研討會並與 CALISE 年會合併辦理，初步決議於 2010 

年 11 月舉行。 

 

肆、會議結束：下午二時。 

伍、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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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十屆 

圖書資訊學系聯合招生宣傳會議會議記錄 

 

時    間：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一日(星期一)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二樓（系辦公室對門研討室 1） 

主    席：朱則剛理事長（唐牧群秘書長代）                                               

出    席：(按姓氏筆劃排列) 

王美玉主任、朱則剛主任(請假)、余顯強主任、林信成主任、陳舜德主任 

列    席：唐牧群秘書長、陳怡靜秘書 

記錄：陳怡靜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討論事項： 

提案一、圖書資訊學系聯合招生宣傳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 1. 推舉輔仁大學圖資系陳舜德主任為此活動之主席。 

2. 招生海報製作及籌備事宜由輔仁大學擔任負責窗口，各校圖資系所配合辦理。 

 

叁、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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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十屆 

系主任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時    間：民國九十九年三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國家圖書館 188 會議室 

主    席：朱則剛理事長                                                                  

出    席：（按姓氏筆劃排列） 

          卜小蝶所長、王美玉主任、林信成主任、陳舜德主任、蔡明月所長、羅思嘉

所長、余顯強主任(請假) 

列    席：唐牧群秘書長、陳怡靜秘書 

記錄：陳怡靜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討論事項： 

提案一、聯合招生宣傳海報事宜，提請討論。（詳附件二） 
決  議：參考委員意見修正並製作宣傳海報與寄送相關機構。 
 
提案二、國際 i-school 研討會籌備事宜，提請討論。（詳附件三） 
決 議 1：通過邀請 keynote speaker 名單。 

2：研討會由各圖書資訊學系協同辦理。 
 

參、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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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十屆 

2010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會議記錄 

時    間：民國九十九年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地    點：國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一樓（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主    席：朱則剛理事長                                                                  

出    席：林志鳳主任委員、莊道明副主任委員、羅思嘉所長(請假)、薛理桂教授(請假)、 

謝寶煖副教授、吳美美教授(請假)、林呈潢助理教授(請假)、林信成主任(請
假)、 

邱子恆副教授、黃素英幹事 

列    席：施建華先生(金揚國際旅遊)、唐牧群秘書長、林妙樺副秘書長(請假)、 
 

陳怡靜秘書 

記錄：陳怡靜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討論事項： 

提案、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籌辦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 

1. 學生論文審查機制設定仍舊依循往例。 

2. 會議報名系統與行程統整規劃等安排由學會秘書處負責，並擬向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單 

位申請補助。 

3. 近期將另召開理監事會議細部規劃研討會之晚宴與議程。並針對論文製作方式，達成 

一共識與協調；學生論文部份可輸出綱要或是印製光碟即可，以節省運送開支。 

 

關於論文出版的說明 

會議論文 B 輯(台灣部分)，印出的內容 

一、紙本印製 

         第一部分 專家學者篇，全文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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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  研究生篇， 只印摘要 

  

二、光碟收錄 

         第一部分 專家學者篇，全文  

          第二部份  研究生篇， 全文 

 

4. 因為第十屆研討會，擬由理事長親自發函邀請歷屆理事長參與此次盛會。 

5. 由學術交流委員會為主要窗口，協調並請各校提供參展文宣、懷舊檔案與資料。 

叁、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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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十屆 

2010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論文評審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九十九年五月十五日(星期六)下午六時  

地    點：筷子餐廳公館店（台北市羅斯福路四段 85 號） 

主辦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主    席：林志鳳主任委員                                                                

出    席：朱則剛理事長（請假）、王梅玲常務理事（請假）、林呈潢理事（請假）、

羅思嘉理事（請假）、莊道明副主任委員、宋雪芳委員（請假）、邱子恆委

員（請假）、謝寶煖委員（請假）、柯皓仁委員（請假）、林麗娟委員（請

假）、葉乃靜委員、阮明淑委員 

列    席：唐牧群秘書長、林妙樺副秘書長 

紀    錄：林妙樺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討論事項： 

提案、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論文評審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會議論文經雙匿名審查委員評分後，共有 33 篇審查通過，16 篇審查不通過 

（詳附件一）。 

叁、臨時動議： 

1. 會議一個月前，需舉辦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會議各項細節。 

2. 會議兩週前，需舉辦行前會議，討論參與會議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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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十屆 

理監事與海峽兩岸研討會籌備委員會聯席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九十九年七月一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    點：台大尊賢館二樓（台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 83 號 2 樓） 

主辦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主    席：朱則剛理事長                                                                  

出    席：王梅玲常務理事、林志鳳常務理事、林呈潢理事、曾淑賢理事、黃鴻珠常務

監事、 

陳昭珍監事、邱子恆委員、林信成委員 

列    席：唐牧群秘書長、陳怡靜秘書 

紀    錄：陳怡靜 

 
參、 主席報告：（略） 
 
肆、 討論事項： 

提案一、本年度 i-school 研討會相關事宜，提請討論。 
會議籌備進度報告： 
1. 經費申請已完成，並獲國科會、教育部、及師大補助，另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也同

意補助海報論文獎金。 

2. 會議網站已完成：http://www.glis.ntnu.edu.tw/2010conference/，請不吝指正。 

3. 請學會協助發佈 Call For Poster Paper 給會員，鼓勵踴躍投稿（相關資訊皆在網

站上，請依學會需求，自由編輯內容發佈）。 

提案二、2010 年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籌備事宜，提請討論。 

1. 行前籌備事宜，包括論文集、光碟製作等皆已完成。請發信通知各發表者其簡報檔

統一繳交本會，並提醒發表時間以便流程掌控；再次提醒與會者集合時間與地點。 

2. 開幕式胡述兆教授致詞，但因胡教授無法親自前往，擬商請以錄影方式播出，並另

推一位前會長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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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兩岸學術研討會訊息公告 / 編輯部彙整 

第十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南京，2010 

--回顧與展望：知識時代 LIS 的變革與發展 

會議通知 

各位圖書資訊學界同仁、學子： 

為促進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界的交流與合作，臺灣中華圖書資訊

學教育學會與大陸圖書情報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院系從 1993 年至 2008 年先後成功地舉辦了九屆「海峽兩岸圖

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第十屆將於 2010 年 7 月 5-7 日在南京大學舉

辦。會議特邀請各位聚會南京，切磋學術、教學問題，共商合作、發

展大計。 

今年 1月-2 月，第十屆組委會分別在大陸和臺灣寄發了徵稿函，

目前兩岸共收到論文申請（文摘）147 篇，其中全文 30 篇。計畫中

的論文修改繳交日是 5 月 31 日，特此提醒，並對大家的熱情支持表

示感謝！ 

本次會議將在歷屆會議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兩岸務實性合作。因

此，除了學術報告，還將利用論壇、沙龍等各種機會推進同行個人之

間、院系之間、師生之間的交流，使之加強相近的研究和教學合作。

為此，組委會倡議參會者向兩岸籌備組提交個人簡歷，包括研究方

向、講授課程、畢業論文選題、聯繫方式，以及個人近年著述成果。

組委會將在 6 月中下旬準備好相關資料，聯展圖片及著作陳列空間，

以利於會上有目的地交談，為會後的繼續合作打下基礎。 

第十屆學術討論會是在兩岸政治情勢進一步和緩、經濟與教育全

面交流日益擴大、中國圖書館學教育 90 周年的背景下召開的，我們

在南京期待著各位到來！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南京大學資訊管理系 

                                          2010年5月3日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4 期 

 13

2010 年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議簡介 

 
為促進海峽兩岸圖書資訊界的交流與合作，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與大陸

圖書資訊學教育界和圖書館界自 1990 年代開始蘊釀和發起「海峽兩岸圖書資訊

學學術研討會」，並先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北京大學（1994）、武漢

大學（1997）、中山大學（1998）、四川成都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2000）、哈爾

濱黑龍江省圖書館（2002）、大連理工大學（2004）、廣州大學（2006）、武漢大

學(2008)等地成功地共同舉辦了九屆「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這一

系列的學術研討會構築了海峽兩岸圖書資訊界的學術交流管道，並建立了持續性

的良好關係。第十屆於 2010 年 7 月 5-7 日在南京大學舉辦。 
 

隨著兩岸政治情勢和緩，兩岸經濟與教育全面交流日益熱絡下，圖書資訊學

教育如何能在廣度與深度方面進一步深化？面對網路數位科技發展衝擊之下，圖

書資訊教育如何在學位、招生、課程規劃、研究、學生就業等方面適度回應？此

外，數位科技改變大眾搜尋與使用資訊方式，面對資訊氾濫衝擊傳統閱讀方式，

與多元文化的交匯、認同、衝突與調和，我們應該如何適應變化與創新？ 我們

研究的內涵和學習模式應該如何調整？這些議題值得兩岸圖書資訊學者專家持

續共同來面對與討論。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回顧與展望：知識時代圖書資訊學的變革與發展」，

主要議題包括：圖書資訊學教育歷史研究、圖書資訊學教學研究、圖書資訊學理

論研究、圖書資訊實務研究、新科技應用與網路服務議題。臺灣代表共提出 62
篇論文，共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圖書資訊學系教師及圖書館同仁之論文，第

二部分為研究生論文或研究生與老師合著論文，均在此次研討會上作報告，全文

在書末所附光碟收錄，並由臺灣自行編印後攜至南京大學，敬獻與大會，並於研

討會中和大陸學者進行深度交流與探討。 
 
臺灣代表成員約九十多人，來自圖書資訊學界與圖書館界，包括：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華梵大學資訊管理學系、臺北醫學大學圖書館、中山大學圖書館、大華技

術學院圖書館、中華電信企業大學、中央大學等單位成員，參加人數為歷屆最多

者，期望經由議題的討論與持續的學術交流，促進兩岸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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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會議擬議日程（最終日程以報到日領取的會議材料為准） 

時間 上午    下午  晚上 

7 月 4 日（周日） 全天報到 ：新紀元大酒店（臺灣同仁） 

南苑賓館 （大陸參會者）     

預備會議 

7 月 5 日（週一） 開幕式 

特邀報告 

專題報告（1） 晚宴 

研究生論壇 

7 月 6 日（週二） 專題報告（2） （1）學術沙龍與合

作懇談（同時） 

（2）院系主任聯席

會議（同時） 

（3）大會總結 

 

7 月 7 日（週三） 離會，市內文化參觀（待定） 

 

 

報到資訊及聯繫方式 

1． 報到： 

 南苑賓館：南京大學南園生活區內，廣州路門進，距南大北園教學區 5分鐘

路程。 

    電話：（025）83593343   

新紀元大酒店：南京中山路 251 號，處於南京中心區鼓樓廣場南側，緊鄰地

鐵 1號線（珠江路站），距離南京火車站 7公里，乘坐計程車約 20 分鐘；距離南

京祿口國際機場 43 公里，乘坐計程車約 50-60 分鐘；距南京大學北園教學區 5

分鐘路程。 

   費用：交通、住宿自理，會議不交註冊費。 

 

2.、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學術交流委員會：林志鳳  

E-mail：chihfeng@cc.shu.edu.tw 

電話：(02)22368225 分機 4251 

專線：(02)22364906  

 

3.、南京大學資訊管理系：沈固朝、鄭建明 

E-mail: sgc@nju.edu.cn; zhengjm@nju.edu.cn；xgxsys@nju.edu.cn  

電話：（025）83592441（系辦公室） 

傳真（自動）：（025）83596134  地址：南京漢口路 22 號  郵編：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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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研討會教授與學生發表清單 

 
第一部分（依第一作者姓名筆劃排） 

01 毛慶禎/圖書館採用自由軟體的策略   

02 王梅玲‧吳萱/圖書資訊學學者開放近用期刊使用研究   

03 余顯強/圖書館應用 RFID 服務創新之實務探討   

04 
吳美美/從遠距圖書館服務和數位圖書館課程探討圖書資訊學教育如

何允執厥中 
  

05 宋雪芳‧何佩珊/初探全盲生就讀圖書資訊學系之教與學   

06 
李雅惠‧柯皓仁/MSN 即時數位參考服務之使用研究：以交通大學圖

書館為例 
  

07 阮明淑‧李心荻/獨立紀錄片製作者之專業知識調查初探   

08 
林向杰‧蔡玉珍‧謝寶煖/從「帶路雞」行銷手法談技職院校圖書館之

空間創意與服務行銷 
  

09 
林呈潢‧林靜宜/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就讀動機、學習需求與生涯發

展之研究 
  

10 林志鳳/根植傳播理論課程於資訊服務專業教育之研究   

11 
林信成‧洪銘禪/資訊計量學應用於 Wiki 網站頁面與編輯者生產力分

析 
  

12 林珊如‧陳雪華/人文領域數位典藏學程之設計與實施:臺灣大學經驗   
13 林誠‧ 謝寶煖/挑釁式銷售法及其在圖書館的應用   
14 林頌堅/基於論文文字資訊的研究主題分布圖繪製與呈現   
15 林麗娟‧蘇諼/學術性問題解決之不確定性研究   
16 邱子恆/臺灣醫學圖書館員繼續教育現況與需求之初探   
17 邱炯友‧陳俊偉/試論固定價格制度對圖書文化多樣性影響之探討   
18 邱銘心/Sense-Making Library 2.0: A User’s Perspective   

19 
莊道明/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下圖書資訊與資訊傳播學系所發展分析與

比較 
  

20 陳志銘‧陳勇汀‧林筱芳/通識教育開放式課程數位典藏建置之研究   

21 
陳和琴‧馮惠菁/整合查詢系統研究初探: 以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

館為例 
  

22 陳俊湘/從數位學習產業鏈探討圖資系畢業生之相關發展路徑   
23 陳冠至/論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例   
24 黃國正/臺灣各級學校實施圖書館利用教育教學之現況   
25 楊美華/近年來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的進程與省思   
26 葉乃靜/應用噗浪行銷圖書館服務研究：以台灣世新大學圖書館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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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蔡明月‧許如玉‧方碧玲/資訊科學的意義 近十年引用文獻分析研究   
 
第二部分（依第一作者姓名筆劃排） 
II-01 王尤敏‧吳美美/公共圖書館老年讀者閱讀行為研究初探  

II-02 王憲章/公共圖書館內遊民問題處理之探討  

II-03 江政哲‧張迺貞/初探雲端運算  

II-04 吳姍樺‧林頌堅/從設計基礎分析國內外書櫃網使用者經驗之初探  

II-05 
李俐雯‧ 卜小蝶/以 RSS 為基礎之圖書館整合式新書通報服務初

探 
 

II-06 周俞光/淺談企業內 KM 知識轉移之提升策略  

II-07 林沂瑩‧ 邱銘心/從角色轉變探討公共圖書館與社區的互動與發展  
II-08 林芳伶‧ 柯皓仁/舞蹈團體網站內容分析之研究  

II-09 林倩妏‧ 卜小蝶/標籤雲在圖書資訊服務之應用初探  

II-10 林浩欣‧ 阮明淑/情境中的知識主張之初探研究  

II-11 
林珩/網路社群輔導員創新特質之研究-以縮減產業數位落差計畫

為例 
 

II-12 胡馨尹‧ 林頌堅/大一新生的線上及線下同儕社會網絡之探討  

II-13 夏安珊‧ 阮明淑/台灣專利分析文獻之初探  

II-14 徐啟庭‧ 蔡順慈/世新大學碩士在職專班混成式學習之做法與效益  
II-15 張映涵‧ 卜小蝶/Podcasting 於圖書資訊服務之應用初探  

II-16 
張珈‧張國恩‧宋曜廷/運用擴增實境技術增強電子書(AR-library)
之整合建置 

 

II-17 許逸如/以網路為研究場域：網路民族誌案例評析  

II-18 許鴻晢‧ 吳美美/虛擬參考服務館員技能培訓課程之設計與回饋  

II-19 陳佳惠‧ 阮明淑/知識工作者隱性知識在方格技術運用之初探研究  

II-20 陳啟亮/利用凱利方格法(RGT)探索索引編制行為  

II-21 陳謙益‧ 阮明淑/發明專利寫作之隱性知識研究  

II-22 馮琼愛‧ 邱銘心/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讀報教育成效評估之研究  

II-23 
黃柏堯‧ 邱銘心/新聞記者網路之資訊尋求行為與資訊焦慮產生對

守門行為影響之初探 
 

II-24 黃若涵‧ 邱銘心/高中生身心健康資訊之網路使用行為研究  

II-25 歐陽崇榮‧何雯婷/數位化時代下電子書對於公共圖書館的影響  

II-26 歐陽崇榮‧劉承達/傳統戲曲之數位典藏-以布袋戲為例  

II-27 歐陽崇榮‧劉靜頻/雲端運算於圖書館自動化系統之應用探討  

II-28 鄭美珍/青少年閱讀興趣與網路閱讀推薦服務  

II-29 
蕭宇辰/微網誌噗浪之互動性與企業形象相關性研究─以瘋狂賣客

為例 
 

II-30 謝斐帆/大學生使用圖書館電子書之初探-以淡江大學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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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1 
藍振維‧ 鄭國祥‧ 林信成/異質網站系統整合之探討：以淡江大

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網站為例 
 

II-32 魏曉婷‧ 吳美美/虛擬參考諮詢服務評鑑設計與實施初探  

II-33 蘇佩君‧ 邱炯友/Google 圖書搜尋對出版業發展之影響  
II-34 蘇韋州‧ 蔡順慈/數位典藏教學資源網之互動式介面設計探討  

II-35 龐宇珺‧ 吳美美/虛擬參考服務平台探究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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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系主任聯席會議之海報宣傳草案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 http://www.lis.ntu.edu.tw/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研究所 http://www.lias.nccu.edu.tw/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http://www.glis.ntnu.edu.tw/webpage/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http://www.pda.nchu.edu.tw:8081/gilis/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 http://www.lins.fju.edu.tw/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學系暨研究所 http://www.dils.tku.edu.tw/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暨研究所 http://ic.shu.edu.tw/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http://dlis.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從傳統到數位、實體到虛擬
嶄新的圖資天地

放一些耳熟能詳與圖資有關的term
數位圖書館、博物館
數位典藏
電子書
WiKi百科

…

海報背景強調
網路相連的圖書館
館際合作
網路資源共享

相關領域
圖書館
資訊科技應用
網路資源管理
教育傳播
檔案管理

科
技

服
務

知
識

讀
者

圖書館不再只是實體的建築，而是虛擬網路的知識中心

是
否
放
一
些

與
右
方
名
詞
對
應
的
圖
片

強調概念：利用科技提供讀者 知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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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際 i-school 研討會籌備草案 

 
2010 圖書資訊學變革與發展國際研討會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籌備構想 

2/22/2010 
 
 
會議緣起： 
  在知識經濟社會中，知識的創造與應用，遠較實體資源運用重要。透過創新，

知識能為個人、組織、社會源源不斷創造價值及提升競爭力。面對知識社會環境

的變遷，圖書資訊學領域由關注圖書資訊的保存、整理、檢索與取用，逐漸走向

知識的典藏、加值、萃取與利用。同時，面對數位化、多元化、全球化的知識資

源與使用者，圖書資訊學的學科範疇、教育內涵、專業發展等都面臨極大挑戰。 
  美國圖書館學家 Melvil Dewey 於 1887 年創立了第一所圖書館學院，圖書資

訊學已歷經百餘年的發展。過程中面對各類環境的改變，其學科與專業總能在每

一次變革中成長，繼續為滿足人類知識需求而前進。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數位

化與網路化潮流及知識社會需求的轉變，圖書資訊學也面臨變革挑戰。特別是自

2005 年起在歐美地區，陸續一些知名的圖書資訊學系所亟思轉變，建立起所謂

的 iSchool (information School)聯盟，其強調跨領域與多元化學科發展，揭櫫資訊

(Information)、人(Human)、科技(Technology)為其學科核心；與傳統重視圖書、

讀者、圖書館的 lSchool (library School)形成相當對比，也引起不少關注。 
  從知識社會與學科發展的脈絡，展望未來，圖書資訊學的發展充滿機會與挑

戰。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特主動發起舉辦本研討會之構想，並聯合中華民

國圖書資訊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資訊學院、新加坡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傳播與資訊學院

共同舉辦。期望藉此研討會的舉行，能邀集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相關領域學者專

家，針對圖書資訊學發展的幾項重要元素發表論文及進行討論，包括學科範疇、

教育內涵、專業發展等進行互動與對話。特別是邀請歐美亞洲等地於 iSchool 聯
盟扮演重要領航角色的學者，分別以社會、文化、教育、專業、研究等觀點發表

論文及專題演講(Invited Talk)，以分享其經驗與洞察。同時，會中也將邀請國內

學者專家以論壇方式(Panel)，發表其對圖書資訊學學科及專業發展的期許，透過

多元觀點的分享與討論，激發創新思維。此外，會中也將設置英文海報論文展

(Poster)，鼓勵圖書資訊學系所師生及圖書資訊服務機構專業人員，以英文發表

其研究成果及進行互動，以進一步獲取國際交流經驗及增進國際化能力。 
 
會議目的： 
‐ 促進圖書資訊學相關領域之國際學術交流。 
‐ 激發圖書資訊學學科發展之多元觀點與創新思維。 
‐ 提升圖書資訊學系所師生及圖書資訊服務機構人員之國際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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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主題： 
1. 圖書資訊學學科變革與發展 

‐ 圖書資訊學之社會價值轉變 
‐ 圖書資訊學之理論與實務研究趨勢 
‐ 跨領域學科合作之契機與挑戰 

 
2. 圖書資訊學教育變革與發展 

‐ 國際 iSchool 之發展進程與前瞻 
‐ 圖書資訊學之課程與教學改革 
‐ 多元師資環境與人才培育管道之變革 

 
3. 圖書資訊學專業變革與發展 

‐ 國際圖書資訊專業之發展現況與前景 
‐ 創新圖書資訊服務之契機與挑戰 
‐ 新興知識服務產業之需求與機會 

 
舉辦機構： 
1. 主辦單位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所 
‐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 合辦單位  
‐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SA 
‐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3. 協辦單位： 
4. 指導單位：  
5. 贊助單位：  
 
會議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二)至 17 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國際會議廳 
 
會議活動： 
 
1. 國外學者之專題演講與論文發表 

邀請國外知名學者發表專題演講及論文。目前已接受邀請來台學者包括：(1)
美國地區 3 位：iSchool 聯盟之創辦機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資訊學院院

長 Harry Bruce 教授、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 ASIST 會長及 North-Carolina 
University – Chapel Hill 資訊與圖書館學院院長 Gary Marchionini 教授、近年

帶領圖資研究成果豐碩的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資訊學院院長

Johannes Britz；(2)亞洲地區 2 位：籌劃亞洲地區 iSchool 之 CiSAP 聯盟主導

學者日本筑波大學 Shigeo Sugimoto 教授、跨學科整合具代表性的新加坡南洋

理工學院資訊科學系系主任 Christopher Khoo Soo Guan 教授；(3)歐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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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歐洲地區最具規模的丹麥皇家圖書資訊學院資訊科學系系主任 Pia 
Borlund 教授。共計邀請 6 位學者，每場每人 1 小時，共有 6 場專題演講與

論文發表。6 位學者資歷簡介請見附件。 
 
2. 國內學者專家之專題論壇 

邀請國內學者專家，針對圖書資訊學學科、教育、專業變革與發展，提出個

人之期許。藉由多元觀點的討論，以激發創新思維與形成共同價值理念。預

計舉辦 2 場專題論壇，每場 1.5 小時，各有 6 位學者及專家與談，每位與談

人以 10 分鐘投影片闡述個人觀點，最後再進行綜合互動討論。 
 
3. 英文海報論文展 

英文海報論文展主要由圖書資訊學系所師生及圖書資訊服務機構人員自由報

名參加。海報論文之呈現與發表皆以英文進行。所有海報將於會議第一天中

午及中場茶敍時間於會場公開，並由評審團投票，選出前三名及佳作數名，

予以獎勵。目前經主辦單位主動徵詢，已有超過十組以上個人或團隊表示高

度參加意願。 
 
會議議程： 
第一天（11 月 16 日） 
時 間 議程 
08:40-09:10 報到 
09:10-09:30 貴賓致辭 
09:30-10:30 國外邀請演講一：Harry Bruce（教育變革與發展） 

主持人：  
10:30-10:50 茶敘 
10:50-11:50 國外邀請演講二：Pia Borlund（教育變革與發展） 

主持人： 
11:50-14:00 海報論文暨午餐 
14:00-15:00 國外邀請演講三：Johannes Britz（學科變革與發展） 

主持人： 
15:00-15:20 茶敘 
15:20-16:50 論壇一：學界對圖書資訊學科發展的期許 

主持人： 
與談人： 

17:00 ~ 第一天議程結束 
 
第二天（11 月 17 日） 
時 間 議程 
09:30-10:30 國外邀請演講四：Gary Marchionini（學科變革與發展） 

主持人： 
10:30-10:50 茶敘 
10:50-11:50 國外邀請演講五：Shigeo Sugimoto（專業變革與發展） 

主持人： 
11:50-13:30 午餐 
13:30-14:30 國外邀請演講六：Christopher Khoo Soo Guan（專業變革與發展）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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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0 茶敘 
14:50-16:20 論壇二：業界對圖書資訊服務專業的期許 

主持人：  
與談人： 

16:30-17:00 綜合座談暨頒獎 
17:00 ~ 第二天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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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外邀請學者資歷簡介 
 

國外邀請學者 研究專長 與研討會關連 
Harry Bruce 
Dean and Professor 
The Information Schoo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harryb/ 

‐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e 
‐ Internet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美國 iSchool 聯盟之創辦機構華盛

頓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講題：The iSchool- selected trends 
that will effect the future of 
i-education and i-research 
(教育及課程觀點, Envisioning an 
iSchool Curriculum) 

Gary Marchionini 
Cary C. Boshamer Professor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USA 
http://www.ils.unc.edu/~march/ 

‐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 Human-centered computing 
‐ Information retrieval 
‐ Digital libraries 
‐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 Digital government 
‐ Information policy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 ASIST
會長及美國北卡羅萊納大學教堂

山分校資訊與圖書館學院院長。 
 
講題：學科及理論發展觀點，如

LIS as a research domai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hannes Britz 
Dean & Professor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SA 
http://www4.uwm.edu/sois/directory/facult
y/britz.htm 

‐ Information ethics 
‐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information marketing 
‐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近年帶領圖資研究成果豐碩，威斯

康辛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講題：Everything is ethics: 
immersing ethics in the LIS 
curriculum 
(社會觀點) 

Pia Borlund 
Dean of Researc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tudies 
Royal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penhagen & Aalborg 
Denmark 
http://www.db.dk/ombiblioteksskolen/med
arbejdere/default.asp?cid=677&tid=4 

‐ Information retrieval 
‐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ur 

歐洲地區最具規模的丹麥圖書資

訊學院資訊科學系系主任。 
 
講題：文化或地域觀點，歐美比較

Shigeo Sugimoto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Media Studies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Knowledge 
Communiti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http://avalon.slis.tsukuba.ac.jp/~sugimoto/
eindex.html 

‐ Metadata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libraries and Internet 

‐ Digital archives 
‐ Metadata schema 

interoperability and reuse 
‐ Metadata for accessibility 

積極推動亞洲地區 iSchool 之
CiSAP 聯盟主導學者。同時也長

期擔任國際數位圖書館代表性會

議之議程委員（ICADL 及

JCDL）。 
 
講題：CiSAP 之推動 

Christopher Khoo Soo Guan 
Associate Professor 
Division Head (IS) 
Director, MSc (Information Studies)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Studies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ttp://www3.ntu.edu.sg/home/assgkhoo/ 

‐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 
text mining 

‐ Knowledge organization 

跨學科整合具代表性的新加坡南

洋理工學院資訊科學系系主任。 
講題：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Project 
(跨領域觀點，如 Collaboration 
between LIS and other disciplines: 
On what? Why? Potential? 
Benefits?及專業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