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學圖資系所進行中論文 

論文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台灣地區立項查新服務需求之研究─以生物科學專家為例 方美雪 黃慕萱 

中國古籍修復之技術知識的保存研究 鐘玉如 藍文欽 

國軍圖書館績效評估之研究─以國立陸軍高中圖書館為例 謝鳳珠 盧秀菊 

臺灣圖書資訊學跨學科交流之分析 梁瓊方 陳光華 

大學圖書館使用者空間需求之研究 潘淑惠 謝寶煖 
我國大學圖書館圖書安全系統評估之研究 周澍來 陳光華 
澎湖地區民眾資訊需求與資訊服務之評估 徐佩君 謝寶煖 
台北地區公共圖書館問題讀者處遇之研究 林祥昌 盧秀菊 
學者研究歷程中之電子期刊使用研究-以國立臺灣大學電機資

訊學院教師為例 
黃文琪 吳明德 

臺灣地區數位典藏與出版產業專案知識管理之研究 朱瀅潔 陳雪華 
公共圖書館東南亞外籍新娘移民讀者服務之研究 陳孟萱 盧秀菊 
國中生課外閱讀行為與經驗之研究 蔡慧美 林珊如 
網路書店書目資訊使用研究 陳微麗 吳明德 

企業經理人環境掃描行為之研究 藍慧怡  林珊如 

文化紀錄片之作者之資訊行為研究 楊婷雅       黃慕萱 

檔案鑑定中價值評估架構之研究 林素甘 陳雪華,薛理

桂 

大學生資訊素養能力與學習需求之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為例 胡宇光 謝寶煖 

臺灣與日本圖書資訊學研究之比較 林欣怡 陳光華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進行中之論文資訊 

論文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能力本位教育應用在圖書館員網路繼續教育課程設計 丁嘉仁 王梅玲 
鄉鎮圖書館運用社區資源之研究：以苗栗縣三灣鄉立圖書館

為例 
林美玉 胡歐蘭 

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之研究 林書廷 楊美華 
數位學習者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以政治大學遠距教學為例 徐嘉琳 楊美華 

英美圖書館學會館員繼續專業教育之比較研究 張玉靖 胡歐蘭 
讀者對台南市立圖書館行銷之滿意度研究─以兒童服務為例 張琳雅 胡歐蘭 

E-Metrics在大學圖書館電子期刊評鑑應用之研究 張慈玲 王梅玲 
我國公營企業民營化過程之檔案管理研究 陳珈宏 薛理桂 

城市建設檔案管理體系建置之研究：以台北市、台南縣政府

為例 
陳慧娉 薛理桂 

台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研究 黃淑惠 薛理桂 
網路行銷應用在大學圖書館電子資訊服務之研究 黃慧娟 王梅玲 

國家檔案館檔案在網路上開放情況之比較研究：以美國、英

國、澳洲為例 

葉俊宏 薛理桂 

檔案控制層次在歷史檔案編排之應用 葉美珠 薛理桂 
分享式研究型知識管理參考模型應用在圖書館之研究：以政

治大學為例 
劉俊宏 薛理桂 

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危機管理之研究:以人為誘發型危機為例 劉家寶 楊美華 

台灣地區典藏古地契資源之研究 劉純芬 薛理桂 

歷史檔案展策展研究 ：以2000-2004年台北市地區檔案展為例 蔡宜娟 馮明珠 

台灣地區鄉鎮圖書館閱讀推廣活動之研究 饒梅芳 王梅玲 

 
 
 
 
 
 
 
 
 
 



師範大學圖資所進行中論文 

論文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RDF與Topic Maps之知識表徵比較研究 鍾季倫 陳昭珍 

圖書館期刊館藏支援教師學術研究程度之探討：以國立台灣

海洋大學生命與資源科學院為例 

李淑娟 陳昭珍 

圖書館服務品質、使用者滿意度與忠誠度關聯模式之研究 陳麗娜 吳美美 

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圖書館 李佳融 賴鼎銘 

數位學習內容開發模式研究 洪莉婷 吳美美 

Collection level metadata研究：以EAD為例 蕭伯瑜 陳昭珍 

 

 

 



中興大學圖資所進行中論文 

論文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大台中地區公共圖書館非圖書館學系畢業館員繼續教育與學

習阻礙之研究 
謝淑欣 胡鳳生 

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工作空間之研究 潘儷文 陳格理 

大學圖書館與電算中心組織合併之內部整合管理研究 楊淑妙 詹麗萍 

大學網路式圖書館利用教育之教學研究 郭碧真 蘇小鳳 

大學圖書館服務品質評量之研究 林鈺雯 范豪英 

大學圖書館館員升遷制度之研究 劉淑慧 胡鳳生 

高職學生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之研究 柯慧鈴 賴苑玲 

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服務品質之探討  胡亦君 詹麗萍  

 



淡江大學資圖所進行中論文 

論文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數位媒體對大學出版社營運影響之探討 劉盈吟 邱炯友 

從劇場觀點探討大學圖書館服務接觸與使用者滿意度之研

究—以台灣地區南部五所國立大學為例 

阮士容 陳和琴 

歐洲國家兒童閱讀政策之研究—以芬蘭、愛爾蘭、英國、瑞

典及奧地利為例 

陳精芬 黃世雄 

館藏層次後設資料於數位資源整合與互通性之研究 張怡婷 陳和琴 

網路電子期刊組織整理與使用之研究—以中研院資訊所為例 洪昭蘭 陳和琴 

從教師認知觀點探討國內圖書資訊相關學系資訊科技課程設

計 

吳凡 林信成 

社會科學期刊引用數據之分析比較研究 周怡君 蔡明月 

知識管理領域之共字分析研究 周淑珍 蔡明月 

探析我國圖書資訊學期刊引用灰色文獻之研究--以博碩士論

文為例 

劉瑞珍 宋雪芳 

學術論文引用資訊工具之功能性研究－－以Web of Science 

暨Scopus為實例 

石秋霞 黃鴻珠 

大學機構典藏政策之研究 羅靜純 黃鴻珠 

 
 
 
 
 
 
 
 
 
 
 
 
 
 
 
 
 



輔仁大學圖資系所進行中論文 

論文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大學圖書館線上電子書服務使用之需求研究 李瑞國 林麗娟老師 

個人化知識主題地圖瀏覽模型研究 謝順宏 陳舜德老師 

國際貿易資訊資源之研究 游茜雯 張淳淳老師 

中小學圖書館配合九年一貫課程之探討 潘盈達 林麗娟老師 

醫學圖書館員正規教育之研究：以圖書資訊學系所醫學資訊

相關課程為例 

陳若彤 蘇  諼老師 

不同模式資訊過濾成效之研究 陳秀涵 曾元顯老師 

以Big 6技能融入國小社會領域課程之資訊素養教學研究 魏怡君 林麗娟老師 

臺灣地方文史工作室功能之探討-以臺北縣為例 陳靜誼 鄭恒雄老師 

公共圖書館對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服務之調查研究 蘇盈甄 蘇  諼老師 

國內外醫學院校圖書館網站內容和設計比較研究 楊翔雯 蘇  諼老師 

讀者服務館員工作倦怠感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館為例 莊俊凱 蘇  諼老師 

圖書館服務品質量表運用實證：以輔仁大學圖書館為例 蔡佳霖 吳政叡老師 

公共圖書館兒童網站規劃之前置分析 林芳志 林麗娟老師 

文件自我擴展於文件自動分類之應用 莊大衛 曾元顯老師 

中美編目規範研訂機制與應用系統之研究 葉威伶 鄭恒雄老師 

大學生對圖書館利用教育實施態度之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

文學院學生為例 

方寶琇 毛慶禎老師 

國中生閱讀行為之研究 林婉君 林麗娟老師 

商管科系學生課外閱讀研究 黃國良 林麗娟老師 

我國工程圖書館現況研究：以中大型工程顧問公司為例 林秀珍 張淳淳老師 

兒童及青少年應用都柏林核心集之研究 林柏吉 吳政叡老師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資料來源：以上資料由各系所提供(94/03)。 

論文題目 作者 指導老師
『生活只是網路上的一個視窗』嗎？網路研究視野的轉向：回

到日常生活中的網路，以MSN人際互動為例 
王宏仁 賴鼎銘 

國內電子相簿網站使用者之使用動機、使用行為與滿足程度研

究 
陳志芃 葉乃靜 

數位學習之學習歷程與教學歷程，學習結果，及影響學習結果

因素之探討 
邱玉菁 林頌堅 

以消費者行為模式探討歷史性新聞數位典藏商務之行銷策略─

以世新北平世界日報為例 
黃瓈萱 余顯強 

從資訊家電化與家電資訊化匯流探討MOD接受度之實證研究 楊明軒 張裕幸 

圖書出版產業行銷通路策略與績效之研究 林新倫 林志鳳 

碩士研究生論文研究歷程中資訊組織行為探討 許櫂埕 阮明淑 

線上遊戲玩家資訊行為研究 熊心正 葉乃靜 

以ZMET隱喻抽取概念探討部落格線上閱讀與寫作之心智模式 官容鳳 張裕幸 

網路位址轉譯對網路傳輸干擾之研究 賈文康 陳文生 


