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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導 

2008 年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討會 

主 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國家圖書館 

承 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宗 旨：為獎助國內圖書資訊學領域相關研究優秀論文，促進經驗分享與學術

交流的機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今年共

同舉行「2008 年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研討會」。本研討會分為碩士學

位論文期刊稿改寫選拔與碩士學位論文計畫書獎助等兩項活動，希冀

透過獎助方式，提生論文素質及培養作品發表力，並增進研究生與圖

書館從業人員相互研討、交流的機會。歡迎國內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

師生及從業人員共襄盛舉，踴躍參與本次活動，給予論文發表者意見

與鼓勵。 

時 間：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五日 

地 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發表人/發表論文： 

發表人 系所 發表論文 

李銘薰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電腦與數位 3C 專業虛擬社群知識分享

之影響因素研究 

紀佩姍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H-index 應用於大學學術評估之探討：

以臺灣地區大學為例 

何怡臻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大學生圖書館焦慮之分析 

粘芸蓁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Amazon.com 圖書資料檢索結果中所呈

現之書目連結關係探討 

王盈智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研

究 

張博雅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從意義建構理論探討公共圖書館視障者

服務：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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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大學評鑑學術研討會 

─2008 再訪圖書資訊學工作坊 

主    辦：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國家圖書館 

協    辦：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國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世新大學資訊傳

播系、玄奘大學圖書資訊系 

宗 旨：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今年研訂《臺灣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希望

以此作為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之共識與討論議題。十年前，臺灣曾

召開「1998 年圖書資訊學工作坊」，對於圖書資訊學名詞第一次召開

全國性會議討論。歷經十年，我們進入數位資訊時代，社會與學術發

展均面臨重大變革，故本年再度舉辦「2008 年再訪圖書資訊學工作

坊」，希望再一次凝聚學者專家、教師、圖書館與資訊產業共同討論，

以擘畫下一個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新的紀元。 

時    間：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地    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議    程： 

時間 場次內容 主持人

10:00-10:15 

研討會開幕式 
    陳雪華教授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 
貴賓致詞 
    顧  敏教授  國家圖書館館長 

場次一：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與大學評鑑 

10:15-12:00 

議題一：圖書資訊學教育指南 
  引言人：王梅玲教授 

王
梅
玲
教
授/

政
治
大

檔
案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議題二：大學評鑑 
  引言人：賴鼎銘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世新大學校長 

 3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1 期 

議題三：圖書資訊學系所對指南與大學評鑑的看法 
  與談人：（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卜小蝶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王美玉教授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 
    朱則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 
    林志鳯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主任 
    林信成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主任 
    林麗娟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 
    羅思嘉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議題四：大陸圖書資訊學教育現況 
  與談人：（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沈固朝教授  南京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任 
    蕭希明教授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圖書館學系主任 
    柯  平教授  南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主任 
    曹樹金教授  廣州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 

場次二：圖書資訊學教學與課程設計 
與談人：（分享人 10 分鐘；討論人 3-4 分鐘） 

13:30-15:30 

課程主題一：館藏資源建置 
    分享人： 
    詹麗萍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討論人： 
    黃鴻珠教授  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吳
美
美
教
授/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資
訊
學
研
究
所 

課程主題二：資訊組織 
    分享人：阮明淑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討論人：張慧銖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課程主題三：參考服務 

分享人：張淳淳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討論人：楊美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課程主題四：資訊素養/共同科目 

分享人：謝寶煖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討論人：莊道明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課程主題五：圖書館管理 

    分享人：林呈潢教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討論人：林志鳳教授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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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六：資訊檢索 

    分享人：曾元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討論人：蔡明月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 

 (綜合座談 30 分鐘)  

場次三：圖書館與資訊產業對教育的期望 
 與談人：（管理者 10 分鐘，從業者 5 分鐘） 

16:00-17:30 

機構類型一：國家圖書館 
    管理者：宋建成編纂    國家圖書館 

    從業者：曾堃賢編輯    國家圖書館 

曾
淑
賢
教
授/

臺
北
市
立
圖
書
館
館
長 

機構類型二：檔案管理局 

    管理者：林秋燕副局長  檔案管理局   

    從業者：周曉雯副組長  檔案管理局      

機構類型三：資訊公司 

    管理者：劉淑德總經理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 

    從業者：陳世雄經理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 

機構類型四：大學圖書館 

    管理者：陳昭珍館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從業者：呂春嬌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機構類型五：市立圖書館 

管理者：施純福館長    高雄市立圖書館 

從業者：花相琪課長    台北市立圖書館 

    （綜合座談會：主持人 5 分鐘，座談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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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開幕致詞 

圖書館學學術研究的方圓 
Looking for Academic and Research Relevance of the Library、 

Information、Documentation profession 

顧敏 

Karl Min Ku 

國家圖書館館長 

National Librarian 

一、 前言—追求圖書館學的高度與際當 

    圖書館學的概念超過二千年，圖書館學的成「學」，至今（2008 年）始終未

定。臺灣七、八個圖書館學系所，就有四個不同的稱謂。 
    圖書館知識是所有學科學門的最底層學習，圖書館知識的高度又是所有各科

各門知識的最頂端。圖書館學如何擔當多樣的空間與高度，值得多所研究。 

    圖書館管理知識，把知識本身帶入了「二元」的境地，漢代劉氏父子的「別

錄」是圖書館管理知識的發微，也是二元化知識管理的鼻祖。 

    公元 2003 年至 2005 年，以色列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支助的一項研究亦提出了

「二元化知識」的具體概念與分析，把人類的整體知識區分為廣域知識

meta-knowledge 和各科知識 subject-based knowledge。廣域知識的理論便成了我

們這個學科的理論。廣域知識的研究包括純理論研究、向量研究和質量研究，便

成了這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廣域知識的教育便成了我們這個學門的教育，包括理

論性的學術教育和實務實作性的專業訓練這個面向。 

二、 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研究     

    圖書資訊學教育以我從 1973 年開始陸陸續續的 35 年教學經驗，暮然驚覺我

自己和左右的同仁大都偏重實務實作性的專業訓練教學，甚至如「圖書館法與圖

書館國際組織」、「資訊科學導論」，或者是「圖書館與大眾傳播」這樣的課程都

偏向傳授實務實作的講說，而較少涉及基本理論的剖析。 

    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探討、研究、教學與闡揚是一個必須。圖書館學在一千

年前與歷史糾結在一起，一百年前和教育混淆同處，十年前又開始和資訊交錯挨

魂；圖書館學發展的最大障礙與困難，在於學術理論上如何與其他學科主、從關

係的釐清。圖書館學不是學術上的菟絲花，也不是知識的葛滕。 

    二千年以來，不同階段的人類文明誕生了不同階段的圖書館學與圖書館學研

究。但是，不同階段的圖書館學事實上是為人類社會解決相同的問題，包括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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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落差（divide）、資訊取得的差別（gap），以及創新知識的差異（difference），
這三個「差」。換句話說，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研究，首先需要掌握住圖書館學

的“變”與“不變”。我們檢視過去 50 年或是 25 年的各家論文，可以發現圖書

館學是建立在圖書館的變動、轉型與變律之中的研討與研究，而絕少研究圖書館

的恆變原因，以及和「恆變」相對應的不變因素。事實上，圖書館的恆變與不變

正是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核心課題。 

    圖書館學基本上是一種社會科學，圖書館的變動與社會環境因素有關，最近

西方學者提出 Information Socialogy 資訊社會學，這是進一步討論這方面的發

展。另方面圖書館的不變，也充分反映出圖書館在社會體系中的基本存在價值，

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的元素性成分。 

    研究圖書館學學術的學術理論，須同時注重圖書館在社會中的「變律」與「定

律」，這個學術理論才能誕生。 

三、 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根據 Leif  Lorring 的說法，歐洲各國發表 Bologna 宣言，追求在 2010 年建

立一個歐洲高等教育領域，並使這個歐風系統全球化。 

在 Bologna 宣言影響下，2005 年一百位歐洲各國的 LIS 教育學家，共同規

劃了一份 LIS 教育課程，European Curriculum Reflection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的反映報告，這份報告由西班牙，荷蘭，英國，挪

威，德國，立陶宛等六國的 LIS 的學術機關領銜，有一百餘位參與者提出超過五

百份書面意見，並且經過 2500 位的網路參與，分成十二個分組討論所總結而成，

這份報告的內容集中在十二個議題如下： 

1. 廣域 Meta-level LIS 教學課程 
2. 文化資產與文化資產數位化 
3. 資訊素養與學習 
4. 資訊查找 Seeking 與資訊檢索 
5. 資訊社會 
6. 知識管理 
7. 知識組織 
8. 圖書館在多元文化資訊社會的國際交流 
9. 歷史觀點下的圖書館與社會 
10. 調和歐洲文化的特色 
11. 圖書館暨資訊機構的理論與實務 
12. 圖書館管理與推廣 

這份具有歐洲風格的 LIS 課程計劃，強調了文化內涵為 LIS 的重點，也把

知識管理和知識組織，納入教程。LIS 教育學者的心理極限，將影響從業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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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表現，預見集體的心理極限，必將影響未來的發展。 

四、 北美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最近有一個四人專家組簡稱 JITA，JITA 是分別將四人小組名字的第一個字

母為代表組串起來，他們是 Jose Manual Barrueco Cruz、Imma Subirats Coll、
Thomas Krichel and Antonella De Robbio 等四人，在 JITA 四人專家組分類下的「資

訊使用和資訊社會學｣這個部份，引起了筆者高度的重視，在這個領域內他們羅

列了九項重要的課題，包括： 

1. 資訊使用和衝擊影響 Use and impact of information 
2. 書目計量法 Bibliometric method 
3. 資訊存在社會 Information in society 
4. 資訊社會 Information society                           
5. 資訊經濟 Information economics 
6. 資訊政策 Information policy 
7. 資訊傳播與流通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8. 資訊需求和資訊需求分析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alysis 
9. 使用者介面和使用能力 User interfaces usability 
10. 其他 

深得筆者會心一笑和賞識的是 JITA四人小組把書目計量 bibliometric列入資

訊社會，這是非常正確的認知和值得提倡的。書目計量 bibliometric 有一連串的

變身包括資訊計量 infometric 和網源資料計量 webmetric 等，事實上正本溯源

bibliometric 一詞即可涵括 infometric、webmetric，書目計量是一種針對知識行為

的研究 behavior study，包括作者個人知識習性和行為表現的研究，社會集體性

知識行為的研究，並以統計方法呈現出這種知識行為的特徵與圖像，成熟的書目

計量可以反映出知識成長的趨向。目前，書目計量的研究尚處於蠻荒的原始階

段，書目計量是知識管理的基礎手段之一，書目計量也是研究資訊社會學的起

步，書目計量本身急待建立起一套系列性的方法，初步完備的書目計量可以促成

知識進入序列狀態 knowledge in the order。 

2003 年擔任美國資訊學會 ASIST 會長的 Trudi Bellardo Hahn 女士亦指出：

資訊科學研究者創出了書目計量學 bibliometrics，以測量資訊爆發 Information 
explosion 量，書目計量對於科技和學術的產生及傳播，具有相當意義。 

最後，我要一提的是：知識不飽和理論，可以成為圖書館學、資訊科學和

知識管理的共同理論基礎。 

後記：本文係國家圖書館顧館長敏受邀於 2008 年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會議開

幕致詞講稿，感謝惠允提供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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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介紹 

為讓所有會員及圖書資訊學界師生進一步瞭解圖書資訊系所新聘教師，本期

會刊特專訪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黃元鶴老師，與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林

素甘老師，請老師分享個人求學經驗、任教過程、對圖書資訊學領域看法，以及

對學生的學習建議。 

一、 黃元鶴副教授 

現職：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最高學歷：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研究專長：電子化企業、企業資源規劃、創新與科技管理、專利分析、知識管理、

資訊計量學、圖書館管理 

教授課程：知識管理、資訊計量學、統計學、網路資源、系統分析與設計、專利

檢索與分析、大學入門 

訪談內容： 

問：請老師談談您的求學過程或是之前重要的工作經歷？ 

答：我大學念的是輔大圖書館學系，畢業後曾短暫在鉑特資訊有限公司進行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測試與改寫為英文介面的工作二個月，之後到中央研究院文哲

所籌備處圖書館擔任中編館員，工作七個月再到美國匹茲堡大學進修圖書資訊所

碩士，取得學位歸國後，至國立體育學院圖書館擔任西編館員。之後轉向教職體

系發展，至中州技術學院擔任資訊管理學系講師兼圖書館主任，資訊管理系的教

學工作使得我必須利用寒暑假進修相關技能與知識，如 ASP, Java, SQL 等及自學

多媒體相關軟體 Media Studio Pro, Authorware, Director, Flash 與 Dreamweaver
等，以及取得若干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相關證照與專利種子人才的

證明；在兼任圖書館主任六年半期間，經歷圖書館遷館二次，並積極充實館藏，

館藏量由三萬多冊增加至十萬多冊，達成館藏規模的目標值，以使學校順利升格

為技術學院。之後又至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進修博士，博士班畢業後則轉至輔仁

大學任教。 

問：請老師分享您到圖書資訊學領域任教的原因與過程？ 

答：在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後，國立體育學院圖書館工作是由青輔會提供海外

學人歸國之短期聘任工作，後來在學姐的建議下才決定要投入教職工作，至中州

技術學院擔任講師，但因近幾年少子化的趨勢下，學校存在招生壓力，所以決定

轉申請其他大學的教職。歷經數所學校的面試與試教過程，雖然有其他大學的商

 9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1 期 

學相關系所提供聘書，由於輔仁大學是我的母校，且我在過去幾年累積的行政實

務為圖書資訊領域範疇，因此最後選擇回輔仁大學擔任圖書資訊學系教師。 

問：請教老師投身圖書資訊學領域後有何感想或建言？ 

答：從教學角度來看，圖書資訊學的應用不限於圖書館，未必每位學生將來

都從事圖書館工作，所以我授課時較強調知識邏輯的培養，透過提問的方式鼓勵

學生思考，希望學生未來從事各類型工作時皆能具備基礎思辨能力，將知識基礎

應用於各領域。 

問：老師對於圖書資訊學學生是否有學習上的建議或指導？ 

答：現在學生的主動學習態度較以往薄弱，通常是被動地等老師教東西，導

致學習成效較差。我期許學生們在學習上能練習多思考，懂得判斷並提出個人想

法，以提高學習成效。此外學生們可於平日多方涉獵，累積各領域知識，並且選

擇某特定領域深入鑽研，作為思考判斷基礎。 

 

二、 林素甘助理教授 

現職：淡江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 

研究專長：知識組織、資訊行為、系統評估資訊機構服務與管理、資訊資源與服

務、檔案管理、檔案鑑定、數位典藏、研究方法 

教授課程：中國目錄學、大專圖書館、中國大陸圖書資訊學、質性研究、史料數

位化、參考資源（一）、圖書資訊傳播導論、圖書館實習（二）、文獻數位化 

訪談內容： 

問：請老師談談您的求學過程或是之前重要的工作經歷？ 

答：民國 95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共花了大約 6 年半

的時間完成博士學位。而碩士學位則是在紐西蘭的維多利亞大學取得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取得，大約花了 2 年半的時間。基本上，在過去將近 10 年的時間主要是

花在碩博士階段的求學工作。除了做一個全職學生外，在課餘的時間則曾於世新

大學與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課，或參與一些相關的研究計畫。在這之前，最

重要的工作應該是曾在國家圖書館閱覽組工作過 8 年的時間，曾經接觸過輔導、

推廣、參考服務和書庫管理等多項工作。 

問：請老師分享您到圖書資訊學領域任教的原因與過程？ 

答：之所以選擇教職，我想是在一個因緣際會的情況下形成的結果。在念書

 10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第 31 期 

階段，並沒有規畫以後的工作要朝哪一個方面發展，總是想說先把書念完再說。

剛好在自己規畫的畢業時間點，亦即在民國 95 年 1 月畢業之時，剛好得知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在招聘教師，因此，懷著試試看的心情，將申請資料於期

限內寄出。沒多久之後，即收到系上要予以聘任的通知，就這樣進入資圖系擔任

教職。事實上，在這個求職的過程中，真的覺得自己非常的幸運，也十分感謝系

上讓我有這個機會能夠回到母系從事教學工作。 

問：請教老師投身圖書資訊學領域後有何感想或建言？ 

答：一直以來，不管是國家圖書館工作、之後的求學階段或是現在的教書階

段，其實我都非常喜愛圖書資訊學這個領域，常常在想若沒有在學校教書，那一

定還是會選擇到圖書館工作，當一個圖書館員。圖書資訊學是一門與時俱進的學

科，例如在教學上，必須常常注意現今社會或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並將這些發

展融入教學內容之中。也因為這樣子，會覺得隨時都在吸收新的知識與技能，因

而可以讓自己涉獵較廣的知識體系。其次，圖書資訊學現今的許多議題其實都會

有跨學科領域的情形，因此，如何和其他學門的人一起合作，其實也是我們這個

學科可以更加努力的地方。 

問：老師對於圖書資訊學學生是否有學習上的建議或指導？ 

答：會經常告訴學生其實念這個科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相對應的圖書

館工作是會一直存在的，是社會上會一直有需求的一項工作。或許在圖書館工作

並不如其他行業如此多采多姿，或充滿挑戰性，但它卻是一個很穩定的工作，而

且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在其中工作真的可說是坐擁寶山，可以藉機隨時隨地吸

收新知。另外，資圖系（圖資系）的學生不一定要從事圖書館的工作，可是他們

卻是最適當、最有資格從事這個工作的人，因為他們四年所受的訓練就是讓他們

成為一個最適合在圖書館工作的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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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九十七年八月廿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地    點：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公室（國家圖書館一樓）  

主    席：陳雪華理事長 

出    席：（依姓名筆畫序） 

理 監 事：卜小蝶常務理事、王梅玲常務理事、吳美美理事、宋雪芳理事、張慧

銖理事（羅思嘉所長代）、詹麗萍理事（羅思嘉所長代）、 

          薛理桂理事 

監    事：宋建成常務監事、曾堃賢監事、盧秀菊監事 

系 主 任：林志鳳主任、林信成主任、林麗娟主任、羅思嘉所長 

請    假：邱炯友理事 

記    錄：黃素英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工作報告： 

一、 宣讀確認上次<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二、 「第九屆（2008）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工作報告。 

建議：第十屆（2010）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決議由南京大       
學主辦，建議會議時間訂在春季（4 月）或秋季（11 月）舉辦，避開酷熱

的季節。薛理桂理事提議未來舉辦地點可由臺灣與大陸兩地輪流主辦，將

列為本屆移交下屆工作項目。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會 2008 年年會籌辦事宜，請討論。 

決議：1.  2008 年會與研討會合併舉辦。 

2. 時間：97 年 12 月 13 日 （週六） 

3. 地點：國家圖書館一樓簡報室（第一優先） 

          臺大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第二優先） 

4. 年會頒發研究生獎學金，循慣例由學會募款頒發，每個圖資研究所推

薦一名研究生，每名頒發獎學金 5,000 元。 

5. 年會茶敘時間安排新進老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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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籌辦「2008 再訪圖書資訊學工作坊」研討會議計劃案，提請討論。 

決議：1. 研討會名稱：「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大學評鑑學術研討會」 

2. 研討會擬邀請大陸四所圖書資訊系主任，南開大學柯平教授、武漢大

學蕭希明教授、廣州中山大學程煥文教授及及南京大學沈固朝教授等

四位，會議後安排各位教授至國內各圖資系所進行參訪與演講。四位

教授自行負擔機票及交通費用，來台期間落地招待，由各系所與學會

共同負擔費用。 

3. 印製研討會論文集。 

      4. 研討會主持人、與談人各支車馬費新台幣壹仟元。 

5. 研討會分三大議場，分別由王梅玲所長、吳美美教授、曾淑          
賢館長擔任主持人，每場各有四個討論主題，由主持人推薦             
六至八名學者擔任與談人，每名發言時間約 10 分鐘。 

6. 請秘書處於九月初發大陸學者邀請函。 

      7. 研討會企劃書及議程，請參見附件。 

肆、 審查事項： 

案由：申請入會審查案，提請審查。 

說明：申請新入會會員，名單如下： 

            1. 學生會員：陳永祥同學 

            2. 普通會員：蔡順慈老師、蔡家齊同學 

            3. 永久會員：羅鳳珠老師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提案：本學會網頁伺服器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建議未來本學會網頁伺服器搭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位在交大伺服      
器，商請該學會自動化委員會協助維護，以維護網站正常運作及學會電子

資料保存。 

決議：將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進行協商。 

陸、 散會：上午十二時 

柒、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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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08 年會員大會紀錄 

 
時    間：民國 9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 

地    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出席人數：105 位 
主 持 人：陳雪華 

司    儀：邱子恒  

記    錄：黃素英 

會議議程： 

08：30 ~09：00   會員報到及領取選票 【投票時間：8:30–12:30】 

09：00 ~09：30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2008 年會員大會 

                 主持人：陳雪華理事長 

09：30 ~10：00   Welcome Party：新進老師介紹茶會 

                 主持人：楊美華教授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12：30 ~         【選票封箱】 

13：00~13：30    開票作業  

壹、理事長致詞：（略） 

貳、會務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監事會 
案    由：議決本會九十七年度收支決算案及九十八年度收支預算案。 
說    明：主要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2 條及第 13 條規定，提經

會員大會報告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定。本會九十七年度決算及九

十八年度預算明細表，請參考 2008 年會員大會會議手冊第 5 頁及第

6 頁。 
審查意見﹕提交會員大會討論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卜小蝶常務理事、王梅玲常務理事 
案    由：建請聘任歷任理事長學會為榮譽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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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學會歷任理事對學會貢獻良多，期望提案通過聘為為榮譽理事，始能繼

續關心學會事務並參與學會活動。 
二、歷任理事長有胡述兆、李德竹、莊道明、薛理桂、詹麗萍、楊美華、陳雪

華等共七位。  
審查意見﹕提交會員大會討論 
決    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曾堃賢監事 
案    由：加強吸收本會會員，擴大圖書資訊學門教育之影響力。 
說    明： 
一、依據本會會員申請資格有個人會員、團體會員與贊助會員三部分。其中個

人會員中有「對圖書資訊學及其相關學術有研究或有興趣者」、「修習圖書

資訊學及相關學科之在校學生」及團體會員中有圖書資訊學系所及研究機

構外，如「文化機構及學術團體」等說明。 
二、建請加強教育學界中，對圖書資訊學及其相關學術有研究或有興趣的外系

所老師宣導吸收入會。學生部分，若能爭取各校相關系所的研究生也能加

入，更能擴大學術交流的視野。 
審查意見﹕提交會員大會討論 
決    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秘書處 
案    由：建請以學會名義加入 CiSAP（Consortium of i-Schools in Asia-Pacific）。 
審查意見﹕提交會員大會討論 
決    議：通過。 

肆、頒發獎學金： 

    一、Elsevier 研究獎學金(每名新台幣伍仟元)：廖佩瑜(台大) 
    二、飛資得資訊獎學金(每名新台幣伍仟元)：吳佩軒(台師大) 、李青親(政

大)、 
鄭如婷(中興)、林浩欣(世新) 

    三、金珊資訊獎學金(每名新台幣伍仟元)：陳永祥(淡江)、蘇怡文(玄奘) 
    四、漢珍數位圖書獎學金(每名新台幣伍仟元)：蔡怡欣(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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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會第八屆理事、監事選舉結果： 

    一、理事 

        （下列當選名單及後補名單皆以姓名筆劃排） 

姓姓名名 投投票票結結果果 

卜小蝶 當當選選 

王梅玲 當當選選 

朱則剛 當當選選 

吳美美 當當選選 

林呈潢 當當選選 

林志鳳 當當選選 

曾淑賢 當當選選 

羅思嘉 當當選選 

顧  敏 當當選選 

宋雪芳 候候補補 11 
邱炯友 候候補補 22 
蔡明月 候候補補 33 

二、監事 

    （下列當選名單及後補名單皆以姓名筆劃排） 

姓姓名名 投投票票結結果果 

陳昭珍 當當選選 

黃鴻珠 當當選選 

賴鼎銘 當當選選 

鄭恆雄 候候補補 

陸、新進老師介紹 

由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楊美華教授介紹七位圖書資訊

領域七位新進教師，分別為國立台灣大學圖資系唐牧群老師、林奇秀老師、

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的邱銘心老師、政治大學圖檔所陳志銘老師、中興大

學圖資所郭俊桔老師、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黃元鶴老師及淡江大學資圖系

林素甘老師等受到全體與會人員熱烈歡迎，氣氛熱絡。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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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九十八年元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地    點：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八樓會議室   

主    席：陳雪華理事長（第八屆） 

出席人員：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卜小蝶理事、王梅玲理事、朱則剛理事、吳美美理事、 

林呈潢理事、林志鳳理事、曾淑賢理事、羅思嘉理事、 

顧  敏理事、陳昭珍監事、黃鴻珠監事（宋雪芳代）、 

賴鼎銘監事（林志鳳代）（以上為第九屆理監事） 

宋雪芳理事（第八屆理事） 

列席人員：邱子恒秘書長、林巧敏副秘書長 

記    錄：黃素英 

壹、主席報告：  

貳、討論事項： 

一、選舉本會第九屆常務理事暨理事長案。 

說  明： 

1.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五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

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辦理。 

2.常務理事由九位理事互選，一位委託投票，選出三位常務理事；再由九

位理事從常務理事三人中選出理事長。 

3.監票人員：羅思嘉理事；唱票人員：邱子恒；計票人員：黃素英。 

決   議： 

1.常務理事投票，王梅玲六票、卜小蝶五票、朱則剛五票、林志鳳五票。

卜小蝶、朱則剛、林志鳳相同票數，現場抽籤決定由朱則剛及林志鳳擔

任常務理事。 

2.第九屆常務理事當選人為：王梅玲、朱則剛、林志鳳。 

3.第九屆理事長當選人為朱則剛，得票數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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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本會第九屆常務監事案。 

說  明： 

1.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九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        事互

選之。」辦理。 

2.常務監事由監事三人互選。  

3.監票人員：陳雪華理事；唱票人員：邱子恒；計票人員：黃素英。 

決   議：常務監事當選人黃鴻珠三票。 

三、第八屆會務交接事項。 

(一)建議由本會邀請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及國內十所圖資相關系所聯名去函教

育部高教司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建請設立圖書資訊專屬

學門，以符合評鑑之公平性委請本會系主任委員會於會議中傳達訊息予圖

資系所主管，以凝聚各相關系所之共識，擬具關切函爭取這十系所連署。 

(二)建議第十屆（2010）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決議由南京大學主辦，

會議時間訂在春季（4 月）或秋季（11 月）避開酷熱的季節，未來舉辦地

點或可由臺灣與大陸兩地輪流主辦。 

(三)本學會網頁伺服器搭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位在交大伺服器，已去函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及自動化委員會協助維護。 

(四)2008 年會員大會通過聘任本學會歷任理事長胡述兆、李德竹、莊道明、薛理

桂、詹麗萍、楊美華、陳雪華等共七位為榮譽理事。 

(五)2008 會員大會通過加強吸收本學會會員，擴大圖書資訊學門教育之影響力，

如「文化機構及學術團體」及對圖書資訊學相關學術有研究或有興趣的外

系所老師或研究生。 

(六)2008 會員大會通過以學會名義加入 CiSAP（Consortium of i-Schools in 
Asia-Pacific）。 

參、臨時動議：(無) 

肆、會議結束：下午五時。 

伍、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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